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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 阴 强 盗 ”
陶

青

山川各异，
出的人物便不同，
而奇异人物
一崛起，便毫无例外地影响到一地的文化和
性格。江阴开埠极早，
历朝历代皆有人出，
从
爱吃河豚、
爱
“战”
的
“江阴强盗”
身上，
我们是
否能依稀见到徐霞客和阎应元的踪迹？他
们，是“战”的集大成者，如今，他们正孤独地
安息在江阴的土地上，无声地消受着青葱的
山色和绚烂的夕阳。
徐霞客是勇敢刚烈的，
他与长风为伍、
与
云雾作伴，
提芒杖、
携襆被，
徒步考察
“蛮烟瘴
疠”
之地，
这种空前绝后的精神品质，
深深影响
着后世江阴人。毫不夸张地说，
正是徐霞客的
奇人奇文奇事，
最终彻底完成了江阴人的灵魂
造像，
从而从人文气质上将江阴人规范得粗砺
伟岸起来。
江阴精神，是在今天被人们越来越多地
谈论着的话题。我感觉，所谓一地的精神风
格，
说到底，
就是该地历史文化的积淀和弘扬，
是地域文明烙印于每一个体之上的鲜明标记，
譬如，
江阴精神。

就在江阴精神的肇始者徐霞客结束他长
达 30多年的探险生涯，
枕着 240多万言的游记
悄然长逝之后 4 年，
中华民族的历史又一次面
临着血与火的洗礼，
一幕悲壮激越的历史大剧
在我们江阴拉开了帷幕。
公元 1645 年，
24万清兵铁骑合围江阴，
典
史阎应元就此登上历史舞台，
他裂衣为旗、
揭
竿为兵，率全城义民投袂奋起，孤城碧血 81
天；
城破之时，
全城巷战，
弹丸之地血流成河，
参战的乡勇义民悉数殉难，
阖城上下仅余老幼
53口。
就在这一年，南明兵部尚书史可法统 10
万大军镇守扬州。3天以后，
扬州沦陷敌手。
一边是堂堂史阁部拥兵守城不过 3 日，
另
一边是小小阎典史率众御侮81天。我想，
唯一
可以用来作注脚的就是，
南明朝廷腐朽堕落，
史可法统领的是一支斗志涣散的
“御林军”
，
而
阎应元所依赖的却是暴烈强悍的江阴义民。
这种刚烈的民性，
造就了阎应元；
同样地，
小小
典史阎应元，
又把江阴人这种独特的地域特性
和地域文化性格演绎到了如此极致的境界。
而今，
抗敌英雄阎应元头枕江涛，
静静长
眠在黄山小石湾；
一代高士徐霞客却正峨冠博
带，
溶进我们的生活；
两位
“江阴强盗”
身后，
苍
山如海，
残阳如血。面对
“问奇于名山大川”
的
徐霞客和
“御敌于城门之外”
的阎应元，
我时常
痴痴地想：
两位十足的江阴人——阎应元原籍
通州——生前见过面吗？或许，
很有可能。

（三）
万里大江浩荡东流，它劈开无数崇山峻
岭，
一路奔腾来到江淮平原，
漫漫征途就要终
结，
望见大海了，
它快活地将蛟尾一甩，
于是，
江阴之滨赫然崛起了一脉黄山。
黄山是江阴的自然屏障，是江阴历史活
的化石，我想，要是从江阴之北抽去了黄山，
那么，江阴和江阴人也就断失了挺立的风骨
和伟岸的脊梁。
让我们先来假设一下，如果大自然没有
慷慨馈赠给江阴一座黄山，
那我们的性格，
又
会是一种什么样子？如果没有黄山，长江奔

工行苏州分行支持文旅行业
本报电（孙波、采莲）工行苏州分行与
苏州博物馆日前签署了战略合作协议。双
方将在苏博文化主题展览、苏博联名信用
卡、
苏州文化特色主题银行、
苏博元素金融
及周边产品、
线上搭建门票预约、
文创产品
销售等方面开展全方位紧密合作。
苏州博物馆成立于 1960 年，
原馆址是
首批全国文物保护单位——太平天国忠王
府，新馆是国内唯一一座由世界著名建筑
设计大师贝聿铭亲自设计的
“中而新、
苏而

新”的博物馆。该馆藏有虎丘塔和瑞光塔
出土的珍贵文物和大量的书画瓷器精品。
近年来，文化旅游行业是工商银行信
贷投放的重要增长点，工商银行已成为国
内支持文化旅游业贷款余额最大的大型商
业银行。工行苏州分行综合运用投行、债
务融资工具、租赁、资产证券化等多种形
式，
支持文化旅游企业。截至今年 8 月末，
在文化旅游行业贷款余额近 70 亿元，
业务
范围涵盖苏州所有5A级和4A级景区。

