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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尊分混沌，自此九霄居。
世界三千国，乾坤八万书。
龙文喷紫气，凤篆裹青裾。
玉锁凭金钥，云游守月庐。
经山曾涉险，箓海且行徐。

化蝶庄周梦，乘风御寇虚。
清流观龃龉，浊世采芙蕖。
薄利皆如电，浮名尽似篨。
人生贪露瀣，事罢弃枯苴。
却诵餐霞语，能将困意除。

徐 曦

闲翻洞真记传次苏子瞻读道藏韵

苏东坡一生曾十四次来到常州武
进地区，并最终病逝于常州的藤花旧
馆,其遗址如今已建成苏东坡纪念馆，
供人学习、参观、游览。可以说，东坡
跟常州结下了不解之缘。

苏东坡一生钟情于常州，曾上表
朝廷乞居常州并得到批准，所以他有
很长一段时间在常州一带生活、写作
和游玩，留下了不少趣闻和传说。

苏东坡于常州定居后，听说滆湖
风光秀丽，便在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
与好友佛印和尚相约去滆湖游玩。他
们由大运河，转道南运河，从丫河口直
奔滆湖而去。时值阳春三月，沿河两
岸柳枝摇曳，百花齐放，好一派明媚的

江南景致。一代大文豪苏东坡喜笑颜
开，心波荡漾，即兴赋诗一首：“柳絮飞时
笋箨斑，风流二老对开关⋯⋯应容缓急
烦闾里，桑柘聊同十亩闲。”

到了滆湖，他们顺湖西岸泛舟南行，沿
路领略滆湖岸边的旖旎风光。东坡和佛印
一路上谈笑风生，行不多时，忽觉天空突现
乌云，接着阵阵东北风刮来，一下子把小船
刮得失去了平衡，最后被吹到湖边的一个
小港口内。东坡把头伸出窗外，见湖面波
浪犹泛，然大风已经平息，略感欣慰，便在
港口的勒船石上题下了“安欢渎”三字。“安
欢渎”村名，至今犹存。

题完字后，东坡即与佛印和尚进港，
在距离湖岸两三百米的内河孟津河里继

续前行。船过沈家大桥、夏甸桥、南星桥，
苏东坡忽闻岸边小村上有朗朗读书之声，
便上岸寻声而去，果然见到，被金黄色油
菜花包围的村头上，一边农民在扶梨耕
耘，一边祠堂里有不少孩童在诵读“人之
初，性本善⋯⋯”苏东坡敬重此处的耕读
之风，在村头题下“耘读”二字。因古文

“芸”通“耘”，该村又有入滆湖的渎口，一
语双关，故“芸渎”村名，沿用至今。

东坡和佛印上得船来，继续前行。
忽见河道弯曲，几近直角，两岸屋舍俨
然，酒旗飘飘，炊烟袅袅，鸡犬之声相闻，
东坡出口成章：“一曲成市，名曰湾头。”

“湾头村”名由此而来。
东坡和佛印在湾头村弃船登岸，穿

行在油菜与麦苗之间，正信步在一座桥
上，太阳忽然从云层里钻了出来，豁然开
朗，东坡对佛印说：“既然我们步行到桥
上乌云即散，这座桥就该叫‘拨云桥’
喽！”佛印连连称好，于是东坡便书“拨云
桥”三字于桥上。而今“步云桥”就是有

“拨云桥”谐音演变而来。
过了桥，时已接近黄昏，天色渐渐暗

了下来，二人在这村上悠然漫步之间，便
随便找户人家借住了一宿，后来此村即
被称为“晚步村”、“漫步村”。文革期间，

“漫步村”改名为“迈步村”。
第二天，苏东坡和佛印在晚步村用

早餐时，乡里人告诉他们，此去南面二里
许有一座童兴禅院，院内有一眼泉井，其
水清澈可口，不妨前去看看。苏东坡和
佛印听说后大喜，一路小跑而去。途中
有一座桥，既高又陡，他们气喘吁吁地爬
上桥顶，停下，佛印说：“居士，这桥真够
我们爬的喽。”东坡长吁一声道：“那就叫

