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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侄儿一味恬淡，绝无妄求，一味忠诚实意，为国
为民耳，他非所想。”这是晚清与曾国藩齐名的中兴名
臣胡林翼写给七叔墨溪公的家书，借以表明心志。这种
家国情怀是湖南益阳胡氏家族的家风涵养。

胡林翼祖父胡显韶手订家训十条，第一条是“团结宗
族，捍卫国家，不容有违背涣散之行为”，以此敦促子弟爱
国爱家。胡林翼父亲胡达源撰写十六卷《弟子箴言》，为
子弟制定修身、做人、处世、为官的行为准则。湖南巡抚
吴大澂（chéng）阅读《弟子箴言·睦族邻》后批注：“家教
如此积厚，发达是必然的事情。”胡达源、胡林翼父子俱中
进士，授翰林院编修，一门两翰林，称颂一时。

胡氏家训倡导治家贵和，亲友之间不要在钱财上发
生龃龉。胡达源告诫胡林翼：“汝能节衣缩食，常使手
头有余，最佳；否则，宁忍饥寒，勿举债。”胡林翼又
以此告诫诸弟，要以“俭字示范子侄辈”，倘若亲友中
有窘乏者前来借钱，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借给他们；若
他们将来如数归还，可以接受，如若不还，也不必强索
偿还。胡氏兄弟热心于家族公益事业，以促进家族和
睦。胡保翼、胡枫翼考虑到贫困族人子弟无法读书，特
地举办义学，聘请名师，免费发放书本，每个季度末，
在考试中名列前茅者还给以奖励。

胡林翼为学讲求经世致用，《清史稿》 说他“于书
无所不读，然不为章句之学，笃嗜《史记》《汉书》《左
氏传》、司马 《通鉴》 暨中外舆图地志，山川厄塞、兵

政机要，探讨尤力”。胡林翼也以此教导诸弟。1833
年，弟弟胡保翼、胡枫翼学习八股制艺有得，向胡林翼
汇报进展。不料，胡林翼在回信中劝诫说：“八股时艺
既为风会所趋，平时偶尔研究则可，但二位弟弟切勿虚
掷精神于这无用之地。因为八股时艺无非是读书人的进
身之具、干禄之阶，而不讲实际学问。只有史学为历代
圣哲精神之所寄，凡历来政治、军事、财用、民生之情
状，都记载其中，这是根本之学。你们要穷源竟委，详
为罗列，细细披阅，剖解其优劣，学得精了，将来出山
做事时才能游刃有余”。

1841年，胡达源病逝，胡林翼循例回湖南守制，之
后一直赋闲在家。1846年，师友鼎力相助，共借贷给他
15000两白银，由林则徐专折向朝廷保荐，胡林翼捐钱
入官，以知府分发贵州。按照清朝的捐输则例，捐钱入
官者可以自择地方，胡林翼完全可以得到肥缺。但他却
选择去了贫瘠的贵州，很多师友不能理解，兄弟们也来
信询问其故。胡林翼解释说，天下人输金为官都是为了
自肥，而他去贵州，一是“窃念两世受国恩遇”，自当
勉力图报，贵州贫瘠边僻之地，正需人才，他要到国家
需要的地方去；二是贵州为政者历来廉洁奉公，正符合
他当官为国为民的理想，可以保清白之身而不致辜负国
家。弟弟们这才明白兄长的良苦用心。即使后来胡林翼
官至巡抚，但家中经济困窘，他们也绝不动公家一分财
产，节衣缩食以保风节。

一座城，历经3000多年岁月更迭，“行不更名坐不
改姓”，这座城叫邯郸。据考证，“邯郸”之名在秦代基
本定型，一直沿用至今，这在中国地名史上实属罕见。

早在80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中早期，邯郸先民就已
在磁山一带繁衍生息，创造了灿烂的农业文明。在悠远漫
长的历史进程中，邯郸孕育形成了磁山文化、赵文化、曹
魏建安文化、磁州窑文化等十大文化脉系。记者走进邯郸
市博物馆，从一件件文物中领略这座国家历史文化名城
的深厚底蕴和创新精神。

邯郸市博物馆坐落在河北省邯郸市中华大街中段，
与“赵武灵王丛台”巍然相望。博物馆占地面积 1.8万平
方米，建筑面积1.1万平方米，展厅面积6000平方米，现有

《磁山文化》《赵文化》《方圆世界——中国历代钱币》《邯
郸古代石刻艺术》《中国磁州窑瓷器》等五大基本陈列，其
中《中国磁州窑瓷器》陈列曾获2003年全国“十大陈列展
览精品奖”。

