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扫一扫，有惊喜

播 撒 人 文 馨 香播 撒 人 文 馨 香

在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今天，用发展的眼光，
来保护和发掘古代建筑及其蕴含的文化特质，不仅
能让古代建筑文化保存于世，还能让古代文化遗产
产生现代价值，得到更好的传承和延续。

记者在黎川县宏村镇采访时，见到了一座刚
刚竣工的气势恢宏的廊桥。这座廊桥横跨宏村
河，设计精美，造型别致，古色古香，成了当地非常
亮眼的一座地标。

来到桥上，轻风擦着水面拂过廊桥，给闲坐
在廊桥上的村民带去了别样的惬意。在桥上，记
者遇到了当地一位叫孔建元的老人，他是这座廊
桥筹建的发起人之一。在他的叙述中，记者意外
地听到了一位七旬翁不办生日宴、捐钱10万元建
廊桥的感人故事。

孔建元说，宏村地处黎川南部，水系发达，
宏村河穿镇而过，把中湖、孔洲等村隔开，两岸
群众来往和学生上学不便。2013 年，宏村镇几
位老人倡议，在樟溪河与孔源河交汇处，集资建
一座名叫紫府的廊桥，方便两岸群众出行。此
举得到当地党委、政府的大力支持和群众的积
极响应。

宏村建设紫府廊桥的事牵动着黄贤林老人
的心。2016 年 9 月，时逢老人 70 岁寿诞，按照农
村的风俗应该好好操办。作为黄贤林长子的黄
志清，多年在外打拼，如今事业有成，他和三个兄
弟准备了10万元为父亲过生日。黄贤林知道后，
拒绝了孩子们的好意，说：“大操大办很浪费，摆
阔攀比要不得。咱们把办酒席的钱省下来，为家
乡建设廊桥出点力吧。”

就这样，黄贤林老人过了一个简朴的 70 寿
诞，把省下的 10 万元捐了出来支持紫府廊桥建
设。在他的带动下，当地群众和在外创业者纷纷
为家乡建设添砖加瓦，很快募集建桥资金 100多
万元。不久前，紫府廊桥正式竣工。开通之日，
百姓们蜂拥而至，纷纷叫好。而夜幕降临，紫府
廊桥霓虹闪烁、流光溢彩，点亮了一个小镇的精
神夜空。

“这是廊桥文化在当代最好的传承与接续，
这是历史与现实交相呼应、产生共鸣的最好的例
子。”陈方说，古廊桥大多是在乡绅的主导下，由
乡人自发捐建，宏村紫府廊桥的建设，见证了古
代文化遗产正幻化出新的现代价值。

当然，对古廊桥的保护与传承永远都是进行
时。陈方说，近些年来除了年久失修逐渐衰败，洪
水、塌方等自然灾害也威胁着古廊桥的生存，而对
古廊桥的复建，也存在各种各样的争议。因此，他
认为真正的保护，是要保存建筑本体，即保护古建
筑原来的平面布局、造型、艺术风格，才能完整地
保留下古建筑的文化精髓。

一带长廊护拱桥,谁遗奇迹在今朝？溪流不
识人间事,飞虹有心传捷报。保护和传承好古廊
桥，并将其文化内涵弘扬与发展，依然是历史托
付于今人的使命。

64 岁的黄少清，只要有空，每天傍
晚都会来到黎川老街旁的新丰桥上。
闲庭信步之间，在夕阳的余晖里，看新
丰桥与近旁的横港桥华灯初上，在天光
云影的映衬下若长虹卧波、流光溢彩，
这在黄少清的眼里，就是最妙曼的景
致。

黄少清是研究黎川地方文化的专
家，对当地的历史文化如数家珍。他告
诉记者，黎川是江西古廊桥分布较多的
县域之一，境内保存完好的廊桥有近 10
处。其中黎川古城所在地的新丰、横港
双廊桥，分列于黎滩河与社苹水交汇
处，互为犄角，遥相对望，是省内罕见、
历史悠久的古建筑代表。

新丰桥始建于宋朝，原为木结构便
桥，多次损毁。明弘治九年（1496年）由
县人捐资重建，形制为五墩六孔的廊桥
式建筑，至今已有 500 多年的历史。据
史料记载，建成后此桥行旅如云，黄尘
掩日，可见当年繁华景象。此后数百年
间，历经水灾火患、战火纷飞，先后 7 次
重修。