‘够爬桥’吧！”
来到童兴禅院，他们随即从泉井内吊

上一桶井水来，用手捧着喝了一口，果然
又香又甜，苏东坡连声称奇，便题下“香
泉”二字在井边，还出资在此修了座凉亭，
这座亭子便被大家唤作“香泉亭”。“香泉
亭”为四角亭，占地 16 平米，亭净高 5.3
米，木质亭柱高3.6米，亭上四角装饰如彩
带。亭内有香泉井，井旁立有三块碑记，
三面设有木凳可坐，供过往行人歇憩，并
可免费饮用泉水。亭外百步之内有三座
桥，此处实乃行人必经之处。周围乡邻听
说此事后，纷纷来此定居，里人从此便呼
该村为“香泉村”，历经千年不改。

游完童兴禅院后，苏东坡和佛印便
继续一路向南走去，不知不觉到了黄昏
时分，苏东坡抬头一看，不远处有一个小
街镇，他们便快步而行。两人因步行一
天，到了街上，陡然感到很是疲劳，便找
了个店家，早早地睡下了，这一夜，他们
睡得很香。第二天醒来，苏东坡问店主：

“此乃何处？”店主答道：“此地唤作‘小东
安’。”苏东坡听了，哈哈大笑道：“想不到
我苏东坡在这‘小东安’，安安稳稳地睡
了一宿，我看，还是把‘小’子去掉，就叫

‘东安’怎样？”店主听说是大文豪苏东坡
来此住宿，便到处奔走相告，把苏东坡所
说之话传给乡人听，没过多久，整个小东
安的人都知道了这件事，大家觉得“东
安”的意思即是苏东坡曾在此安息过，这
名字沾了他的文气，祥和平安，安居乐
业，改得好啊。从此，“东安”街镇日益繁
华，“东安”之名沿用至今。

吴洪生

一路题名说东坡

春染江南晓月风，文魁骚客慕坡
翁。由中国苏轼研究学会主办、江苏
理工学院和常州市苏东坡研究会承办
的苏轼学术研讨会于 4 月 19 日至 21
日在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的常州举办，
来自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齐聚一堂，
共襄盛举。

研讨会迄今已举办了二十三次，
通过全国性苏轼文化学术研讨、学术
交流和东坡历史文化遗迹考察等文化
交流活动，使苏轼研究不断迈上新台
阶。

除研讨会以及影视剧、纪录片之
外，近几年以其它形式发扬光大苏轼
经典作品的活动还有很多，信手拈来，
有央视大型文化节目《经典咏流传》第
一期至第十期推出的苏轼《定风波·莫

听穿林打叶声》《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
等词多阕。作曲家陈其钢的《江城子·十
年生死两茫茫》交响乐。四川省文化厅、
眉山市政府共同主办的首届四川音乐
周，以歌唱形式演绎苏轼经典诗词作
品。张艺谋总导演的大型诗词文化实
景演艺《归来三峡》中呈现苏轼的《念奴
娇·赤壁怀古》的意境。把传统经典诗词
嵌进学生的脑子里，常州举办苏东坡诗
词听写（朗诵）大赛，常州东坡公园每年
举办牡丹节、中秋诗会，将苏轼诗词融
入布景元素，以联唱、吟诵、情景剧等表
演，展示“东坡情·常州缘”。央视《中国
诗词大会》中吟诵的苏轼诗词更是不胜
枚举⋯⋯苏轼诗文蕴含着吟诵不尽的传
统文化内涵，能从中收获知识的增益、文
化的熏陶、人格的滋养。潜移默化地提

