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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三
日
游

青岛三日 青岛极地海洋世界-黄岛万米金沙滩-日照 598元/人
日照+沂水三日 蝴蝶谷-萤火虫水洞-地下大峡谷-日照万米沙滩消暑新潮
流 698元/人
巨石山三日 激情皮筏漂流-铜陵永泉忆江南12景-巨石山玻璃栈道-篝火
晚会 598元/人
庐山三日 如琴湖-美庐别墅-庐山会议旧址-锦绣谷-冰川石漂流 498元/人
宁国三日 皖南川藏线-华东大裂谷-清凉龙泉洞-恩龙木屋村-青龙双河皮
筏漂流 528元/人

国
内
长
线

【云南】昆明+大理（洱海游船+花海+网红拍摄地）+丽
江+泸沽湖女儿国双飞一动六日游 4680元/人
【湖南】袁家界/天子山/金鞭溪/十里画廊/袁家寨子/天
门山双飞四日游 3380元/人
【东北】哈尔滨/雪人谷/尚志/亚布力/雪乡双飞5日游

3180元/人
【贵州】黄果树瀑布/荔波小七孔/大七孔/西江/双飞5
日游 3080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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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日
游

上海一日 海昌海洋公园
288元/人

南通一日 南通黄金沙滩 99元/人
常州一日 华东首座跨湖观瀑玻
璃桥·龙凤谷 网红玻璃桥

128元/人
安吉一日 浙北峡谷漂流

208元/人

二
日
游

横店二日 横店影视小镇 嬉水狂欢节 298元/人
象山二日 石浦渔港-中国渔村-海滨皇城沙滩-溪口老街-
激情皮筏漂流 458元/人
新昌二日 金龙玻璃滑道漂流-八级台阶瀑布-彩虹桥-天
烛仙境-七盘仙谷 398元/人
安吉二日 藏龙百瀑-天下银坑-大竹海-黄浦江源漂流

368元/人
浙西二日 浙西大峡谷-神龙川-双溪竹筏/皮筏漂流 368元/人

明代文学家、午梦堂主叶绍
袁的《甲行日注》记述明亡后，
他带领四个儿子出家流亡的艰难
生活，其中1646年4月18日出
走太湖的记述有“由简村出太
湖”一句话，这个“简村”引起
我的注意，是哪里呢？向人请教
之后，才知，这简村是南厍的古
称。可以确证的是，南厍作为一
个古村落存在至少有400年。

南厍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古
村，始终像迷一样缠绕在心头，
我决计前往一探。

由松陵大道向南至云龙路，
拐入一条乡村公路，继续向前几
分钟，便是南厍。

从公路向右拐入一条水泥小

路，两旁是参差不齐的房屋，像
一条深深的小巷，走了很久还没
到尽头，当小巷走完的时候，眼
前豁然开朗，一幅江南水乡小镇
的典型画面猝不及防地扑入眼
帘，顿有惊艳之喜。

眼前所见，由近及远，一条
东西向的小河把古村分成南北两
个街区，有几座古桥联通南北。

走上一座老式的石拱桥，但
见河水清清，能看得见水中的鱼
自由自在地游着，河的两边，是
较为规则的石驳岸，吴江乡镇市
河的石驳岸，大多成形于明清时
期，由此推测，南厍的石驳岸也
不会修筑得太晚。

南厍北街上的行人较多，房

屋的建筑式样是明清时期的风格，
比现代建筑来得矮小，路上的石板
断断续续，廊棚也是有一段没一段
的，零星地开着几家小店，卖水
果、蔬菜和烟糖百货的，倒是一应
俱全。走不上几步，看到一家面南
的茶馆，屋子已很陈旧了，摆着
四五张桌子，是那种老式的八仙
桌，凳子也是老式的木长凳，坐
着两三个茶客，看起来都有点年
纪了，捧着老式的茶杯在聊天。
我走进去，要了一壸茶，便有一
搭没一搭地跟他们聊起来，从他
们的话语中，我渐渐了解到南厍
的历史和传说。

传说，南厍港是太湖东南角的
一条卧龙，龙头朝西对着太湖，沿

途有十八条叉港像龙爪错落有致地
伸展到南厍的每个角落，为了防止
龙翻身对村民造成危害，在龙头修
筑城隍庙，在龙尾修筑东岳庙，在
龙身上造了许多桥，在龙爪上造了
很多庙，使龙安安稳稳地定居在南
厍，从而使南厍风调雨顺，百业兴
旺。这些庙现多已不存，即使个别
还在的，也早就另作他用了。

