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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姥山在浙江新昌县城东南，由诸多尖
峰群山组成。那年去福建霞浦，在高速公路
上看到天姥山路牌，心实向往之，李白那首脍
炙人口的《梦游天姥吟留别》诗句便跳了出
来：“天姥连天向天横，势拔五岳掩赤城，天台
四万八千丈，对此欲倒东南倾……”李白没游
过天姥山，但在他的诗中，天姥山横空出世，
姿态万千，实在是浪漫得不得了。

天姥山是座备受古代知识分子敬仰的文
化名山，是诗人追求精神自由的乐园。晋朝
以前，天姥山人迹罕至，南朝谢灵运出仕永
嘉，伐木开路，游历其间，写下大量山水诗，成
为山水诗发源地，后人慕名而来，唐时就有
300多位诗人游览天姥山，留下许多不朽之
作，因而得名“唐诗之路”，天姥山成为历代文
人无限向往的神奇仙境。然而，就是这么一
座神奇的山，却在其后的一千年里沉寂下来，
湮没于历史的滚滚烟尘之中，不像其他名山
从古至今都保持着相当的知名度，这实在是
一个谜。上世纪九十年代，新昌县曾举行三
次国际唐代文学和唐诗研究会，这条“唐诗之
路”才又进入人们视线。

唐诗之路从古城绍兴出发，由镜湖向南
经曹娥江，沿江而行至剡溪，溯江而上经中国
山水诗画的滋生地、佛教中国化之中心地新
昌县，经新昌到沃洲湖和天姥，最后至天台山
石梁飞瀑。这条路上，千岩竞秀、万壑争流、
村野牧歌、清流舟筏，白居易打了个比方说：

“东南山水，越为首，剡为面，沃洲天姥为眉
目”。可见，这条线路人文积淀深厚，自古就
是有名的旅游线路。

天姥山只是我的行经地，行程的另一头
在雪窦山。在驱车快到溪口时，忽然看到一
块“岩头古村”的路牌，遂临时起意，冲着那个

“古”字，车头拐了进去，于是，邂逅了岩头村。
岩头村四周是蜿蜒的丘陵，山体酷似一

个个生肖动物，风光极其秀美，一条清澈的溪
水穿村而过，那些显示出浙东地区马头墙建
筑风格的民居就簇拥在溪水两岸，记录着这
个村落自明代以来的岁月痕迹。竖立村头的
指示牌赫然指向着“毛福梅故居”、“毛邦初故
居”，我吓了一跳，误打误撞，竟然撞到蒋介石
原配夫人和国民党空军副司令的老家来了！

毛福梅二十岁那年坐着花轿抬进溪口镇
丰镐房，当时，蒋介石十五岁，祖父和父亲已
经先后辞世，孤儿寡母支撑着偌大的丰镐
房。对于这位年长自己五岁的大姐姐，蒋介
石虽不太经意，但还是跟毛福梅生了个儿子
蒋经国。在岩头村西街尽头有处红彤彤二层
三合院，大门边镶着一块黑色大理石门牌，写
着“奉化市文物保护单位毛福梅旧宅”。旧宅
院子里静悄悄，一位脑后挽小辫子的姑娘陪
同三个花白头发老人搓麻将。如果没有门牌
的指示，很难将这座寂静的旧宅与一位太后

级的女子联系起来。
整个岩头村，似乎是毛姓的天下。那个

墙里墙外挂着金黄色香橼的院子主人姓毛，
那个看守毛邦初旧居的年轻妇女姓毛，那个
在村中间卖小烧饼的店主姓毛，那个孤独地
看守钱潭庙香火的庙祝姓毛，碰巧遇到并引
导我寻访蒋介石私塾老师毛思诚祖居的老人
也姓毛，连横跨岩溪的螺潭桥、永宁桥、大兴
桥与溪水相映成趣，构成一个篆体的“毛”
字。及至我在毛氏祠堂里看到一幅“清漾毛
氏衍脉图”，这才知道，这里的毛姓与韶山的
毛姓竟然一脉相承。清漾，是毛氏八世祖毛
元琼的号，梁武帝大同年间，毛元琼从衢州迁
到江山县，1600多年来，清漾毛氏分布到江
南诸省，其中一支于明代来到湖南韶山。

