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洣水夕照。

大福大美大湘南

杨光荣

文明之山

一座山， 集万千宠爱

于一身， 密林深处掩映着

神秘繁茂的古老文明

寻访地 ： 祝融峰 方广寺 黄庭观

邺侯书院 南岳大庙

一个雪后初霁的早晨， 南岳区拜殿乡

幽深的原始次生林里铺满厚厚腐叶。 沿着

古道， 一不小心与一座古寺相遇。 “十方

紫盖寺”， 大门紧闭， 锁已生锈， 门口贴

着告示， 称寺内正在清修， 外人勿扰， 据

说有一位道长已在此辟谷三年。 站在紧闭

的寺门前， 这座并不高险的山岳， 使人感

受到神秘与庄重。

岳， 词典解释为 “高大的山”。 在古

代， “岳” 是天子用以巡狩四方、 彰显权

力的象征。 古时的衡山， 处于荆楚荒蛮之

地， 远离权力的中心， 五岳中有四岳分布

在黄淮流域， 唯南岳衡山居于长江之南，

这颇有些耐人寻味。

山不在高， 有仙则名。 南岳多云雾，

古人每以云深不知处 ， 为神仙之居住福

地。 在中国古代的神话传说中， 不能不提

到火神祝融 。 祝融是南方三苗部落的祖

先 ， 死后便葬于南岳衡山 ， 故南岳衡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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峰的最高峰就以祝融来命名 。 黄帝 、

炎帝、 舜、 禹等也均与这方山川结缘， 留

有许多遗迹 ， 逐渐形成南岳最早的 “福

寿” 文化。

其后， 南方为荆楚地， 神秘的越文化

和楚文化在此繁衍。 直至汉以后， 佛道二

教自北而南 ， 在此形成最重要的宗教文

化。

南岳之山不够高， 亦没有石头山的优

美线条， 然而有山皆翠， 四时皆绿， 是五

岳里植被最好的一岳， 成为修身参禅的天

然清静之所。 “深山藏古寺”， 苍莽衡山

中， 藏有十大禅寺、 八百道观。

道家最早进入南岳的传为东汉末期张道

陵，佛家文化进入南岳要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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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六祖慧

能在此倡导“不立文字，直指人心”顿悟成佛

的悟道法，开创了南派禅宗，南岳成为中国禅

宗的第二个摇篮。南岳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尚有儒家文化。 自古以来， 衡岳之地文气郁

郁，山上书院众多，成为文化人心中的圣地，

历代名流学者会集于此，流连忘返。这里留下

了李白、杜甫、韩愈等诗人的吟咏，回荡过朱

熹、王船山、魏源等先哲的足音。

南岳大庙里， 中间贡奉着火神祝融， 东

边是道教的八个宫观， 西边是佛教的八个寺

庙， 道观佛寺开门相见， 香火相通， 道士僧

人轮流值殿。 儒学、 玄学、 禅学共居一山，

互相渗透， 遂成就雍容包蕴的南岳文化。 南

岳渐渐成为周边几省乃至东南亚国家游客祈

福求寿的圣地。

斯文一脉

一些人，浸染了江山灵

气，开创了文采菁华的湖湘

学派，衡岳之地呈现出炽盛

浓烈的湖湘文化

寻访地： 石鼓书院 船山书院 湘西草堂

二贤祠

去往衡阳东洲岛， 需乘船。 下了渡船，

刚走了几级石阶， “船山书院” 几个大字便

陡然映入眼帘。 院内残垣断瓦， 门窗不齐，

瓦缝里漏下几缕天光。 然而从这清寂的建筑

里， 隐隐的读书声穿透时空。 这所书院纪念

的， 是衡阳的另一座 “高山” ———王船山。

“王船山是湖湘文化里一个集大成者。

以王船山为中点上溯下延， 便可找出衡阳在

湖湘大地的文化坐标———湖湘学派的摇篮，

湖湘文化的重要发源地。” 对衡阳文化如数

家珍的衡阳市副市长谢宏治说。

“吾道南来， 原是濂溪一脉。” 湖湘文

化长河的滥觞， 始于爱莲的周敦颐。 这位宋

明理学开山鼻祖， 自幼习于衡阳莲湖书院，

西湖白莲盛景， 是最早植入 《爱莲说》 中的

一棵幼芽。

真正开创湖湘学派的， 是胡安国、 胡宏

父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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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胡氏父子正式在衡山山麓

落脚， 开始著书立说、 开门授徒， 其生徒中

就有后来的理学大师张栻。 湖湘学派由此发

端， 一个庞大且源远流长的文化体系———湖

湘文化孕育出了雏形。 之后数年中， 朱熹、

张栻、 王阳明等人均在衡阳或游历或讲学，

留下了文化的足迹。 文明的风， 随着这些远

游而来的先哲， 吹落到了衡阳盆地上。 此地

文风蔚然， 书院遍布， 最盛时有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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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书

