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日报记者 唐善理

看窗花，赏石雕；在九曲回廊中穿行，在龙
溪河边戏水，在村后山上拍照、写生……

9月21日，一群来自永州城区的湖南科技学
院的大学生，在祁阳县潘市镇龙溪村李家大院，
被古村优美的环境和精美的建筑深深迷醉。

秋日暖阳下，潇水河畔的永州之野，周家大
院、黄家大院、上甘棠古村、宝境古村、兰溪古村
等老院子、古村落，犹如一颗颗璀璨明珠，吸引
了一拨又一拨来自城里和远方的游客。

脚踏石板路，驻足古樟下，读门边对联，听
鸡鸣犬吠。一股股久违了的浓浓淡淡的乡愁，在
心中升腾、荡漾。

依山傍水，集群而居环境美

永州人习惯把集群而居的村落叫院子，把
古村落叫老院子。

永州古村落多，老院子多。
永州市文物处负责人彭维介绍说， 永州目

前有老院子500多个，保存完好的有50个。其中
被评为国家历史文化名村的有5个，被评为中国
传统村落的有8个，被列为全国文物保护单位的
有5个。这在全省都是最多的。老院子在永州市
的每个县区、每个乡镇都有分布。

彭维说，永州的老院子年代久远。唐代建村
的有江永县上甘棠村、宁远县下灌村。上甘棠是
一个有着1200多年历史的老院子， 是湖南省目
前为止发现的年代最为久远的古村落。 宋代建
村的有道县濂溪古村、 田广洞村、 新田龙家大
院。大多数老院子是建于明清时代。

永州老院子规模大， 村民人口最少有几百
人，最多的近万人，例如宁远县下灌村、礼仕湾
村。外人来到村里，如果没有村民带路，多数人
在村里转悠半天都转不出来。 住在一个村子里
的人，大都是同姓、同宗。

彭维介绍说， 永州老院子选址特别讲究
“风水”，注重人居环境。永州先民以崇尚自然、
合理利用自然的态度，择宜居之地，依山就势，
环水而居。村落的轮廓与所在的地形、山水等
自然风光达到高度的和谐统一，有着浓厚的传
统人文特色。

走进江华瑶山深处的宝镜村， 仿佛进入了
一个“世外桃源”。这里群峰环抱，绿树环合，绿
意盎然。之所以取名宝镜，是因为“村前有一塘
水清如镜，可食饮，又能灌田”。

宝镜村坐东朝西。村的正前面，近处是一
湾溪水，自南往北绕村而过；溪水源自村后的
岩洞，常年不断，清澈甘甜；远处，一排松树如
孔雀开屏。村后是两座堆翠叠绿的高山，两山
相接形似笔架，故名笔架山；另有数十座山峰
与笔架山相连， 好像一条自北往南腾飞的巨
龙。宝镜村正好处在“龙头”的位置。前面的山
溪呈“S”形走势，像太极图中阴阳两极的交界
线，村中的明远楼和响泉泉口就如太极图的两

“眼”，风景绝佳。村庄右侧长着百余株古枫，树
围多在二三米以上， 树龄则有四五百年之久。
枯藤倒挂，蜂蝶飞舞。

上甘棠古村位于江永夏层铺镇。 村前环绕
清澈的谢沐河，村后是逶迤远去的屏峰山脉，村

西南面是一大片肥沃的良田。 独具特色的山水
田园景观，构成了一幅青山、绿水、小桥、人家的
美丽画卷。

在道县龙头岭村， 记者见到了年过花甲的
原永州市文联主席胡功田。 从小生长在这个明
清时代古村里的他，离家读大学、工作，从没有
忘记老院子的山山水水， 和年少时在山乡的美
好时光。无论再忙，每年都要回老家走几趟。特
别是过年，胡功田说：“只有回到老院子里，那才
是真正的过年！老院子的青砖绿瓦、青山绿水，
能让我的心更平静。老院子感觉真的很美。”

布局讲究，雕梁画栋建造精

谈到永州老院子的结构布局， 永州古建筑
学专家雷建林， 对永州先民在老院子结构布局
上呈现的儒道互补理念赞叹有加。

雷建林说，儒家注重人伦关系、行为规范，
崇尚等级名分、讲求礼乐教化、兼济天下，道家
注重天人和谐，崇尚虚静恬淡、讲求清静无为。
儒道思想在永州老院子的结构布局中得到了完
美结合，既有森严、凝重的对称式布局，也有灵
活、灵巧的自由式组合，既有堂而皇之的富丽格
调，也有天趣盎然的淡雅风韵，呈现出多样的建
筑性格和美学品位。