河南建郑州大都市旅游圈
本报电（从苏华）近日，随着“郑州大
都市区旅游协同发展联盟”的成立和“郑
州大都市区旅游协同发展行动宣言”的
发布，河南省构建郑州大都市旅游圈的
构想正式进入实施。
包括郑州、
开封、
新乡、
焦作、
许昌 5 市
的郑州大都市区涵盖人口近 3000 万人，
是
河南旅游业发展的核心增长极。5 市将突
出地方旅游特色，实现大都市区旅游功能

互补发展，共同建设全国文化旅游融合发
展示范区，依托登封“天地之中”历史建筑
群、黄河、大运河、丝绸之路等世界级文化
遗产资源，建设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文化旅
游目的地。5市还将把嵩山少林寺、
温县陈
家沟打造成世界功夫旅游目的地，把禹州
神垕古镇打造成国际钧瓷文化体验旅游目
的地和国际陶瓷文化特色小镇，把新郑黄
帝故里等打造成华人根亲文化旅游胜地。

到江阴，
便不会骤然紧缩，
就不会如此湍急，
就
不会在江面上形成那许许多多的漩涡，江阴
人就不会喝到像今天一样的咆哮的“翻跟斗
水”，自然，江阴人的脾气秉性，就会平和许
多。此外，
没有黄山，
江阴就不会成为兵家必
争之地，
就不会有那么多战争的烽火狼烟，
江
阴人的眼前，
就不会有那许多的硝烟弥漫；
江
阴人的耳中，
就不会听到那么多的鼙鼓轰鸣。
他们会世世代代生活在这块广袤而富饶的土
地上，
男耕女织，
休养生息。他们看到的，
会是
缓缓流淌着的一泓江水，
他们听到的，
将是
“狗
吠深巷中，
鸡鸣桑树巅”
；
他们谈论的，
将是各
家的桑麻长短，
他们会在炊烟袅袅中，
忙着各
自的活计，算计着各自的日子。如果没有了
黄山，
江阴人将会是柔婉温丽细腻，
外加儒雅
绵软，
与一般江南人无异。
但是，
历史不能假设。黄山稳稳地耸峙在
长江之滨，
于是，
从开埠之时起，
江阴便与刀光
剑影有了缘分，
有了默契。历尽千载苍凉，
如
今，
黄山沉默了。我们沐着如血的夕照登上山
去，
在枯萎的芦荻和衰草之中随意抓一把沙粒
轻轻一捏，
顿时，
我们又清晰地听到了炮声隆
隆，
又看到了金戈铁马循着山势蜿蜒而去。我
们遥望山脚下这座活力进发的古老城市，
默默
地追忆逝去的如烟岁月和风流人物。
发源于高原雪山的长江奔到江阴已是胜
利在握了，
它伸了个懒腰，
悄悄收了收放荡不
羁的脾性，
它听到海的召唤了，
于是，
它深情地
将一座城和一群人留在了岸上，
自己则摇头摆
尾，
潇潇洒洒地向蔚蓝色走去。
（陶青，
江苏江阴人。嗜旅行，
爱读书。闲
暇常著文自娱，
遣怀寄意。作品曾获江苏省第
二届优秀文学作品奖、
第二届丰子恺中外散文
奖。
）
上图为江阴滨江要塞旅游区风光 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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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万里茶路起点下梅村
本报记者

坐落在武夷山市东部，距离武夷山国家风
景名胜区 5 公里，有一个名为“下梅”的闽北
小村庄。您可别小瞧它，这里是“中国历史文
化名村”，也是大名鼎鼎的“万里茶路”的起
点，至今保留着武夷山境内唯一的清代茶市古
街。昔日繁忙的商贸景象如今虽早已逝去，但
文化旅游的兴起让下梅重回人们的视野。
我来到下梅村村口，一块石碑上赫然刻着
“晋商万里茶路起点”八个大字。想到曾经远销
俄罗斯、欧洲、东南亚的茶叶就是从脚下这片
土地启程，踏上遥远路途，东方神奇树叶香飘
万里，心中崇敬之情油然而生。

续提升、品牌效应明显。包罗万象的
海洋陆地地貌特征，极具特色的当地
物种，特点鲜明的少数民族文化，共
同铸就了海南这块文化旅游宝地的神
奇魅力。多家旅游景区现身博览会现
场，推广当地文化旅游。三亚海昌梦
幻海洋不夜城作为海洋主题景区，在
展会现场推介中国首个沉浸式海洋主
题文娱综合体。天涯海角游览区则以
美丽迷人的热带自然海滨风光、悠久
独特的历史文化和浓郁多彩的民族风
情驰名海内外。
办公室

