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古宅、 古桥、 古道、 古树、 非遗， 构成古村落
的独特韵味。 深秋时节， 我们慕名来到被列入首批
浙江省级传统村落和第四批中国传统村落名录的港
廊古村落。 感知古村落传统文化魅力， 尽赏江南水
乡唯美的景色。

位于浙江省湖州市南浔区旧馆街道西部的港廊
古村落， 是由港胡村和新兴港村两村的合称。 徜徉
其中， 小桥流水老树、 古街老宅巷道、 斑驳的砖
墙、 蜿蜒的石板路、 古朴的石拱桥， 充满了诗情画
意。

“依依堤边柳， 泛泛水中舟。 舟行无远近， 柳
影不随流。” 一条温婉如玉的港廊河， 由东向西沿
村而过， 流淌千年依旧满载故事。 两岸房屋傍水而
建， 从村东的夏家桥， 经沈四桥、 毓秀桥到达村
西， 户户粉墙黛瓦， 家家港廊相连。 以港廊河为
界， 南岸为港胡村， 北岸为新兴港村。 港胡村历史
悠久， 可追溯至明代朱元璋时期。 湖州是江南水
乡， 在开通公路之前漫长一个时期内， 人们出行主
要以行船为主。 早期这条河是湖州通往苏州、 杭
州、 嘉兴等众多航路的必经之地， 水运十分兴旺。
新兴港之名最早出现在清康熙十二年刻印的 《乌程
县图》 中， 而在此之前， 新兴港也曾叫做 “店埭”，
意思是 “店铺集聚”。 在水路运输时代， 湖州来往
于苏、 锡、 杭、 嘉等地的航船， 都要在港廊停靠歇
脚或吃饭， 故而这一带茶馆、 酒肆、 杂货铺、 理发
店等服务行业非常兴旺。 南北两岸商铺林立， 河道
里舟楫相连， 街市热闹非凡， 可以说是一个四乡八
里、 颇具规模的水乡商贸中心。

沿河两岸均是拱门套拱门廊檐建筑， 蜿蜒约两
公里， 又称 “港廊”。 小桥流水， 青砖黛瓦、 斑驳
的木廊檐， 凸现着古朴韵味， 蕴含着旧时风情。 因
河成市、 依水成街， 至今保存着大量古代民居建
筑， 是浙北地区最长的古村落。 随着时代进步， 陆
路交通运输的兴起， 港廊古村落也慢慢沉寂， 留下
了原汁原味的江南水乡村落。

一条港廊河， 划分出南北岸不同风貌。 南岸呈
现典型的明清风格， 拥有100余幢古建筑， 西起分
别为莘家门、 张家门、 郑家门和汤家门。 它们鳞次
栉比， 讲述着古村深厚的历史底蕴。 而如今的北岸
更像是特色文化街区， 在保留古韵的基础上， 建起
了现代化的艺术工作室和文创产业群。 已经落地摄
影基地、 集成美屋露营地、 田里咖吧、 好酒不见酒
庄等新经济、 新业态， 提供就业岗位100余个， 为
青年创新创业搭建了新平台。

据 《吴兴地方志》 记载， 在清朝乾隆年间， 港
胡村汤家门曾出过一名武功超群、 金榜题名的武解
元———汤御龙。 汤御龙自幼受家庭因素影响， 精通
医术、 武术。 在乾隆二十一年的科举考试中， 以非
凡的武功和 “百步穿杨” 的箭术而一鸣惊人。 汤家

门的 “解元厅” 也由此远近闻名， 在今天的港廊古
村落依然能够找到当年汤家祠堂的遗迹， 为了让更
多人了解古村的历史， 包括汤家的解元厅在内的一
系列古遗址正在进一步修复当中。

漫步古村落， 整齐的驳岸， 临河的美人靠， 水
榭连廊， 以及水里惊起的一阵微澜， 都让人感受到
一份安宁。 古朴温婉的毓秀桥、 庆安桥、 夏家桥等
三座古石桥横卧在港廊河上， 连接两岸交通， 横跨
南北的古桥上 ， 记录了古村落曾经的繁华过往 。
伫立桥头， 一幅小桥流水人家的江南美景尽收眼
底。

近年来美丽乡村建设， 充分保护利用古村落历
史风貌， 对村内古建筑进行修缮和保护， 港廊古村
落又焕发新的风采。 民俗文化让古村落留住了最美
乡愁。 在港廊古村落， 有一个麦秆画工作室， 朱军
民正在用麦秆来展示自己眼中的世界。 将业余爱好
坚守20余年， 变成了一项地方特色， 他不断创新，
点 “麦” 成金。 作品曾多次在上海、 宁波等地参
展， 并走出国门， 深受外国友人的喜爱。 在港廊，
还有徐剑平美术馆、 朱大醉美术馆、 根雕艺术展
示， 让港廊充满了文艺气息。 如今的港廊古村落，
虽然不再是繁闹的集市码头， 但却成为包容创新的
新兴舞台， 更多的创意可以在这里落地生根。