院， 其中最为有名的， 是宋兴之初的石鼓书

院， 以及南岳衡山邺侯书院、 耒阳杜陵书院

等。 后世曾国藩曾感叹： “天下之书院， 楚

为盛； 楚之书院， 衡为盛”。

明末清初，衡阳本籍人士王船山，将湖湘

文化推到了一个新的高峰，而他自己，也成了

一座令人高山仰止的人文高峰。 谭嗣同说：

“五百年来学者，真通天人之故者，船山一人

而已。 ”后人不仅景仰其文章，更折服于他的

气节， 清兵入关后， 这位前明的遗民每次外

出，都擎一把雨伞，脚穿雨屐，以示不戴清朝

天、不踏清朝地，他还亲自带兵狙击清兵。

有锦绣华彩的文章， 还有匡济天下的血

性， 既能居庙堂之高， 又能处江湖之远， 衡

岳之地就是以这样的气度与情怀， 接通着北

来的文明， 融合了当地的文化， 确立了经世

致用、 刚健有为的价值取向， 造就了有湖湘

文化精神和特点的各路 “湘军 ”。 被誉为

“近代人文之光” 的船山书院， 一代伟人毛

泽东、 帝王之师的杨度、 公羊学说泰斗王闿

运等都曾在此留下足迹。

血性之城

一所城，在湖湘精神的

浸染下，矗立为不屈的血性

丰碑

寻访地： 忠烈祠、 陆家新屋、 岳屏山

在衡阳保卫战纪念馆陆家新屋里， 陈列

着一个布满弹孔的军用水壶。 静心凝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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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前惨烈的战争， 透过弹孔呼啸而来。

衡阳区位险要，历来是通衢要道，战乱频

频，尚武传统自古有之。 “楚虽三户，亡秦必

楚。 ”在湖湘文化浸染下的这一脉血气，源自

远古，承接于船山，孕育了湘军水师。 曾国藩

便曾于衡阳演武坪和石鼓咀演练出了湘军劲

旅。中兴将帅彭玉麟祖籍衡阳，曾就读于石鼓

书院，治军严明、胆略过人、极富血性。衡阳僧

道也不落人后，抗战时期，南岳全山僧道在祝

圣寺成立南岳佛道救难协会， 周恩来曾为他

们题写“上马杀贼，下马学佛”。

就是这样一个亦文亦武的城市， 在抗战

历史上， 成为日军打通大陆线的路途中碰到

的最大劲敌。 衡阳保卫战发生在抗日战争后

期，

1944

年

6

月， 陷入困境的日军， 集结

全部残余精锐， 自河南、 湖北， 一路横入湖

南， 直指衡阳， 计划

7

日之内打通湘桂线直

抵滇缅。

6

月

23

日， 衡阳保卫战打响。 一万余

衡阳守军和衡阳人民奋起抗敌， 阻击近

12

万日军， 在没有任何重武器的情况下， 激战

47

昼夜， 杀敌三万余， 拖住了日军在华侵

略的脚步， 为抗战最后胜利作出了重大贡

献。 在英勇的战斗中， 国民党第十军几乎全

军覆没， 抢挖工事、 运送弹药的衡阳民工牺

牲

3000

余人。

此战过后， 当时的国民政府特授予衡阳

城为全国唯一的 “抗战纪念城”。 至今在衡

阳市区岳屏公园的岳屏山顶， 还有抗战纪念

城的石碑耸立， 彰显着这座城市不屈的灵

魂。 而在衡山的半山腰， 为纪念抗战阵亡国

军将士而修建的 “忠烈祠”， 仍在静静地守

护着英烈忠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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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前的这场孤城保卫战， 几乎使

这座千年古城夷为平地， 传说当时全城只剩

下 “三栋半” 房屋。 如今硝烟早已散去， 岁

末宁静安详的衡阳城， 前来朝圣祈福的游人

与当地居民， 在当年血与火的战场里， 安享

冬日阳光。

这就是衡阳， 儒道释共居一山， 文与武

微妙结合， 千古文章和铮铮铁骨一道呈现。

湖湘文化蕴涵的兼容并蓄、 雍容大度、 经世

致用等应有之义， 在衡山湘水间豁然开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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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江之滨，衡山之南，山川毓秀，

千年湖湘文化在此生长。

岁末，到衡岳祈福求寿，分享文化

荣光，浸染江山灵气。

山川有

本报记者 周月桂

胡劲波

武广高铁在衡阳市有三站， 三站都有

绝妙景点，值得您仔细品味。

第一站 衡山

来到耸立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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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山峰的南岳衡山脚