磁山文化，农耕文明里程碑

走进磁山文化展厅，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幅磁山人
生产生活的场景，耕织、狩猎、采集果实，构成了磁山
人原始的生产方式。记者注意到，磁山人居住的“房
屋”独具特色。磁山文化遗址地处黄土堆积较厚、雨量
较少、气温较低的华北地区，在这样的地理气候环境
下，磁山人“掘穴而处”，达到避风御寒的目的。

“磁山文化是我国新石器时代考古文化的重大发
现，是以粟作农业和定居生活为特点的原始农耕文化的
典型代表，表现出人类利用和改造自然的奋斗精神。”
博物馆副馆长陈斌介绍。

1976年在武安磁山文化遗址开始的考古发掘，出土
了陶器、石器、骨器、蚌器等 5000 多件和大量家禽家
畜、胡桃等动植物标本，还发现了约 14 万斤炭化的
粟。粟 （谷子）、家鸡和胡桃 （核桃） 三大发现，改写
了我国乃至世界粟作农业、家鸡驯养和核桃产地的历
史。邯郸被证明是世界上粟最早的发源地，也是最早养
殖家鸡和种植核桃的地区。磁山文化堪称中华民族走向
文明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告别茹毛饮血的野蛮时代，
开创种粟养畜新纪元。

从博物馆陈列可以看出，以陶质平底盂、鸟头形支脚
为特点的生活用具，以石制斧、铲、磨盘、磨棒为特点的农
耕和脱粒工具，以长方形坑穴为特点的粮食窖穴，以陶、
石器组合物为特点的祭祀或原始宗教遗迹等，构成了磁
山文化的丰富内涵。

有意思的是，8000年前的磁山先民就表现出对美的
追求。出土遗物中部分陶器、烧土块上的编织类纹饰和
印痕间接展现了磁山文化的编织工艺技术。遗址中还出
土了发笄 （jī）、用于佩戴的蚌环、穿孔蚌饰等装饰
品。从这些人体装束、器物造型和装饰来看，磁山文化
处于原始文化艺术的萌芽阶段。

赵文化，开放进取的雄壮诗篇

赵文化滥觞于春秋，兴盛于战国，延续至两汉，在
历史的长河中流淌至今，形成了独特的风韵。

邯郸曾是战国时期赵文化的中心，是赵文化形成并
走向成熟的地方。这里产生了发达的冶铁、制铜、制陶

等手工业，形成了繁荣的城市商业贸易，孕育了荀子、
公孙龙、慎到等学术大师，涌现出赵武灵王、廉颇、蔺
相如、赵奢等一批英雄人物。赵文化是华夏农耕文明与
北方草原游牧文化交汇、融合的结晶，是一种开放、包
容、进取的文化。

说到赵文化，怎么都绕不开马。据 《史记》 载：
“穆王使造父御，西巡狩，见西王母，乐之忘归。而徐
偃王反，穆王日驰千里马，攻徐偃王，大破之。乃赐造
父以赵城，由此为赵氏。”造父御敌有功，被周穆王封
到赵城后，以邑为氏，这是赵姓由来，造父由此成为赵
国的始祖。战国时期，赵武灵王为使赵国在政治上、军

事上迅速强大起来，推行“胡服骑射”的改革方案，很
快使赵国跻身“战国七雄”之列。

在赵文化展厅，最引人注目的是三匹青铜马。它们
形态各异，一匹作仰头行走状，一匹作低头伫立状，一
匹作俯身觅食状。为了全方位展示这组国家一级文物，
博物馆使用了旋转展台，便于观察这三匹马的每个细
节。仔细端详可以发现，这三匹马的尾巴均打结，而且
肌腱隆突、四肢发达、背部丰满、臀部强健、马颈有
力，根据这些特征，专家推断它们是成年蒙古战马的造
型，很有可能是赵武灵王实行“胡服骑射”的产物。这
三匹青铜马造型生动，刻画细腻，反映了战国时期赵国
青铜铸造艺术的精湛和审美特点。