升自我修养，树立正确的人生观。
2018年8月2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

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
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文
化根脉。其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
道德规范，不仅是我们中国人思想和精
神的内核，对解决人类问题也有重要价
值。要把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标识提炼
出来、展示出来，把优秀传统文化中具有
当代价值、世界意义的文化精髓提炼出
来、展示出来。”这为我们传承、弘扬优秀
传统文化指明了方向。

让经典穿越时空，焕发出新的魅力，
这应是当下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的重要途径和最佳的方式之一。

文化是城市的名片，是城市的灵
魂。常州是苏轼的第二故乡，苏轼是常

州历史文化名人中最靓丽的一张名片，
也是苏轼的影响，常州丰厚的历史底蕴
为世人所称道、欣赏。这次研讨会的召
开，为发挥高校师资力量与硬件设施强
的优势和苏东坡研究会、东坡纪念馆的
桥梁纽带作用，加强相互交流、拓宽研究
视野、提高研究层次和水平带来了契
机。让我们共同践行《东坡文化传承与
当代城市发展·眉山宣言》的承诺，齐心
聚力推动苏轼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
发展，使之符合现代的生活和语境，让苏
轼文化“传下来”，走入当代；“融进来”，
走进心灵；“活起来”，走进民间；“火起
来”，走向世界。东坡文化薪火相传，泽
被后世。