胡功田每次回到龙头岭古村， 必须得去村
里的古祠堂走走、看看。胡功田说，那里有他童
年时的许多快乐。古祠堂目前虽然已破烂不堪，
其中的很多设施已不复存在， 但当年祠堂内的

热闹的戏台、神龛、祖宗牌位、“忠孝廉节”牌、墙
上的族规家训，以及儿时在祠堂内读书、玩耍，
大人在祠堂议事，举行婚、丧、喜、庆等红白喜事
的盛况，至今仍都清晰地记在脑中。

永州老院子大都建有祠堂。 祠堂是老院子
的轴，是老院子的“心”。

永州老院子的村民住宅大多以祠堂为中
心，纵向向后推进，横向向两侧延伸，形成平面
展开格局。同一院子，建筑风格及装饰相近。既
有共同的采光纳气、防火、防盗、排水体系，又相
互独立，形成各自小家庭的格局。

在零陵区富家桥镇周家大院， 记者见到了
现年70多岁的中国书法协会会员周衡光老人。
周衡光生长在周家大院，后读书外出新疆工作。
退休后又回乡定居。

周衡光介绍说， 周家大院是宋代理学鼻祖
周敦颐的后裔从道县迁入。500多年来， 周氏后
人恪守“一等人忠臣孝子，两件事读书耕田”祖
训，兴旺发达，发展到现在的700多人。

周衡光在外工作几十年， 每年都要回到生
长他的老院子走走看看。 他对先祖们在老院子
建设中显示出的高超技术赞不绝口。

最让周衡光推崇的是老院子的结构布局。
周衡光介绍说， 周家大院的建筑以正屋为中心
轴线，构成“丰”字形平面布局，井然有序。正、横
屋构筑的规格、品位可谓泾渭分明。比如，正屋
高大气派，庄重威严，宽敞舒适，为长辈居所；东
西两侧的横屋向中而立，相对低矮，递次减弱气
势，至最外一排横屋则显得有些简陋，依次安排

给分支晚辈以及仆佣们使用。 它的居家生活功
能非常齐全，一道道可随意开启的屏门，四通八
达的巷道、过道、游廊，将庞大的院落连成一体。

在双牌县理家坪乡坦田村岁圆楼， 精美的
石雕、木刻，让人叹为观止。大门门框皆有石刻
的楹联，字体遒劲有力。门、窗、墙上镂雕的石
狮、麒麟、龙凤、花卉等，惟妙惟肖，栩栩如生。屋
檐、横梁上的镂雕、浮雕图案，构思奇巧，极富装
饰性。 屋内还能见到何绍基亲笔题写对联的完
整的木雕床，全为镂空雕，做工精细，富丽堂皇。
耳门全部以条石作底，门框用优质青砖砌成。地
面用传统工艺技术浇注，坚硬光滑，平整如镜,色
彩艳丽。 室内靠天井边和室外地面全部用青石
平铺。院落对面有装饰华丽的壁照，壁上塑有彩
绘的“八仙过海”、“姜太公钓鱼”、“何仙姑登
天”、“女娲补天”等故事。

相处和睦，耕读传家村风好

9月20日，值逢星期天。在永州城工作20年
的龙亚芳， 又带着读高中的双胞胎女儿回到新
田龙家大院看望父母亲。

其实，她还有一看，看20年前天天看、天天
读的老院子的对联。

已有900多年历史的龙家大院，有“三厅九
井二十四巷四十八栋”，现存的“四十八栋”均为
存明清时建筑。每栋房屋的门柱上都刻有对联，
至今保存完好的仍有128幅。 对联或为木刻，或
为石刻，或书写在三合泥墙上，副副书写精美，

内容或描写当地风光，或教人训子，劝人行善积
德、尊老爱幼。

“尽孝尽忠光祖德，力耕力读振家声”；“诗
礼相传端本务， 耕桑以外不关心”；“悦亲戚情
话，盼庭柯怡颜”；“居同靖节先生宅，家衍零陵
太守风”，很多对联，她至今仍熟记于心。