下，“祝融峰之高， 藏经殿之秀， 方广寺之

深，磨镜台之幽，水帘洞之奇，大禹碑之古，

南岳庙之雄，会仙桥之险”为“南岳八绝”。

衡山处处是茂林修竹， 终年翠绿； 奇花异

草，四时飘香，自然景色十分秀丽，无愧其

“南岳独秀”的美称。同时，南岳也是我国著

名的宗教圣地，有寺、庙、庵、观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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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

处。 其中位于南岳古镇的南岳大庙更是闻

名遐迩，数百年来，庙宇四周古木苍翠，寺

内香烟缭绕，木鱼钟磬之声，不绝于耳。 此

外云雾茶、观音笋、广柑、蜜橘、猕猴桃、雁

鹅菌等特产也是出自衡山之中。

第二站 衡阳

衡阳地处南岳衡山之南， 因山南水北

为 “阳”， 故得此名。 市区著名景点有回雁

峰景区， 石鼓书院等。 回雁峰景区是集锦式

的古典园林， 这里有衡阳市城标雁雕、 千年

古刹雁峰寺、 衡阳古八景之冠雁峰烟雨、 潇

湘八景之一平沙落雁、 衡阳标志性建筑回雁

阁、 王夫之纪念地船山故地等。 石鼓书院是

我国四大书院之首， 是湖湘文化的重要发祥

地， 在我国书院史、 教育史、 文化史上享有

极高的地位， 现在的石鼓书院主要是由禹碑

亭、 武侯祠、 李忠节公祠 、 大观楼 、 合江

亭、 朱陵洞组成。

第三站 耒阳

耒阳是我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造纸术发

明人蔡伦的故乡， 在这里你能感受到深藏了

众多的蔡伦元素。蔡侯祠几经兴废，现存建筑

为清代重修，古朴典雅。 此外，蔡伦竹海旅游

风景区位于耒阳市耒水风光带上游 ， 覆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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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个大小山头，近

15

万亩竹林，为我国

最大的连片竹海，素有“亚洲大竹海”之称，竹

类生态景观浓郁。

这是大湘南， 一块由山水与文化共同组

合而成的大福大美之地。

大湘南， 是山水之福地。 穿行大湘南，

只见植物茂盛生长， 山川田野常年翠绿。 这

里有充足阳光和雨水， 年年丰收在望。 不管

多么郁闷的心， 烦躁的心， 到了大湘南就立

即明媚起来， 快乐起来。 走进衡阳， 只见南

岳衡山独秀， 在湘江边矗立呈飞翔之势， 千

年钟声在山间回荡 ， 庙宇道观香火绵延千

年， 祈福南岳， 放松心灵， 休憩心灵； 走进

永州， 如走进秀美画廊， 九嶷山、 阳明山、

舜皇山、 千家峒， 巍峨险峻， 葱郁秀美； 走

进福城郴州， 东江水暖， 温泉生烟， 沐浴郴

州， 其乐融融。

大湘南， 是文化之福地。 山水风物蕴藏

着深厚文化气息， 游历大湘南， 印证文化带

给我们心灵的感动： 耒阳青翠竹海， 应给予

蔡伦造纸的最初灵感 ； 濂溪故里道县的月

岩、 荷塘， 是周敦颐太极思想和千古名篇

《爱莲说》 之现场； 永州柳子庙旁清澈溪流，

如流淌着的柳宗元奇妙诗文之源泉； 江南最

大露天碑林浯溪碑林， 承载流传着中国千年

书法艺术……

大湘南， 是旅游之福地。 这里是湖南旅

游对接粤港澳城市群的关键通道和旅游目的

地。 大湘南公路四通八达， 水路纵横南北，

特别是

12

月

26

日开通的武广高速铁路， 将

每年为湖南带来上千万的客流， 为湖南旅游

加速发展提供了快车道。 武广高速在大湘南

有郴州、 耒阳、 衡阳、 衡山四站， 迎接着海

内外客人的到来。

大湘南是一首歌， 值得你去吟唱。

大湘南是一幅画， 值得你去欣赏。

大湘南更是一部书， 值得你去品读。

山美水美锦绣地， 福天福地大湘南。 大

湘南， 湖南旅游的又一块宝地。 在

2010

年

即将到来之际 ， 我愿借湖南日报 《湖南印

象·旅游副刊》 这个平台， 向海内外的朋友

真诚地邀请———

欢迎你来湖南！ 欢迎来感受大福大美大

湘南！

(

作者系湖南省旅游局局长）

·旅 游 副 刊

２００9

年

12

月

31

日 星期四

8

乘武广高铁 游福地衡阳

石鼓书院。

南岳牌坊。 本报记者 郭立亮 摄

南

岳

雪

景

阿

诺

摄

衡阳

福地大湘南

之

蔡伦竹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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