2013 年重修竣工的新丰桥利用原
有的桥墩，仍为五墩六孔，沿袭了历史
上新丰桥的廊桥式结构，全长 92 米，桥
面净宽5米多，桥中段两侧均建有亭宇，
桥面铺有木制长凳，两端为城楼式桥
堡，桥堡石阶处镶有大型石雕画，画作
原型为著名画家赵望云先生在黎河边
的写生画。站在桥上，能深切地感受到

“远近青山无墨画，潺湲流水有声诗”的
风雅景致。新丰桥南端直达篁竹街首，
北端与人民路街市相连，成为连接黎滩
河两岸交通的纽带。远望新丰桥，只见
长廊飞渡，桥堡耸立，青瓦铺顶，飞檐翘
角，蔚为壮观。

横港桥则始建于宋咸淳年间（1290
年），为三孔石拱桥，长 40 余米，是新丰
桥的重要补充，出县城东南方向直通宏
村、樟溪，直至延伸到福建省的建宁。
黄少清说，新丰、横港“双桥”，是黎川古
镇的地标性建筑，“双桥”记载了丰富的
历史文化，拥有深厚的人文底蕴，汇集
了数代文化名人留下的诸多画作与诗
篇。清代诗人涂志遴在《横港桥纪事》
中写道：“横港桥畔尽渔家，豆架瓜棚傍
水斜，鸳鸯小筏杨柳岸，腥风一剪漉鱼
虾。”这首诗明白如画，通俗易懂，生活
气息浓厚，是一幅黎川古城的写意风俗
画。

而在黎川樟溪乡的双溪廊桥，记者
看到的是另一种古朴静雅之美。樟溪乡
是该县最南部一个历史悠久的文化古
村，与福建建宁为邻，10多座桥梁将村舍

古宅连为一体，百条古巷曲折幽深，大小
屋舍相通相连，构成了一个古建的迷
宫。双溪廊桥坐落在村中两条河流的汇
合处，是一座有数百年历史的木质廊桥，
桥长大约50米。据村里老者介绍，双溪
廊桥过去也是石墩桥，后来被洪水冲垮
了。为了使桥既有古桥风格，又能遮风
挡雨，重建时依然保存廊桥风貌。

“两溪波涛向东流，廊桥红妆把客
留。朱毛曾上戏台洲，红米南瓜度春
秋……”黎川县社联副主席、当地文史
学者丁艳告诉记者，站在双溪廊桥上，
不仅能看到美丽的风景，在廊桥两旁的
板壁上，还有不少用粉笔书写的古体
诗。这些未署名的作品，皆为当地村民
有感而发，追忆当年朱毛红军在樟溪的
情怀。如今，双溪廊桥成了当地村民休
憩的好去处，特别是集市圩日，各处村
民聚集于此，熙熙攘攘，热闹非凡。

黄少清告诉记者，黎川有名的廊桥
还有厚村乡的飞鸢桥、宏村镇的紫府桥
等，默默静守在时光深处，守护着黎川
的山山水水。

黎川的古廊桥让人叹为观止，婺源
县清华村的古廊桥——彩虹桥，同样惊
艳四方。据史料记载，彩虹桥始建于南
宋1127年，历史悠久、保存完整、设计科
学，被誉为中国最美的廊桥。彩虹桥长
度达140米，桥面宽3米多，四墩五孔，由
11座廊亭组成。廊亭中有石桌石凳，在
风雨天里供行人避雨歇脚。每墩上建
一个亭，墩之间的跨度部分称为廊，因
此又名廊亭桥。站在远处遥望彩虹桥，
仿若一道亮丽的彩虹横跨在中国最美
的乡村，为徽派的主色调增添了别样的
奇观。

江西自古河汊如织、水道纵横，
因水而有桥，因桥而造就美景无数。
加上江西历史悠久、人文鼎盛，一座座
古桥的风格各具特色，内涵特别丰富，
形制也多种多样。除上述提到的廊桥
外，始建于唐代贞观四年（630 年）的铅
山县湖坊镇澄波桥，是我省现存最完
好、最古老的廊桥之一；龙南县杨村镇
的太平桥，造型奇特，桥中风雨亭兀立
两岸，气势磅礴，亭顶四周以三耙飞檐
相衬，蔚为壮观，被《世界桥梁大观》收
录其中。