65369330

位于浙江龙泉市的宋城龙泉山旅游区近日开
设了悬崖餐厅。悬崖餐厅位于绝壁奇松栈道上，
蜿蜒盘旋数百米的悬空栈道上摆满了各色美食，
有蘑菇山珍、高山田螺、大闸蟹、精美点心、时
令水果等。游客们一边品尝盛宴，一边欣赏云海
美景，感受着云拂过脚边，直呼“刺激过瘾”。上
图为悬崖餐厅吸引了众多游客。 杨 晨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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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下梅村，川流不息的当溪穿村而过，
两岸的古民居夹河相对，沿溪水两侧是长长的
美人靠，我倚身凝视缓缓的溪水，《崇安县志》
记载：“康熙十九年间，其时武夷茶市集崇安下
梅，盛时每日竹筏三百艘，转运不绝”。凝思之
时，那繁华壮观的茶叶市场仿佛浮现于眼前。
据当地人介绍，晋商从清代起在武夷山购
买茶山，从事茶叶生产，并和下梅当地茶商联
合经营，设茶庄、茶焙坊、茶库，将散茶精制
加工成红茶、乌龙茶、砖茶，通过水路汇运至
崇安县城，再用车马将茶运至江西河口，再改
为水运至汉口，达襄樊，一路辗转经洛阳，过

中国海洋产业博览会关注旅游
本报电（张翔）由中国贸促会主办的
第十届中国（海南）国际海洋产业博览会
日前在海口开幕。来自俄罗斯、伊朗、斯
里兰卡、塞浦路斯、马来西亚、尼泊尔等
29 个国家和地区的 400 余家企业应邀参
展。主题为“筑梦海丝 共绘蓝图”的海
洋展设有“一带一路”国际馆、海洋旅游
展区、海洋生物医药展区、海洋能源及化
工展区、海洋交通展区、海洋科技、智慧
海洋及教育 7 大展区。
海洋展作为海南“国字头”品牌
展会之一，规模日益扩大，影响力持

市井文化自古就是距离百
姓最近，与百姓生活休戚相关
的一种文化。它既是一种文化
象征和许多艺术形象的主要载
体，也是百姓日常生活的凝结。
市井文化早在唐代就已兴
盛，而宋代 《清明上河图》 则
是古代市井生活的集中反映。
上世纪的公社评书快板、大队
舞蹈表演、坝坝电影儿，或是
后来的广播、CD、街舞、广场
舞、竞走，再到当下流行的微
信、自拍、网红、抖音等等，
不断丰富着中国人的生活。
如今，市井文化浸透着百姓
日常岁月，但如抖音中一些内容
低俗的喊麦、社会摇等市井乱象
应引起我们的重视和警觉。
互联网的出现，让市井文化
更具生命力的同时，使其传统授
受关系改变，互联网基因迅速移
植到新一代年轻人身上。据报道，在街头采访青少
年就业观，竟然有近 48%的人想成为一名网红！这
背后显露出互联网时代带来的社会浮躁。市井文
化天生具有接地气的特质，应该好好利用市井文
化，把它作为时代文化传播的一个重要工具。
“立物易，立心难。”思想的影响，价值观的塑
造，具有长期性与创新性，需要在“长”与“常”上下
功夫，一方面要抓住青少年价值观形成的重要时
期，引导青少年播好人生第一粒种子；另一方面，线
上线下相交的互联网时代，更需要创新的传播形式
与方式，政府加大其引导作用，减少市场经济对市
井文化的负面影响，把正确主流的价值观融入虚拟
生活，融入当代的市井文化中。

袁澍翾

讲话，觉得雄奇；如果再凝神细听，你必
定会惊诧地发现，江阴话中的许多词汇，
与北方语竟出一辙。江阴地处吴越腹地，
却操着如此别致而强硬的一种语言，你是
不是觉得江阴人真正豪爽到家了。
走在江阴的大街小巷，迈进江阴的酒楼
茶肆，可以发觉，江阴人特别爱讲一个字，就
是“缠”。我直觉到，这是江阴人的全部精髓
所在。爱吃河豚的“江阴强盗”将胸脯一拍，
气吞山河地吐一声“缠”，便气象万千地完成
了江阴人蓬勃生命的立体造型，这造型因了
悠久历史文化的积淀而沉入江阴人的人格
深处，进而，又化为江阴人的精神血液，流遍
每个江阴人的身心。
瞧，
迎面又来了群
“江阴强盗”
，
气宇轩昂
的，正高门大嗓地谈论着什么。其中一位就
虎虎地将眼睛弹开了，
年轻的头颅随即高扬，
几乎同时，
他雄性十足地把胸膛拍响，
口中吐
一声，
“战”
！