毛福梅风风光光抬进丰镐房，却无比凄
惨地埋于丰镐房瓦砾堆下。1939年12月12
日，日本鬼子轰炸溪口，炸塌丰镐房后门院
墙，塌墙倒覆毛福梅身上。从江西赣州行署
专员任上赶回溪口的蒋经国在母亲遇难处立
下石碑，愤怒地血书四个字“以血还血”！

我站在血书石碑前沉思，感慨万分。
现在的溪口镇是国家级风景名胜区，三

里长街，八面来风，古木参天，绿荫如盖。清
澈的剡溪冲破四明山的沟沟壑壑一路而来，
横贯古镇，在镇东头被武岭和溪南山所阻，形
成一个口子，于是，这千年古镇的名字就叫溪
口。剡溪日夜不歇地低声絮语，讲述着那些
千年韵事、今古繁华。溪口有多少人姓蒋，我
不得而知，也没有向店铺地摊的主人打听，但
丰镐房门外一位85岁老人说他姓蒋，我信，
那相貌，酷似晚年蒋介石，身着一袭长衫，手
拄文明拐杖，胸口还别一枚青天白日徽章。
姓不姓蒋，已无关紧要，历史的烟云在溪口上
空飘散，溪口人感兴趣的是今日的繁华和明
日的盛景，剡溪无言流淌，带走晨昏朝夕，流

过历史今天，世间是非恩怨，淡淡地化为山岚
云雾、溪水林泉。

雪窦山是一个婉约的名字，如同温庭筠的
词，凝聚了四明山脉的灵动气韵。汽车在雨
雾弥漫的蜿蜒山道上疾驰，犹如一粒在镜面
上滚动的玻璃球，惊险刺激却又无限缱绻。
车停在妙高台下，拾级而上，雨却是越发恣
肆，如珠似霰，山色空蒙，唯有挺立的树木隐
约可见，瀑布涧流隐约可闻。转过一道弯，那

“有峰突起，截万山之表”的妙高台如山中处
士，走近眼前。

已不是第一次登妙高台，曾陪父母来过。
也是这样的薄雨浓雾，游人寥寥无几，只身站
在高台尽头，凭栏远眺，独自享受远山近峦，翠
岗绝壁，放飞遐想，思接古今。这次虽是仲冬
之际，游客并不寥落。妙高台上蒋介石所建中
西合璧的别墅游人如堵，一拨又一拨，似乎蒋
介石自题堂额的别墅里有看不尽的景，听不完
故事。

妙高台是雪窦山一绝，峰顶有坪如台，三
面临空。站在峰顶俯视，只见平台不见峰，此
为“妙”；从山下仰望，只见山峰不见台，是为

“高”，“妙高”由此而来。妙高台是蒋介石特别
喜欢的地方，他第一次下野归里，便亲自设计，
在平台建造别墅，每次省亲，尤其是历次下野
回乡，都到这里小住，并和妙高台相约：“我与
林泉盟在夙，功成退隐莫迟迟”。山崖边那棵
黄檀树，亲见蒋介石来了又走，走了又来，最终
乘坐一驾滑竿，登上剡溪一只竹排，带着满腹
惆怅远离而去，再也没有回来。

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
这山，这台，这雨，以及藏于雨雾身后的故

事，就是雪窦山的梦幻。
我长途跋涉而来，途中每一处停留都是那

样短暂，一如匆匆而过的人生。我挽一片雪窦
山梦幻的碎片，走向唐诗之路终点。

多年前的一个午后，我走进了小镇诊所。
诊所是我童年去得最多的地方，原因很简

单，我父母都在诊所上班，因此我去诊所无须
理由。现在我写到它时，我还能闻到飞扬在诊
所里的酒精和碘酒的气味，它们如此浓郁，以
致它们抵御了时间而经久不散。诊所是三间
坐北朝南的黑瓦房。东头一间是药房，中间是
门诊，西头则充当手术室，做一些简单的手
术。它又被隔成两间，另一间作为值班医生的
宿舍。它很逼仄，搁一张床就再无多余的地
方。诊所的北窗外就是“麻木队长”家，那时