此外，修水的善述桥、石城的永宁
桥、崇仁的三川桥、广昌的万寿桥、南康
的永安桥、崇义的章源桥、安远的永镇
桥、信丰的玉带桥等古廊桥，皆各有千
秋，各美其美，不仅便利了当地交通、装
点了秀美河山，更记载着历史的过往，是
活着的文物瑰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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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年积淀千年积淀，，人文蔚起人文蔚起。。有着物华天宝有着物华天宝、、人杰地灵之称的江人杰地灵之称的江
西西，，历经岁月沧桑历经岁月沧桑，，却仍保留着一大批弥足珍贵的古建筑却仍保留着一大批弥足珍贵的古建筑，，如古如古
宅老屋宅老屋、、祠堂会馆祠堂会馆、、风雨廊桥风雨廊桥、、戏台牌坊戏台牌坊、、宫观庙宇等等宫观庙宇等等，，建筑形建筑形
态丰富态丰富，，文化影响深远文化影响深远。。它们就像一座座它们就像一座座““活化石活化石”，”，见证着赣见证着赣
鄱大地的历史发展脉络与文化艺术烙印鄱大地的历史发展脉络与文化艺术烙印。。从本期起从本期起，，我们将推我们将推
出出““寻访江西古建筑寻访江西古建筑””系列系列，，对江西古代建筑的丰富内涵对江西古代建筑的丰富内涵、、艺术艺术
特质特质、、文化基因进行深入阐释与立体呈现文化基因进行深入阐释与立体呈现，，以期达成人们对江以期达成人们对江
西古建文化的关注保护与传承发展西古建文化的关注保护与传承发展。。

———编者—编者

“水自廊桥流出远，风从花影过来香。古今多少风尘客，
谁借乡思洒墨章？”

自古以来，中国的文人墨客，留下了不少抒写廊桥的诗
篇。而20多年前的一部美国电影《廊桥遗梦》，其演绎的浪漫爱
情故事感动无数人，也让人们记住了“廊桥”这个唯美的名字。

“无论是文化、历史还是形制，美国的廊桥当然无法和我
国的相媲美。”中国古建园林研究会委员、江西古建研究专家
陈方说，中国廊桥的内涵十分丰富，光叫法就有“亭桥”“屋桥”

“虹桥”“风雨桥”等多种。作为桥梁与房屋的珠联璧合之作，
廊桥兴起于秦汉，繁荣于唐宋，鼎盛于明清，没落于近代。在
中国，每一座古廊桥都承载了许多重要角色：它们是休憩场
所，是交易市场，是团结乡民的纽带，是传播文化的长廊。在
中国百姓心目中，廊桥不仅是公共建筑，更是文化图腾。

陈方告诉记者，在我国南方，山川众多，丘陵广布，溪流纵
横，交通极为不便。于是，古代的能工巧匠充分发挥聪明才
智，因地制宜建造了各种形式的桥梁，其中就有不少造型别致
的廊桥。这些廊桥横跨在险滩绝壁之上，静卧于村落市井之
中，细细品味，每一座廊桥都是一个博物馆，都是古建筑的文
化符号。

在陈方看来，江西有代表性的古廊桥，从建筑材料来看，
可分为砖石木结构类型（如：黎川新丰桥、龙南太平桥）、石木
结构类型（如：石城县高田镇永宁桥）、木结构类型3种；从建筑
风格类型看，又可分为廊亭榭结合类型（如：黎川新丰桥）、廊
门楼结合类型（如：修水县的善述桥）、廊亭结合类型（如：黎川
横港桥）、单纯廊类型（如：崇仁县的三川桥）等4种格局。在用
途上，廊桥不仅仅具有交通出行、遮挡风雨的功能，往往还具
备了居民交往、地区标志、旅游观赏和宗教祭祀的功能，这些
功能都和人们的日常生活密切相连。

陈方说，一座座古廊桥古朴而典雅的造型、实用而科学的
结构、大气又不失细腻的风格，折射出我国先民的文化观念、
审美情趣和高超技艺，构成了一道道亮丽的风景线。

寻访江西古建筑
系列报道之一

在赣鄱大地的青山绿水之间，在隐没于时光深处的小镇古村里，藏身着一
座座年代久远、令人叹为观止的古建筑——廊桥。这些景致独特、古朴典雅的
廊桥，早已超出了作为桥梁本身的交通功能。它们不仅承载着时代的变迁，见
证了历史的沧桑，更把深厚的传统文化内涵，以“活化”的方式传承了下来。可
以说，一座座古廊桥，就是一个个散落在民间的文化瑰宝，也是这片神奇的土地
留给人们的巨大精神财富和文化遗产。

赣鄱山水间，有一种古韵叫廊桥

每一座廊桥，

都是一座奇巧的古建博物馆

古代文化遗产，

正焕发新的时代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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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 野