博物馆另一件镇馆之宝是汉代“蜀西工”造金银涂
乘舆大爵酒樽。物以稀为贵，汉代是青铜器制造的末
期，青铜器存世量少，制作如此精美的更是稀有。这件
青铜器分乘盘和酒樽两部分，通体鎏银，纹饰鎏金。酒
樽为直桶状，通高 28.27 厘米，直径 35 厘米，重 9640 克。
腹部两侧透雕蟠龙铺首衔环，酒樽壁部采用细线镂刻手
法，描绘出流云、鸟兽、奔鹿、羽人、西王母、侍者、奇花异
草等神仙境界的生动画面。酒樽底部以熊饰作三足，装
饰与乘盘足相同，熊以肩乘盘，张口吐舌，面相狰狞。
酒樽盖隆起，上面三只朱雀展翅欲飞，十分精美。

酒樽是汉代贵族专用的高级酒器。它一般置于宴饮
场合中间，由主人用勺为宾客盛酒。目前这种酒樽全国
仅有2件，另一件藏于故宫博物院。

磁州窑文化，工匠精神典范

磁州窑火，千年不熄。磁州窑是古代中国北方最大
的民窑体系，自北朝绵延至今，已有 1400 多年历史，
期间从未断烧，这在全国是独一无二的。磁州窑研究是
一项国际性课题，日本、英国、美国、加拿大、韩国及
东南亚等国家和地区都有学者研究磁州窑。

据介绍，磁州地区的大青土并非烧制瓷器的上佳材
料，这种土颗粒较粗，结构疏松，烧制出来的瓷器表面
粗糙，呈灰色和灰褐色。正是在这种先天不足的情况
下，磁州窑的工匠们扬长避短，开拓创新，在粗糙的胎
体外表施加一层白色的化妆土，再施一层透明釉，在宋
代烧成了磁州窑独特的白釉瓷。经过长期的实践探索，
磁州窑创造出了“白地刻花”“铁锈花”“珍珠地”“白
地褐彩”“白剔花”“黑釉剔花”“篦划花”等60多种装
饰技法，并不断改进配方，烧出了满天星、玳瑁、兔
毫、鹧鸪斑等巧夺天工的窑变釉瓷器。磁州窑最具特色
的白地黑花装饰艺术，集诗、书、画于一体，引领了瓷
器装饰艺术的潮流。

邯郸市博物馆藏有一件宋代白地黑绘“欲作高堂
梦”文字枕，是目前所见最早的磁州窑诗文枕。瓷枕长
26 厘米，高 19 厘米，椭圆形，周壁圆弧，顶面两端略
翘，前低后高，平底。枕面白釉黑绘“欲作高堂 （唐）
梦，须凭妙枕欹”词句。诗文出自战国楚襄王游高唐时
梦见巫山神女的典故。

从普通的碗、盘等日用品到诗文枕、诗文瓶等高端
文化产品，磁州窑瓷器以器型优美、装饰手法多样、色
彩对比强烈、题材广泛、技艺高超著称，在艺术上表现
了强烈的民族意识。今天，磁州窑文化在传承中不断创
新发展，焕发出新的活力。

益阳胡氏：
团结宗族，捍卫国家

□胡忆红

邯郸市博物馆

八千年文化一朝赏
本报记者 马 晨

◎家风家训

战国时期赵国铸造的三匹青铜马

开栏语

岁月的长河流淌，将风土人情的记忆沉淀下
来，凝固成一座座各具特色的古村落。在城市文
明日益繁荣的今天，乡土中国经历了什么蜕变，
保留了哪些底色？拥有历史传统和文化遗产的古
村镇，如何焕发新的生机？

本版特开设“古村今貌”栏目，探访全国各地
古村镇，记录它们在时代浪潮中生存发展的现状。

磁山文化陶盂、陶支脚

汉代“蜀西工”造金银涂乘舆大爵酒樽

元代白地黑花时苗留犊枕

◎古村今貌

安徽运漕：

千年古镇的漕运史诗
本报记者 朱思雄 韩俊杰

裕溪河晨光

正赶上运漕镇一年中最热闹的节日——龙舟赛，当
地人说这甚至比过年还要隆重。宽阔的裕溪河上，聚集
了近200条各色龙舟，岸上观者如云，在喧天的鼓声和鞭
炮声中，人们整齐地挥动着船桨，奋力向前……千年古镇
运漕，一时间竟重现昔日码头的热闹景象。

运漕者，漕运也。八百里巢湖通过裕溪河与长江相
连，而运漕镇恰在两湖 （巢湖、芜湖） 之间的河之北
岸。在陆路交通不畅的年代，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让运
漕镇繁盛一时。