“麻木队长”已经戴上了茶杯底厚的眼镜，当他
注视你的时候，你会觉得他躲在很遥远的地
方。“麻木队长”家人多，他的小儿子陈宝生经
常去那间值班医生的宿舍过夜。陈宝生拉一
手好二胡，在岑寂的夜晚，如歌如泣的二胡声
从那间小屋出发，萦绕在小镇的大街小巷，构
成了很多人梦境的背景。它也许是那个年代
小镇唯一的抒情方式。

我是冲着纸药盒去诊所的。那种存放针
剂的扁平长方形药盒，可以当铅笔盒用。事实
上，小镇很多孩子的书包里都有一个纸药盒，
那都是我施舍给他们的。我很享受那种施舍
的感觉。我还喜欢当我把那些纸药盒分给他
们时，那种颐指气使的做派。诊所的药房角落
搁着一个箩筐，里面盛满了空药盒，我只要搬
运就行了。负责药房的医生叫郁兆斌，用今天
的话来说，就是药剂师。他是一个和蔼的中年
人，身材微胖，皮肤黝黑。他一看到我就叫我
乳名，对我说，我早给你准备好了。那天我进
去的时候，郁兆斌让我看会儿药房，他要去出
恭。开始我没听懂，他呵呵笑着在屁股上比画
了一下。我还是没明白。他索性说，屙屎。我

也笑了起来。
他一出门我就坐在他的椅子上。那是桑木

做的椅子，又笨重又牢实。椅子背后是高达屋
顶的药架，摆满了五颜六色的药品，我有种目眩
神迷的感觉。我盯着药架看了会儿，拿了一瓶
止咳糖浆。我之所以拿它，是因为“糖”的字样
诱惑了我。在我童年时代，再没有比“糖”更能
吸引我的了。当门外响起郁兆斌的脚步声时，
我并没有把止咳糖浆放回到药架上去，而是塞
进了裤兜。我记得郁兆斌说，你脸怎么红了？
是不是不舒服？我顺水推舟般点了点头。我支
支吾吾地说，今天我不想要药盒了，说完，我逃
也似的跑回家了。

几天后，母亲一字不漏地复制了郁兆斌的
话。母亲问我，你脸怎么红了？现在让我来说
说这几天里发生的事。在一个寂静的午后，家
里只有我一个人，我把那瓶止咳糖浆找出来了
——它被我藏在五斗橱抽屉里，那张有着南国
风格的五斗橱，还是我父母从福建带回来的，与
其说是家具，不如说是作为象征存在着。我小
心翼翼地拧开盖子，我瞬间闻到一股甜腻腻的
味道，它毫无悬念地征服了我。我伸出舌头，将
瓶口对准它。很快，我的舌头感受到了从瓶子
里流出的褐黑色液体。我一直想用什么来比喻
它。后来我才找到可以类比它的东西，那就是
糯米甜酒。它入嘴清凉，口感醇甜，黏而不腻。
我太迷恋它了，竟然一口气全喝光了。第二天，
我又身不由己去了诊所药房。我其实是被一根
绳子牵着去的，这根绳子就叫“贪婪”。真是太
巧了，郁兆斌又要去上厕所了，让我看着点儿药
房。后来，老师教我们“监守自盗”这个成语，我
觉得它用在我身上再贴切不过了。趁郁兆斌出
去的当儿，我又从药架上拿了止咳糖浆。我不
是只拿了一瓶，而是拿了四瓶，它们分放在两只
裤兜里。