未来已来。近段时间，201 8世界VR产
业大会、第五届世界互联网大会等科技类的
盛会相继举行。当我们站在了迎接新科技
的风口，中华民族悠久、深厚、灿烂的文化又
会有什么新的传播方式？

在南昌，人们在《征战海昏侯国》实景影
院里，可以手执武器装备，穿越到西汉，勇闯

“魔关”，深度参与海昏侯刘贺的王、帝、民、
侯的传奇生涯；在VR电影《探秘海昏侯大
墓》里，人们带上VR头盔，可以打开厚重的
墓门，仔细端详马蹄金，敲打编钟聆听声音，
甚至想象自己就是刘贺，盖下印有“刘贺”二
字的印章。

海昏侯的故事在与新科技的碰撞中，
迸发出新的生命力。这只是文化与新科技
相遇的一个缩影。在这场不可逃避的科技
与文化的相遇中，文化迎来了许多新的变
化：

文化，更多地被看见。新的科技，就如
同在文化和受众之间开通了一条新的道路，
而文化内容犹如道路上行驶的车辆。多了
一条道路，文化被“看见”的几率自然就大大
地增加了，这也有利于增强文化的传播性。
正如有的专家认为的那样，新科技突破了文
化服务提供的地域性与时间性限制，提高了
基层公共文化服务与文化产品供给水平。

文化，更多地被了解。回想起201 8世
界VR产业大会展览馆现场，依旧给人留下
很深印象。人们排着长队，耐心地等待体验
VR项目，脸上流露的是欣喜又好奇的神情，
这足以反映人们对新科技的渴望。而且，参
与的人群中，中小学生占据了很大比例。他
们在家长带领下，等待使用VR望远镜，了解
天文学知识；等待进入VR教室，参与物理和
化学实验；等待接受VR访谈，来一场与先贤
的对话。不久前，全球首款支持人机交互的
扩展现实笔记本在南昌发布，这代表着VR/
AR产品便携移动的技术瓶颈得以突破，意
味着人们将不再局限在体验馆或者固定的
地点，能够随时随地了解文化、分享文化。

文化，更多地被接受。新科技以更加
便捷、更加亲和的方式传播文化，也让文化
更加具象，更加符合当下人们的需求。在
201 8世界VR产业大会上，全国首款红色主
题VR游戏在现场受到人们的热捧。这款游
戏充分挖掘江西红色资源，让体验者带上
VR头盔后，化身一名红军战士，进入黄洋界
保卫战的现场，身临其境地感受井冈山革命
根据地浴血奋战的历史。乘坐“时光机”，回
到一段久远的历史中，感受当年的情景，这
样的实现得益于新科技。也正是因为新科
技的声、光、电等技术，让人有现实沉浸感，
文化得到更多人的认同和接受。

感受了新科技对文化的助力，我们更
加畅想着文化的未来发展。在第五届世界
互联网大会上，腾讯董事局主席马化腾说：

“科技创新是‘源泉’，正向价值是‘灵魂’，传
统文化是‘根基’。”无疑，无论新科技如何演
化发展，作为根基的文化不仅不会缺位，而
且借助新科技的翅膀，它将“展翅高飞”。

如今，江西提出打造世界VR高地。我
们在全力拼抢技术制高点的同时，应该牢牢
地厚植文化的根基，我们应该意识到，文化
是宝库，是新科技生命力的来源。我们也欣
喜地看到，许多人已经开始行动。VR电影
《探秘海昏侯大墓》创作团队负责人汪翠芳
说道：“‘南有海昏侯，北有兵马俑。’江西是
一个文化大省，历史文化深厚。南昌西汉海
昏侯大墓作为201 5年中国十大考古新发
现，已经成为江西文化的一个重要符号，也
是江西文化自信的重要载体。”目前，VR技
术和文化、旅游相结合，是其主攻方向。她
还说，有个地方的婚俗馆来找她们合作，希
望能够设计出产品，让人们通过VR的技术，
了解婚俗，甚至能够参与婚俗，“我觉得这项
工作很有意义，通过新科技能够将更多的民
俗保存下来，能够让更多人接受甚至喜欢上
我们的传统文化”。

当然，我们也清醒地认识到，任何技术
都是一把双刃剑。在新科技的实现过程中，
文化是否会变得浮躁浅薄？这是一个文化
传播的衍生问题，在随着更多人看见、了解、
接受文化的过程中，必然有人满足于粗浅地
了解，必然也有人不愿意停留在表面，而实
践着更深入的探寻。于是，一个更加多元的
文化即将形成，这样的新科技文化盛宴，更
加值得期待。

当文化遇上
新科技
□ 本报记者 游 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