（二）

江阴徐霞客雕塑 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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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漫笔

（一）
苏 锡 常 一 带 爱 把 江 阴 人 呼 做“ 江 阴 强
盗”，乡人或以为不雅，我却实实在在很欣赏
的，觉着这句乡谚，抓住江阴人性格中最具
活力和色彩的地方，寥寥几笔泼墨写意，便
活画了江阴人的神韵，再联系思想中对于强
盗行侠仗义认识的定格，越想越以为强盗之
于江阴人，再贴切生动不过。
强盗娶回的老婆，自然就是压寨夫人。
1929 年，冰心与吴文藻结婚，同乡刘半农教
授赶去祝贺，所捎喜仪是一枚方方的石印
章，章上镌刻四字：
“压寨夫人”，冰心甚是不
解，吴文藻笑着解释道：
“ 我是江阴强盗，你
当然就是压寨夫人了”，三人于是大笑，书房
里，清雅的米兰开得正香。
不用说，
刘半农是很看重
“江阴强盗”
的，
他为自己幸而是“强盗族”中一员感到自豪。
刘半农是个地地道道的
“江阴强盗”
，
他创造了
标点，
又发明了
“她”
和
“它”
；
还出演双簧，
骂倒
王敬轩，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
快马利刃，
“活
泼而勇敢地打了几次硬仗”
。完全可以说，
没
有我们这位乡贤干净利落地参与的话，新文
化运动定会逊色不少。所以，
“硬骨头”
鲁迅称
刘半农为敢于
“拼死吃河豚”
的
“江阴强盗”
。
“江阴强盗”“拼死吃河豚”，河豚吃多
了，舌头不免有些发僵，僵硬的舌头一发
音，便觉有嗖嗖的冷风刮面。江阴话中许
多字发音都用入声，直直的，硬硬的，一
如乱石坠地，铿然而作金属声。远远地看
两个江阴人谈话，你来言我去语，那阵
势，犹如吵架一样。其实不必担心，江阴
人是在亲切地聊家常哩。民间有谚曰：“宁
与苏州人吵架，不与江阴人讲话”，多少可
以说明一点江阴话的特色。江阴方言绝对
迥异于吴侬软语，它透着阳刚，饱含矫
健，全然没有半点吴方言甜糯得发嗲的意
蕴。当然，江阴话也不像北方话那般粗犷
豪迈，但却是一律的高亢奋扬。听江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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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越太行，穿晋城，长治，经太原、大
同、至张家口，再换骆驼到达俄罗斯的恰克
图。后来，下梅茶商又经福州、广州口岸，把
茶叶运到东南亚，有的还销往欧洲。这条长达
近一万多里的“万里茶路”，因茶而起、因茶而
兴、因茶而荣，是继“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
路”之后又一条横跨亚欧大陆的国际古商道。
此刻我行走在下梅村中，溪水潺潺，尽管
已不见昔日舟来楫往的喧嚣，但遗存的文物古
迹，如水运景隆码头遗址、茶市街和清代茶商
民居建筑等仍散发着悠悠古韵，吸引着五湖四
海的游客。
当年茶叶贸易的繁荣带来下梅的富裕，茶商
纷纷在此大兴土木。目前保存完好的清代古建
筑有邹氏大夫第、邹氏家祠、程氏隐士居、西水别
业、邹氏花楼、方氏参军第、达理巷、陈氏儒学正
堂、镇国庙、天一井等 30 余处。古民居布局考
究，东阁西厢，楼台歇屋，一应俱全，外部以高大
的烽火墙护舍，砖雕、木雕、石雕、彩绘，技艺精
湛，是武夷山世界文化遗产的组成部分。建筑学
教授辛克靖曾说：
“ 这里砖雕工艺的水平胜过西
递，是不可多得的古建筑文化精品。”
在下梅，茶已成为人们的生活。如今，下梅
的村民大多依然从事着和茶叶相关的行业，种
茶、销茶、经营茶坊、茶舍。有的年轻人还参加培
训，成为下梅村文化旅游的导游，向游客讲起家
乡的茶故事真是情真意切。近年来，政府也加大
了对下梅村人文景观保护，景点设施建设日益完
善，到下梅的游客人数逐年上升，下梅古村已成
为武夷山主景区外最为热点的景区之一。
游下梅，犹如泡一壶大红袍，需要慢慢
品，万里茶路的沧桑，更增添了这杯茶香的醇
厚和甘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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