下午，家里又是我一个人。我姥娘去镇上
朱秀莲家串门了。弟弟跟着一帮半大孩子不知
疯到哪里去了。我计划一天喝上一瓶，这样我

就能拥有四个甜蜜的日子。我留下一瓶，将另外三
瓶藏在床垫底下。当我把那瓶喝下去后，我听到身
体里有个声音在说，这么好喝，再喝点吧。我无法违
逆那个声音，于是我又掀开床垫拿出一瓶。虽说我
喝得很慢，每次只抿一小口，但把一瓶喝下去并没有
用太久的时间。就在这时，我又听到了那个隐秘的
声音。我与它争斗了一番，结果我败下阵来。第三
瓶喝下去后，我告诫自己，说什么也不能再喝了。我
想出去找小伙伴们玩，借此分散注意力。可是我的
脚步根本迈不出家门。于是我又把第四瓶喝下去
了。到了傍晚，母亲下班回来，看了我一眼说，你脸
怎么红了，是不是发烧了？她摸摸我额头。我额头
上没有一点热度。她觉得很奇怪，让我张开口。我
不听她的，但父亲回来了，我乖乖地把嘴张开了。母
亲闻了闻，又让父亲闻。他们都是医生，我再也无法
隐瞒了。按照父亲的脾性，他会当场对我施以老
拳。出乎我意料的是，他并没有这么做。他脸上布
满了焦急的神情，他当然明白，一下子喝了四瓶止咳
糖浆肯定会出问题。他和母亲一直守着我，观察着
我身体可能发生的变化。那天晚上父亲变了另一个
人，慈爱，温情，和善。他长久地摸着我的脑袋，还用
他的额头贴着我的额头。我哭了起来。父亲问我哭
我什么。我哭得更凶了。后来我的身体并没有出现
意外，我就那么睡着了。

过了些日子，我又被宝塔糖诱惑了。那是一个
大玻璃罐子，一个光屁股大胖男孩盘腿坐在宝塔糖
上。玻璃罐被置于药架顶端，我根本够不到。我指
着玻璃罐问郁兆斌，它是治什么的？郁兆斌告诉我，
如果肚子里有蛔虫，就得吃它。我回到家对母亲说，
我肚子疼。我弯下腰，装作肚子疼的样子。母亲说，
我明天配点驱蛔片给你吃。我说，是不是宝塔糖？
母亲说，驱蛔片比宝塔糖更有效。我说，我要吃宝塔
糖。第二天，母亲抱回来一罐宝塔糖。它又酥又软，
比止咳糖浆好吃多了。我出去玩会儿，就回来抓几
块放进嘴里，然后又出去玩。玩一阵子，又回来抓几
块。那几天，母亲让我拉在痰盂里，看看有没有蛔虫
拉出来。然而，我把一罐宝塔糖都吃下去了，痰盂里
却没有出现一条蛔虫。

古有梦游华胥之国，其乐无涯
者，现实有追念怅然，宝马争驰于
御路。而这些“游”与“驰”都少不
了阵仗，架势，虚设。

这既是礼制，也是风俗。
繁文缛节中透出的礼仪之统，

亦是对生命的敬重。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国人不再

注重仪式，连婚姻大事都可以“悄
然进行”或“掩人耳目”，有时想起
来，不觉可悲。仪式感的存在，固
然是虚，但正是这份虚势，才能让
实际内容有更深厚的承载。

仪式之重，具象成物，可在仪
仗俑等诸俑中观睹究竟。

中国仪仗俑最为出名的当然
是陕西西安境内的秦始皇兵马俑，
那是按照真人大小来设计的，是皇
帝的陵寝护卫。迄今为止发现了
4个坑，仅一号坑就有陶制的8000
多个兵马俑。

不过在重庆铜梁，也出土了形
态各异的地方明代仪仗俑等，相映
成趣。

在现已出土的铜梁明代石俑
里，以张文锦沈氏夫妇合葬出土的
石俑最为称奇，如今是国家一级文
物，也是铜梁博物馆的镇馆之宝，
号称“小兵马俑”。其秩序整齐，威
风浩荡，不过在形制上是微缩，个
头最高的没有超过30厘米。与文
物形态、规制，以及地方水土上，都
与秦兵马俑遥相呼应。