诗礼传家、自给自足，让龙家大院近千年来
生生不息、繁衍兴旺。

位于潇水西岸的道县东门村， 是清朝著名
书法家何绍基的家乡。 东门村何氏从宋代搬迁
于此，多年来一直保持“诗书永祀馨香”，以耕读
传家。明清以来，村里先后出过24位进士。

何绍基的父亲何凌汉，幼孤，由兄嫂带大，
勤学苦读，考中进士。他的4个儿子也都刻苦读
书，在书法、诗文方面都卓有建树。

何绍基之后，东门村子弟人人识字，个个学
书，至今村里能书善书者众。

在宝镜村，村民热情、好客，淳朴、厚道。这得
益于何氏家族的崇奉重教育人、乐施好善、重德
守信的传统。从散见在宝镜古民居里的“积德延
龄”、“厚德载福”等题赠、匾刻等也可以得到印证。

宝镜村历来十分重视教育，“以农为本，读
书唯高”是何氏家族传统。他们在开地置田、种
田储粮的同时，强调“重教育人”。早在18世纪
末，村里就建立了4所学堂供子孙就学。并规定，
凡本族子弟不分贫富，只要能读书者，都由公田
租谷供读；对考学优秀的实行重奖。据《何氏族
谱》记载，清朝宝镜村共有才子40余名，其中进
士10名，贡生4名；清代江华共有30名进士，宝镜
村就占了三分之一。在这10名进士中，道光年间
的何育栗一家4代共出进士8人， 这在全省乃至
全国均属罕见。

乡愁是孩童时牵牛吃草的一脉青山， 乡愁
是夏日少小时嬉闹的一方绿水， 乡愁是夕阳里
炊烟袅袅的一片屋瓦， 乡愁是老百姓世代传承
的共同记忆。走进老院子，浓浓的乡愁让你“剪
不断，理还乱”。

深 读2015年9月28日 星期一10

责任编辑 刘凌 版式编辑 张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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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风古韵慰乡愁
———走进永州古村落

湖南日报记者 唐善理

永州职业技术学院张官妹教授， 是研究永
州古村10多年的专家， 足迹遍布永州大大小小
的老院子。近年来，出版、发表了《永州古村落》、
《千年文化古村上甘棠》 等多部专著和论文。谈
起永州老院子，张官妹格外兴奋。

张官妹认为，永州古村多，与永州厚重的历
史文化密切相关。 唐宋以来， 永州人即聚族而
居。永州古村文化是一种封闭的文化。在这有限
的空间里，世世代代生活在这里。三世同堂，甚
至四五世同堂。读书、耕田成为聚族而居的永州
人平生最重要事情。因此，自古以来，永州人爱
读书，会读书。据资料统计，湖南古代科举考试
中，唐宋时代湖湘进士永州人占了三分之二。读
书人多，做官者多，永州古代的经济活跃。在唐
以后的农耕时代， 永州的经济状况在湖南是靠
前的。同宗、同姓的聚族而居和活跃、发达的经
济是永州古村落兴旺繁荣的重要原因。

数百、上千年的文化积累，让老院子成为祖
先留给后人的一笔珍贵的不可再生的历史文化
遗产。老院子也成为了现代社会的稀有珍宝。

张官妹说，随着城镇化的加速推进和农村人
口的日益减少，永州古村正在走向衰败、没落。斜
阳危房，残巷烂陌，衰草披离，让人心生怜惜。

面对古村落古民居的迅速衰败， 我们应如
何应对？张官妹认为，对古村落古民居的保护，
首先必须坚持保护第一的原则， 要把保护古村
落、古民居建筑的完整性放在首位，要尽可能维
持原貌，就是修缮也要“修旧如旧”。古村落、古
民居建筑的唯一性、不可再生性和不可替代性，
决定了其文化、科学、教育的价值，超过了其他
任何价值。 其次就是在有效保护的基础上进行
合理利用。对古村落的保护、建设一定要按规律
办事， 切忌在开发和建设中造成不可补救的破
坏，决不可让古村落在开发中“死去”。要在重在
保护和修旧如旧的前提下， 让更多美丽的古村
落焕发出生机和活力。

让老院子焕发新活力
———张官妹教授谈古村落的保护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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