南厍紧靠太湖，物产丰富，除
了太湖水产外，最出名的是野鸭、
黄雀加狗肉，号称南厍三宝，现
在，已演变成酱鹅和风肉、腊鸡
（鹅） 加上野鸭被称为“南厍新
三宝”。在南厍老街和村口的公
路边上，还有几家餐馆，生意着
实好。

老人们告诉我，南厍早先有许
多古迹，如今能看的只有两座古
桥，西首有永宁桥，东边有聚龙
桥。聚龙桥初建于明万历五年
（1577），当时名为永隆桥，清康
熙二十八年 （1689） 重建，易为
今名，嘉庆二十四年 （1819） 又
重建，拱形单孔，南北走向，桥的
构件除柱石、桥面石、拱券锁石为
花岗岩外，其余均为青石。桥长
10米，矢高3米，跨度4.5米。桥
的东西两侧均镌刻着对联，东向联
为：“文澜高壮银河色，虹势遥迎
玉殿光”；西向联是：“安梁累世朝
金阙，凝秀千年映彩霞”。

好一个民风淳朴古意拳拳的古
村。

南厍行记
何笛

古湖塘路，西起湖州大钱溇
西火烧桥（浒梢桥）南的奉胜门
（霸王门），东至吴江八坼的练聚
桥，跨大钱溇至戗港（三十六溇
七十二港）和戗港以东至练聚桥
（震泽十八港），是沿太湖水岸线
横贯东西的陆路大塘，称湖塘或
湖塘路，简称塘路。湖塘路是塘
浦圩田的产物，为沟通浦与浦之
间的联系渐渐形成，方便人们聚
落在浦上构成村庄，成就浦为

“村河”“市河”。为了便于村与
村之间乡民的交流往来，逢水搭
桥，建桥筑路，世代相传，形成

“路”。其中沿太湖岸线的一条主
道（相当于今天的沿湖路、环湖
路），是历代官运、兵运、民
运、商运、宗教运作的主道，民
间亦称“官路”，叫湖塘路。

旧时对于湖塘路路基宽度的
保护（避免被百姓蚕食）是靠着
宗教的力量来进行的。那时一些
著名的大庙宇里，譬如吴溇的

“东嶽大庙”、庙港的“永定教
寺”，专门存放有一把尺子，谓
之“戒尺”，逢庙里举行“行乡
出圩 （现常写作会） ”，手持

“戒尺”的人走在队伍的最前端
以监测路宽，保证让菩萨、老爷
的銮驾畅行无阻。一般的百姓自
然不敢去顶撞神明，若有小于

“戒尺”长度的地方则必须拓

宽，成文，成规，成律。民间耕
作、立碑、造墓、建房、挖池都
以此为界。

由于太湖洪水冲垮岸滩，湖
塘路几经南移，数度变迁，才形
成今天湖塘路的形态。据央视纪
录片《溇港》介绍，湖塘路曾历
经三次发展高潮，一是西晋时北
方人口大迁徙，黄河流域人口大
批量南迁定居溇港，湖塘路上人
丁兴旺。二是南宋朝廷南迁杭
州，册封太湖南岸土地敕与功
臣，溇港作为漕粮重地，湖塘路
作为陆路粮道备受朝廷重视。三
是元末张士诚与朱元璋对峙，筑
湖城，开凿运粮河，挖土筑塘，
修建湖塘路。

湖塘路七都段西起薛埠溇东
止于赵家港，沿途共56条纵浦
（溇港）。自西向东，以行政村为
单位，经过吴溇村、望湖村、陆
港村、爃烂村、盛庄村、庙港
村、联强村、太浦闸村，沿途有
56座湖塘桥，清朝末年草庵港
塘桥毁后改成坝。有些地段湖塘
路自古有里塘、中塘、外塘之
分，外塘是“官道”，称主湖塘
（通常叫塘路）。里塘和中塘加横
塘共有各式的桥梁172座。河
多、桥多，典型桥乡，有“古桥
博物馆”之称。

湖塘路是联结溇溇港港的纽

带，把沿路的村落（集镇、村庄）
联结起来，构成溇港聚落间首尾相
接、鸡犬相闻的状态。七都段有
56个村落，曾经还是薛埠溇、吴
溇、叶港、亭子港、陆家港、更溇
港、庙港、大明港、环粮港、罗家
港等小集市的街道。湖塘路七都段
沿途携带209个村落，旧时曾有8
个亭子、50座庙（庵）、30座牌坊。