石刻的人像等级森严，前排有
敲锣打鼓的，似有唢呐小号齐鸣之
声响起，后有骑马者监督肩舆抬轿
者，轿内虽空，然垂帘璎珞丝毫不
差，仿佛主人灵魂已端坐其内，轿
后有持戟护卫者，表情严肃。再之
后，有书案、坐椅、床榻以及相关侍
从尾随。

细观慢品，明代四至六品官宦
人家的出巡仪仗扑面而来，其官阶
制度、陪葬礼仪也在这些石俑中，
有了细致入微的呈现。

这“小兵马俑”的出现，不得不
提张佳胤。

张佳胤是张文锦夫妇的儿子，
先后在明嘉靖、隆庆、万历三朝任
职，官至太子少保、兵部尚书，是著
名的“嘉靖五子”之一，明代中期的
一品大员。不过张文锦去世时，张
佳胤是六品官职，墓葬石俑马虎不
得，其完整成套，前面有鸣锣、击
鼓、吹奏俑开道，中间是四人抬轿
俑，共计22件仪仗俑，以及马两
匹、伞盖、书桌、交椅各一件。

张佳胤的母亲比较长寿，在世
之时，张佳胤又屡获战功，官阶高
升，其母亲去世时，张佳胤的权力
已然煊赫超过了父亲去世之际，官
拜都察院右副都御史，为正三品，
沈氏也被封为太恭人，享受四品待
遇，所以张母的墓葬行仪规格胜过
了父亲。一共有57件仪仗俑。队
伍前面有鸣锣、击鼓、吹奏乐队十
二人，中间是八人大轿，加上两个
扶轿的，共十人。轿子前后有两顶
圆形伞，轿子前有两排文官，后面
有三排武将，穿的是钢铁不坏之盔
甲，手上拿着各种刀枪等兵器，器
宇轩昂。

沈氏墓中的八人肩舆俑，是在
一块整石上雕琢完成的。其整石
长41厘米，宽25厘米，高16厘米，
古代雕刻者在此完整石头上，根据
情景细节，雕出八名轿夫，两名侍
女，以及他们抬附着的一乘大轿，
其间的镂空剔透之感，让空间与人
物栩栩如生，其工艺之难，也让人
叹为观止。其中一名轿夫弯腰扯
掉落的鞋子一景，更让人忍俊不
禁。这么“不严肃”的细节，被反映
在官宦人家的仪仗画面中，可谓开
明，也可谓真正懂得了艺术之美。
在铜梁这爿巴蜀小乡里，民间的智
慧与审美毫不属逊色于庙堂。

其实，铜梁亦是明代墓葬发掘集
大成之地。

从1973年至2012年间，铜梁县
共整理了60多座明墓，发掘出仪仗俑
500余件。这些石刻俑除了反映官宦
出行的排场之外，还反映当时官宦人
家的生活。有的明墓中的石刻就有供
桌、粮仓、书案、石椅、石床、车马、官
轿、箱柜等生活用品，不仅轿夫、仆人、
武士的穿着和神态如神，连反映官宦
人家酒桌之上的美味佳肴的石刻，都
十分精美，可谓活灵活现。

此外，谭对峰墓出土的明代石刻
仪仗俑颇有意思。出土石俑有鸣锣、
吹鼓、击鼓俑六个，四人抬轿俑一乘，
骑马俑两个，侍从俑两个。后面有石
床、粮仓、人物各异。

全前溪墓出土的明代仪仗俑，官
威井然，不输阵势。墓主全寅，是明代
嘉靖时期的铜梁商人，经商有道，家富
一方。同时又乐善好施，曾捐资修建

“全德桥”、文庙等。被时人称为“义
士”。这些石俑于1999年铜梁区城市
改建修筑道路时被发掘。有鸣锣、击
鼓、吹奏俑，四人抬轿俑、侍从俑、书案
等。置于最后的案台以及坐椅，玲珑
逼真，坐椅上无人，但墓主人的亡灵似
乎就在其上。