正是：今日群英龙城聚，不负文豪终
常州。

——写在第二十三届苏轼学术研讨会召开之际

让东坡文化薪火相传 泽被后世

人不可以无学。（《登州谢上表
二首》）

腹有诗书气自华。（《和董传留
别》）

自孔圣人，其学必始于观书。
（《李氏山房藏书记》）

学足以通古，才足以御今，智足
以应变，强足以守官。（《鲜于侁可太
常少卿》）

穷不忘道，老而能学。（《黄州上
文潞公书》）

内外不一，心手不相应，不学之
过也。（《文与可画筼筜谷偃竹记》）

惟勤读书而多为之，自工。（《题
二五书》）

束书不观，游谈无根。（《李氏山
房藏书记》。）

夜就寒光读《楚辞》。（《黄州春
日杂书四绝》）

学者之有《说文》，如医之有《本
草》。（《书篆髓后一首》）

读书要在存心久。（《次韵张甥
棠美述志》）

以我旦暮心，惜此须臾晖。（《和
陶贫士七首》）

不辞青春忽忽过，但恐欢意年
年谢。（《定惠院寓居月夜偶出》）

读书常闭门，客至不举头。（《去
年偶游宝山上方入院》）

六经三史，诸子百家，非无可
观，皆足为治。（《乞校正陆贽奏访进
御札子》）

读书万卷不读律，致君尧舜知
无术。（《戏子由》）

舟行无人岸自移，我卧读书牛
不知。（《书晁补之考牧图后》）

我昔家居断还往，著书不复窥
园葵。（《送按惇秀才失解西归》）

故书不厌百回读，熟读深思子
自知。（《送安惇落第诗》）

退笔如山未足珍，读书万卷始通
神。（《柳氏二外甥求笔迹》）

斯文有传，学者有师。（《祭欧阳文
忠公文》）

天下几人学杜甫，谁得其皮与其
骨。（《次韵孔毅父集古人句见赠》）

教之使有能，化之使有知，是待人
之仁也。（《韩愈论》）

不一则不专，不专则不能。（《应制
举上两制书》）

博观而约取，厚积而薄发。（《杂
说·送张琥》）

——苏东坡关于读书学习名言选

读书万卷始通神

楠木厅凉寂寂，
墙头偶尔猫鸣。
海棠依旧紫藤轻。
方池犹洗墨，
细雨静无声。

久别江南故里，
谈禅论道高僧。
不堪最是叶凋零。
舟归千里浪，
人老晋陵城。

赵万栩

临江仙·谒藤花旧馆

祝贺第二十三届苏轼学
术研讨会在常州召开

束金方

春染江南晓月风，
文魁骚客慕坡翁。
赵洪东阁追音和，
颜柳西河泼墨融。
贝锦琼崖争铁骨，
天章吴越落诗篷。
群英修禊云溪岸，
留得忠魂万代功。

（注：赵洪，指赵翼、洪亮吉；颜
柳，指颜真卿、柳公权。）

祝贺第二十三届苏轼学
术研讨会在常召开

谢华珍

天阶星灿有东坡，
千载光芒永不磨。
今日群英藤馆聚，
大江东去共讴歌。

沁园春·千载文豪终常州

滕效贤

文笔生辉，古运悠悠，无匹常州。
望仰苏阁耸，舣舟亭古，子瞻像

伟，园景深幽。
孙馆藤花，海棠修竹，境与当初

相似留。
情思切，数论文纪念，堪胜时俦。
诗词启迪春秋。喜结社骚人岁岁

讴。
创舣舟诗社，东坡研会，子瞻书

画，苏轼文楼。
班设黉宫，吟哦老壮，不负文豪

终常州。

胸犹奋，学品高困厄，自在心头。
（注：研会，常州苏东坡研究会。

文楼，指东坡书院。）

参观苏东坡纪念馆

王虎英

楠木栋梁聚五星，
携来四海汲泉瓶。
东坡遥载香诗至，
古井争观凤尾森。
迟放海棠龙爪青，
栏杆拍遍眷君馨。
乡愁唯种金镶玉，
洗砚池波映竹庭。

谒藤花旧馆

宋英余

南荒海外有谁陪？
斗转星移命几回。
万里江山忠宦去，
千秋功业谪居堆。
异乡风土鸿孤夜，
旧馆藤花酒一杯。
洗砚池波春又绿，
坡仙诗笔出琼瑰。

惜红衣·苏公二十三届学术
研讨会召开兼怀东坡先生

唐水龙

雨落琼崖，狂风迸瀑，物灵争逐。
寂寂山林，纷纷瘴殃伏。时艰历历，琴
抚处、惟存青竹。藤屋。斜月抹辉，食
还忧无肉。

霜天行宿。残烛光微，衾禂叹身
独。谁知僻野放牧。志何蓄。一梦入
随乡思，万里尽怀家国。仰星空文曲，
豪气壮飞今续。

赞颂东坡诗词选送

陈 弼

於潜僧绿筠轩·不可居无竹
（黄鹓《试篆存稿》，满清道光

二十七年求是斋钤本，美国哈佛
大学汉和图书馆藏，徐曦供图）

后赤壁赋·山高月小，水落石出
（黄鹓《试篆存稿》，满清道光

二十七年求是斋钤本，美国哈佛
大学汉和图书馆藏，徐曦供图）

清凉寺最早为北宋英宗治平元年
（1064），毗陵人胡宿任枢密使（副宰
相）请额建造的“报恩感慈禅院”，简称

“报恩寺”。宋哲宗元祐年（1088），胡
宿的侄儿胡宗愈请求皇帝恩准，将报
恩寺作为胡氏坟寺，之后寺内建起“胡
文恭祠”以祀胡宿。胡宗愈跟苏轼是
世交，胡比苏大七岁，两人常诗酒唱
和。宗愈的侄儿胡仁修，还成了苏轼
的胞弟苏辙的乘龙快婿。苏轼中年两
次乞居常州，晚年终老常州，是他的无
悔选择。

北宋年间的报恩寺初建时就“人
咸信尚”，闻名遐迩。据清道光《武进
阳湖合志》载：“报恩寺在北宋年间名
公亦多敬礼。东坡寓常，曾多次游寺，
在壁上题诗殆遍”，与长老谈佛论经，
抵足而眠。《赠常州报恩寺长老》诗二
首，更足见一代文豪与一座名刹之间
的深情厚谊。