运漕镇始建于东晋，距今已有 1400余年历史，原是古
长江泥沙淤积而成的一块高地，因长满芦苇蒿草，又有“蓼
花洲”之称。当地人周宗保告诉记者，东汉末年，曹操伐吴
曾在此地屯兵，为便于运输粮草而开挖濡须水（即裕溪
河）。此后，魏、吴两国多次在运漕镇一带展开争夺战，小
镇也随着形势起伏而繁荣、衰败。

明清之际，两件大事的发生带来了运漕镇的鼎盛。
一是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感恩起兵时当地老百姓的支
持，钦点运漕为“十二圩盐引岸”，即食盐专营口岸。运
漕随之进入徽商的视野，建盐仓，设铺面，声名鹊起。
其次是芜湖开埠通商后，李鸿章奏请清廷将原镇江七浩
口米市迁至芜湖，运漕镇作为芜湖米市在江北的集散地
和中转站，经济繁荣程度盛极一时。

“运漕生产的大米不仅供应芜湖市场，更远销南京、
无锡等地。鼎盛时期，运漕镇有36道街、72条巷、48道
闸，时人称之为‘小芜湖’。”周宗保说。

镇上有名的“李鸿章当铺”，时为李鸿章之弟李蕴章
所办，堪称运漕商业繁华时代的遗存。前后五进院落的
徽派建筑古朴素雅，进门第一间房内，以雕塑的形式再
现了古人典当的场景：一名衣衫褴褛的男子手捧一匹布
立于柜前，栅栏后的典当师居高临下，以垂立的左手与
隐藏身后的另一位典当师互通信息，十分生动传神。

在运漕老街有着上百年历史的“鲍义兴”茶馆，一
大早，来吃早茶的人络绎不绝。“早上皮包水，晚上水包
皮，运漕人的生活习惯同扬州很相似。”周宗保说，所谓

“皮包水”就是吃早茶，“水包皮”则是泡澡，镇上至今
仍有六七家澡堂。

周宗保介绍，在陆路交通改善后，水路的重要性下
降，运漕也随之辉煌不再。而此后遭遇三次较大规模的
破坏，很多古建筑消失在历史长河中。如今的运漕老
街，大概只有鼎盛时期的1/5。尽管如此，2014年统计运
漕镇仍保存有896处古建筑，除了“李鸿章当铺”外，法国
传教士建于1900年的“天主堂”及其北面的“神父楼”至今
仍保存完好。镇上导游介绍，运漕镇曾是“五教并存”之
地，有佛教、道教、天主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侧面
反映了运漕作为港口小镇的兼容并蓄。

由于米市兴旺，镇上曾遍布“砻（lóng）坊”，就是将稻
米碾压去壳后出售的米店。其中，以“薛瑞丰砻坊”最出
名，它也是当地最早使用柴油机加工稻米的砻坊。经过一
期工程修复，原本破旧的门面和格子窗得到更换。正在
施工的二期工程将对二进院落中破损的房顶、木雕进行
维修。

“我们坚持修旧如旧，对于需要抢救性保护的文物古
建优先安排，并搜集历史资料对一些老字号店铺进行复
原。”运漕镇党委书记汪学峰说。

运漕老街两侧至今仍有不少留存着历史风貌的传统
行业，市井文化格外浓郁。修面店内，穿着背心、趿着
拖鞋的老人双脚翘在镜台上，享受着修面师傅的细致服
务。不远处是一家制作传统杆秤的商店，挂在门口的几
杆秤，历经风雨而显得斑驳老旧。女主人说，杆秤只有
一些上了年纪的老人还在使用。“虽然有时很多天也卖不
了一杆秤，但还是要把制秤的手艺传承下去。”

“别看老街上的小店门面不大，一年下来最少能有五
六万元的收入，这对于留守家中的老人来说，已经非常
可观。”汪学峰说。

得益于历史风貌的完整保留，运漕镇 2014 年被评为
“中国历史文化名镇”，次年又获评“安徽首批千年古镇”。

为创建水乡古镇旅游区，当地拟定了古镇保护规划，
划定了2万平方米的保护开发区，还引入企业发展文化创
意产业。含山县专门成立了“运漕古镇保护与利用指挥
部”，最大限度地恢复老街的原貌，并加大非物质文化遗产
的申报力度，力图为世人再现漕运文化之盛景。此外，运
漕镇还是现代农业示范区，还将通过发展休闲采摘农业、
观光旅游等，与古镇旅游相结合。

安徽省马鞍山市含山县运漕镇，曾是著名
的漕运码头、商业重镇。运漕老街至今仍保存
着多处古建筑和传统行业，较好地展现了古镇
的历史风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