对书案极其用心的还有另一出
处——谭石泉墓。已发掘的谭石泉
其的明代仪仗俑也趣味盎然。其石刻
的书案规矩、方正，不经意地一看，仿
如孩子的玩具，如乐高积木。

谭石泉是真真正正的读书人。他
自幼博学经史，曾当过地方官员，或因
文人之气，难与官场融洽、周旋，后来
辞官隐居。1996年，在铜梁修建运动
场时，这些墓葬品出土与谭氏家族墓，
出土石俑有鸣锣、吹奏、击鼓俑六个，
四人抬轿俑一乘，骑马俑两个、侍从俑
四个，还有粮仓、书案、石榻、供桌等。
书案上有砚台、笔架、书本，正中央还
铺展着正在阅览的手卷，足见墓主人
把阅读当成随时都不会结束的事情。

而龙岩墓中出土的仪仗俑，则俨
然一出小型的戏剧场面。龙岩是明代
嘉靖时期安居太平乡人，曾当过一方
镇长。龙岩墓于1998年出土于铜梁
城东塔山坡，出土的石佣有鸣锣俑、击
鼓俑、吹奏俑、仪仗俑，四人抬轿俑等。

值得一提的是，在铜梁明代石刻
中，还有一种特殊的四人女性抬轿
俑。她们的出现撕开了明代日常生活
的一角。

四人女性抬轿俑表情欢快，每个
人的眼睛都笑成了月牙儿，虽然抬轿
的动作不一，洋溢着女性的甜美和烂
漫。在古时候，男性轿夫很普遍，女性
轿夫却很少，女性以“三寸金莲”为
美。但“三寸金莲”显然是承受不了体
力活的，这些明代石墓中出土的女性
轿夫俑，则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
铜梁较为开化的民风民俗。

不过，翻阅史籍，女性轿夫也是应
时而需的社会工种。唐宋时，若家中
无男丁，这家人便被称为是女户，这女
户要是贵为王侯将相级别，出行就得
坐轿代步。男女授受不亲，伺候她们
的轿夫则统一由女性担当。明朝初
年，明太祖朱元璋下令“取福州女轿
户”到南京服役。当时，闽南一带，民
风纯正，礼法不拘，所以女子并不强行
裹足，有闽南妇女以轿夫为职业的不
在少数。

明代，女轿夫主要供宫廷大驾、婚
礼、选妃以及亲王、公主婚配使用。洪
武皇帝以后，女轿夫就不多见于正史
之中了。只在一些皇子公主婚礼中，
仍有专职负责抬凤轿的女轿夫偶尔出
现。京城北迁后，宫中肩舆大多开始
使用内宦，而宫外轿夫则应差达官，只
有男性服务。因此宫廷女轿户逐渐沦
为宫廷礼仪中的一项配套差役。

奇怪的是，明代中后期，女轿户在
民间反而更为多见起来，开始出现在
大户人家的后宅闺园中，为遵守礼法
的豪族内眷服务。

“花光满路，何限春游；箫鼓喧空，
几家夜宴。”观铜梁明代石佣，恍如误
身一部《梦华录》，虽为身后之事所造
型，何尝不是现实地方文化的复刻与
翻版。

从天姥山到雪窦山
——“车轮上的行囊”之五十三
□黄俊生

溪口人感兴趣的是今日的繁华和明日的盛景，剡溪无言流淌，带走晨昏朝夕，流过历史今
天，世间是非恩怨，淡淡地化为山岚云雾、溪水林泉。

梦华录：铜梁明代石俑
□强雯

仪式之重，具象成物，可在仪仗俑等诸俑中观睹究竟。

四十年前的味蕾（二）

□刘剑波

我盯着药架看了会儿，拿了一瓶止咳糖浆。我之所以拿它，是因为“糖”的字样诱惑了我。在
我童年时代，再没有比“糖”更能吸引我的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