后来宋徽宗用蔡京做宰相，苏轼
卷入“奸党”祸，朝廷下诏查毁他的墨
迹石刻。清凉寺僧人巧妙地用厚纸糊
壁，再涂漆覆盖，以保全东坡先生手
记。三十年后，宋高宗为苏轼平反，

“诏求墨迹，时僧人死久矣。一老头陀
知之以告，郡守除去漆纸，字迹宛然”。

在民间寺庙竟有人置生死于度外，
保护先生的一笔一画，真可谓是一个真
文人的真幸运！

赠常州报恩寺长老（二首）
一

碧玉碗盛红玛瑙，井花水养石菖蒲。
也知法供无穷尽，试问禅师得饱无？

二
荐福老怀真巧便，净慈两本更尖新。
凭师为作铁门限，准备人间请话人。

“碧玉碗盛红玛瑙，井花水养石菖
蒲”两句既形容报恩寺院的清净安宁，也
寓意僧侣生活的清贫艰难，而善男信女
们修禅求法的心愿十分强烈，长老禅师
们讲经说法的辛劳一定无穷无尽。真担
心他们能不能先填饱肚子，再承担如此
繁重的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试问禅师
得饱无”一问，正体现了苏轼对安贫乐道
的僧人们的体恤和关心。难怪报恩寺的
僧人会冒死保全苏轼的一笔一画。

第二首首句里的“荐福老怀”是指荐
福禅院的义怀和尚。历代僧传、灯谱里
多有关于义怀的事迹记载，《禅林僧宝
传》中说：“禅师名义怀，生陈氏；温州乐
清人也。世以渔为业。母梦星殒于屋除
而光照户，已而娠。及生，尤多吉祥。儿
稚，坐父船尾；渔得鱼付怀，怀不思串之，

私投江中。父怒笞诟，甘甜之，不以介
意。”“荐福老怀真巧便”这句诗，恐怕就
是苏轼对义怀和尚放生之举的点赞。

第二首次句里的“净慈两本”就是义
怀和尚的徒弟、杭州净慈寺的圆照本禅
师。《禅林僧宝传》里记载：“圆照禅师讳
宗本。出于管氏，常州无锡人也。性子
直，少缘饰；貌丰硕，言无枝叶。年十九，
师事苏州承天永安道升。方道价重，丛
林归之者如云。本弊衣垢面，操井臼、典
炊灶以供给之，夜则入室参道。升曰：

‘头陀荷众良苦，亦疲劳乎？’对曰：‘若舍
一法，不名满足菩提。实欲此生身证，其
敢言劳？’升阴奇之。又十年，剃发受
具。服勤三年，乃辞升。游方遍参。初
至池州景德，谒义怀禅师。言下契悟，众
未有知者。尝为侍者而喜寝，鼻息齁
齁。闻者厌之。言于怀。怀笑曰：此子
吾家精进幢也。汝辈他日当依赖之，无
多谈。众乃惊。”——在义怀大师看来，
他日，自己的徒弟宗本，一定会“青出于
蓝而胜于蓝”，所以苏轼也异口同声地赞
叹“净慈两本更尖新”。

苏轼站在报恩寺的山门外遥望东南
一里处的荐福禅院，于是想起“老怀”和

“两本”这两位高僧大德，还只是类比式
的兴起。与报恩寺长老多次“读佛论

经，抵足而眠”，他觉得报恩寺长老的道
行毫不逊色于义怀师徒二人，“人间请
话人”一定会络绎不绝，纷至沓来，赶快
用铁皮将山寺的木门槛裹上（“铁门
限”）吧！

苏轼这一笔幽默，确实妙趣横生；它
既不露声色地吹捧了佛界知己一番，又
形象生动地为我寺书写了一则“广而告
之”。我寺也一直奉苏轼题写的《赠常州
报恩寺长老（二首）》为无比珍贵的镇寺
之宝！（作者为常州市佛教协会会长，清
凉禅寺方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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赠常州报恩寺长老 叶鹏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