湖塘路拥有太湖远山近水天然
画卷，风光好，风水好。水乡何处
好，宜居在湖塘。据传早在春秋战
国时期范蠡就携西施泛舟太湖，隐
居湖塘，至今留下许多故事、美谈
和一条港名：蠡贤港。相传三国时
皇室在叶港湖塘路边建造了乔丞墓
和孙夫人墓（孙权家室墓）。唐朝
隐士陆龟蒙隐居陆家港湖塘路边的
养鹅浜留下了千古佳话，湖塘路上
的甫里桥镌刻着一副对联“万顷具
区留禹迹，陆家甫里忆唐贤”。明
代官至广东佥书的曹镤 （曹桐
丘），“善丹青，工书法，片纸只字
贵如拱璧《儒林六都志》”，在七
都画下了《湖山佳胜图》。历史上
有孙武、朱熹、韩世忠、盛章等名
人的后代定居在湖塘路上。近现
代孙本文、项怀诚、南怀瑾乐居
湖塘。湖塘路上的“五都十景”

“六都八景”和“桐丘八景”等，
成为旧时沿太湖观光带上的绝佳景
点。

从溇港看古湖塘路风景
孙菊林 姚阿江

农历八月十五是传统的中
秋佳节，这时恰好是一年秋季
的中期，故名中秋，又称月
夕、秋节、仲秋节、八月节、
拜月节或团圆节等。史籍记
载，“中秋”一词最早出现在
《周礼》一书中。文人学士在
中秋时节，对着天上皓月，观
赏祭拜寄托情怀，传到民
间，形成一个传统的活动，
直到唐朝初年，中秋节才成
为固定的节日。《唐书·太宗
记》 记载有“八月十五中秋
节”。盛行始于宋朝，至明清
时，已成为我国的主要节日之
一。

《洛中记闻》记载，唐僖
宗在中秋节吃月饼，感觉味道
极美，便命御膳房用红绫包裹
月饼赏赐给新科进士们。这可
能是我们能够看到的最早关于
月饼的记载。赏月来源于祭
月，严肃的祭祀变成了轻松的
欢娱，民间中秋赏月活动大概
开始于魏晋时期，到了唐代，

中秋赏月玩月颇为盛行。每逢
中秋之夜，人们仰望明月，闻
着阵阵桂香，遥想吴刚砍桂，
喝一杯桂花米酒，欢庆合家团
圆，已成为节日的享受。

宋代孟元老的《东京梦华
录》里描写过汴梁城中秋节盛
况：“中秋节前，诸店皆卖新
酒，重新结络门面彩楼花头，
画竿醉仙锦旆。市人争饮，至
午未间，家家无酒，拽下望
子。中秋夜，贵家结饰台榭，
民家争占酒楼玩月。丝篁鼎
沸，近内庭居民，夜深遥闻笙
竽之声，宛若云外，至于通
晓。”

正如辛弃疾词中的那句
“忆对中秋丹桂丛，花在杯
中，月在杯中”。中秋节礼永
不缺席的是那一杯酒。当我们
举起酒杯的时候，流淌其间的
不仅是文化的传承，还有人间
的温度。

（作者系苏州同里红酿酒股
份有限公司总经理）

花在杯中 月在杯中
乐军

经常逛水秀天地商场的朋
友会发现，在商场的南广场上，
最近出现了一个新的景观——
直径10米的大月亮。水秀天
地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这是
今年中秋节商场推出的新的打
卡点之一。记者在现场看到，
大月亮白天看已经很壮观了，
晚上看熠熠生辉，月亮旁边两
只巨大的兔子遥遥相望，吸引
了不少顾客拍照。

光有月亮和兔子是不是少
了点什么？没错，水秀天地现
在面向全城，招募“最美嫦娥
姐姐”！活动期间，与商场内
任意美陈合影，并上传系统参
与投票，即有机会成为“最美
嫦娥姐姐”。本次活动时间为
9月10日—20日，线上投票
系统于9月10日上线。

记者得知，主办方还为大
家准备了丰厚的奖品：第1名
可获得价值 12800 元水秀运

动俱乐部冲浪年卡1张；第2—
20名可获得价值1580元游乐
餐饮套票1份。活动期间，和水
秀天地任意美陈（美术陈列）合
影并发朋友圈，定位苏州湾水秀
天地，集赞满38送喜满客观影
券1张（每天限前30名），爱拍
照的你，不要错过这次机会哦。

另外，中秋节期间，水秀
天地还将推出各类节日活动回
馈顾客，9月12日—9月22日
期间，8.15元可抢购水秀天地
餐饮零售券（30—50元），在
苏浙徽、一炉一会等多家商户
使用。为营造节日氛围，水秀
天地还将打造“Green Life水
秀鲜花创意集市”，让市民在
家门口 感 受一场鲜 花的盛
宴 ，并现 场 开 设 插花体验
区、种栽体验区和花艺文创
产品体验区。给市民带来花
香的同时，也带来了健康时
尚的生活理念。

寻找“最美嫦娥姐姐”
——水秀天地中秋活动来袭

融媒记者 黄晓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