一路走来， 我们感受港廊古村落南北两岸的风
光， 触摸着古村落的前世今生， 感慨岁月的印记不
曾斑驳。 江南水乡的清丽风光与灿烂悠久的人文内
涵相映成趣， 既古老又生机焕发， 成为周边市民短
途休闲旅游的好去处。

本版邮箱： zhoumolvyou@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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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情依旧 古韵引客
□林国强

■周末推荐

“玲珑塔， 塔玲珑， 玲珑宝塔， 到顶十三层。 十
三张高桌五十二条腿， 十三个和尚十三本经。 十三个
铙钹十三口磬， 十三个木了鱼子十三盏灯。 十三个金
铃， 五十二两， 风儿一刮响哗愣……” 这是经典绕口
令 《玲珑塔》 中的一段内容， 有人、 有物、 有声， 有
景、 有故事。

听过这段饶有情趣的 《玲珑塔》， 突然想去看看
真的玲珑塔， 那么， 玲珑塔在哪儿呢？ 从网上一搜，
才知道全国有多座玲珑塔， 它们建造时间各不相同，
有古时的， 也有现代的， 其中在北京海淀区八里庄玲
珑公园内就有一座玲珑塔， 它建于明代万历年间， 距
今已有四百多年历史， 它也叫慈寿塔、 永安万寿塔，
与北京的天宁寺塔并称 “姐妹塔”。

由玲珑东门入园， 阅读公园简介得知， 玲珑公园
的基址是明代的慈寿寺， 寺院始建于明朝1576年， 建
成于1578年， 是万历皇帝为母亲圣母慈圣皇太后祝寿
所建， 并赐名 “慈寿寺”。 《帝京景物略》 中记载，
“卜地阜成门外八里， 建寺焉。 寺成， 赐名慈寿， 敕
大学士张居正撰碑……寺坯圬丹漆， 与梵色界诸天，
与龙神鬼诸部争幻丽， 特许中外臣庶， 畏爱仰瞻。”

通过慈寿寺微缩景观可以看出， 当时的慈寿寺规
模宏大， 形制整齐， 依势而建， “上为山门天王殿，
左右列钟鼓楼， 内为永安寿塔， 中为延寿殿， 后为宁
安阁， 旁为伽蓝、 祖师、 大士、 地藏四殿， 缭以画廊
百楹。” 应当说， 慈寿寺是当时北京最辉煌的建筑群
落之一。 令人惋惜的是， 清光绪年间， 寺内着了一场
大火， 大小建筑几尽烧毁， 仅存一座永安万寿塔伫立
于此， 让后人感受那段逝去的历史。

玲珑公园面积不大， 但人气很旺， 每天很多市民
都在这里唱歌、 跳舞、 锻炼身体， 成为休闲娱乐的好
去处。 公园北部主要是自然山水， 其间山亭湖榭、 曲
径小溪。 往来亭古朴雄健， 东西两面开门， 笑迎八方
来客， 立柱镌刻楹联， “寺废塔存遗古韵， 水流鱼跃
颂新风” “新亭夕照留伊倩影， 古塔朝霞寄我诗情”。
中心有一小湖， 湖边叠石拙山， 杨柳依依， 湖中小桥
流水， 水生花卉， 曲水流觞， 野花浪漫。 公园最北端
还有一节火车头和铁轨， 听说是当年京门铁路的一小
段。

漫步南行， 在苍松岁柏、 百年银杏的掩映下， 一
座挺拔秀丽、 高耸入云的宝塔出现在眼前， 这就是永
安万寿塔， 也就是北京人常说的玲珑塔。 此塔为砖石
结构， 平面八角形， 高有五十多米， 实心密檐式， 塔
顶嵌一颗宝珠。 玲珑塔百样玲珑， 精美绝伦， 《帝京
景物略》 记载道， “永安寿塔， 塔十三级， 崔巍云
中。 四壁金刚， 振臂拳膂， 怒瞅据踏， 如有气叴叴，
如叱叱有声。”

绕塔环视， 塔上各种金刚力士、 菩萨飞天、 莲花
宝座、 笙箫琴瑟、 八宝、 仰莲的砖雕泥塑， 虽有的部
分脱落， 但从残存部分可以想象原先的惊艳， 有的气
宇轩昂， 有的顾盼神飞， 有的隽永飘逸， 有的凌空飞
天……微风四起， 檐角上悬挂的千枚风铃随风摇曳，
发出清脆悦耳的声响， 优美而动听， 仿佛一支穿越古
今的谐奏曲， “风铃响， 故人归， 我在等风起， 也在
等你回……”

古塔北边， 有一座鉴池， 波光粼粼， 古塔倒影，
树影婆娑， 仿佛用心印记曾经过往的京华烟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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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廊古村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