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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家不算地道临海人，爷爷奶奶

是江苏人，逃难来到临海，从我爸这代
起，才算是在临海扎了根。那个年代，物
质贫乏，爷爷还要从工资里扣除一部分
寄回江苏老家，接济父母弟妹，一家人到
了月底，总还是差了十块钱。但孩子们
永远都是苦中作乐的高手，2个大人4个
孩子，一家6口就挤在六角巷那十几平
方米的小屋里，睡的都是叠床。翻开草
席，底下都是密密麻麻黑虫子，姐弟四个
不但不怕，还拍得起劲，差点没把床板给
拍坏了，挨了我奶奶一顿骂，四个人光着
脚大眼瞪小眼贴着墙罚站，你看我我看
你没憋住笑出声来，又被我奶奶吼了一
声，这才消停下来。

天气好的时候，叫上隔壁邻居家的
孩子们，疯跑到城墙边上玩。手心手背，
最后一个就是找的人，挂着鼻涕的那个
小娃一个人也没找到，坐在城墙根上哭
了起来。躲起来的那些本来还有些得
意，这一看都把人家急哭了，怕回家挨大
人一顿“竹笋炒肉”，也顾不上输赢，纷纷
从各个角落里冒出来，牵着眼泪鼻涕一

大把的小弟，悻悻地回家了，心里盘算着
下次再也不带“小”孩子出来玩了，忒麻
烦。到了夏天，跟隔壁小毛头使个眼色，
趁家里大人不留神，甩开膀子往望江门
跑，跑到门楼下，稍稍休息，便撒欢儿地
跳下灵江游泳。遇到个倒霉蛋，挂在岸
上的衣服裤子都被人偷了去，只能低着
头带着湿漉漉的身子满大街横冲直撞跑
回家，一路上面红耳赤也顾不上别人笑
话，回家也还是躲不了一顿打。春天，残
墙断垣旁，长满了不知名的野花野草，扯
一把，扭一个草环，戴在头上，就是这山
坡的王，城墙上的花花草草连带着那些
砖瓦，都得听我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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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月是个神偷，不经意间，那个游泳

后光屁股跑回家的小男孩成家立业了，
有了一个女儿，就是我。我们从老城区
搬了出来，离古城墙就远了，我爸也不再
偷偷跑灵江游泳了，自然也没有再光屁
股跑回家的糗事。巧的是，我的小学就
在北固山下，依然和城墙每日相伴。那
个年代车不多人也不多，到了秋天，体育

课上老师偶尔带着我们去爬北固山。秋
天，梧桐树叶黄了，落在山坡上，踩上去
咔嚓咔嚓响。太阳照得山坡暖洋洋的，
躺在树荫底下，透过叶子的缝隙看湛蓝
湛蓝的天空，然后拿手掌遮住眼睛，掌心
热热的，连带着明明是闭着眼睛的我们，
仿佛也看到一片红。那时的我们时常站
在山顶那棵半边树下，猜猜它到底多大
啦，它那么高那么大，一定有一百岁啦。
有时我们也站在山顶，看着远处残存的
断壁，听老师讲述着从前的辉煌，我们笑
着问，老师见过吗？老师摇头叹息，生不
逢时啊。不久后的一天，老师突然和我
们说起了修复古城墙的计划，号召大家
捐款。我一字不落地听老师介绍起我们
的古城墙来，我们的城墙被中国古建筑
学泰斗罗哲文先生赞誉为北京八达岭等
处长城的“师范”和“蓝本”。在2000年
前的唐宋时期就已经有了，而后迭有修
葺，逐渐形成“九门”规制。当时的台州
太守钱暄加固城墙，将东城墙西移至东
湖之西，疏通东湖与灵江的水道，不仅解
除了内涝威胁，还增加了一道屏障。由
此，临海城墙的格局基本定型。几千年

来，古城墙不仅保护城内居民免受外敌
入侵，还肩负着防洪功能，为临海的发展
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听了这些，我的内心澎湃起伏，我们
的城墙在历史长河里经历几次重建与修
复，为保护临海人民免受洪涝灾害与外族
入侵，而今却只剩下这几里断墙，不禁让人
唏嘘。第二天，全班的小朋友不约而同的
为城墙修复拿出了自己的零花钱，为修复
台州古城墙，重现古城辉煌贡献了自己小
小的力量。如今回忆起当时，我仍然记得
当时激动的心情，从此，古城墙与我，又有
了一个不可分割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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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触屏幕，我在半边树下给女儿拍

了张照片，相机里的小女孩笑得那么开
心，一如这和煦的春风。放下手机那一
刻，我注视着那半边树，现在的它和我印
象里的相去甚远，印象里它好像那么高
不可攀，如今却似乎和其他的树没有太
大的区别，就像我的爸爸，也不似小时候
那么伟岸高大了。时光从一部分人那里
偷走了青春，却又注入到了另一部分人
那里，如果说青春与时间是结伴的永恒，
那么亲情的传承便永远是年轻、活泼、有
朝气。如今再去看半边树，可以从长城
上的城隍庙处转下，而现在的长城，已然
与我小时候的完全不同，台州府城墙成
为了临海乃至台州的一张文旅名片。

重新修缮后的长城一展往日雄姿，
东起揽胜门，以“雄镇东南”之态将东湖
美景尽收眼底，跨北固山山脊之势蜿蜒
逶迤至烟霞阁。古城墙两侧，绿树成荫，
古木参天，四季皆有不同风景。城墙与
山势融为一体，故时而平缓时而陡峭，不
知不觉间一江春水映入眼帘，这便是有
临海母亲河之称的灵江。我们的城墙既
有北方八达岭的壮美又蕴藏着江南水乡
的灵秀，恰似一位飒爽女将，既有着春天
般的温柔娴静又带着冬季似的肃然朔
气。春天，望江门外城墙下的樱花陆续
绽放，春风拂槛，樱花缓缓落下，像零落
的初雪，点缀着初春新绿的草坪。“落红

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这落樱
也只是化作另一种方式开始了新的轮
回。樱花树下不论男女老少，脸上都洋
溢着幸福的笑容，真是应了那句“春风十
里不如你”的诗意。冬天，梅园里各色梅
花竞相开放，披着轻薄的日光，绽放出一
身傲骨与正气，驱散冬日的寒。“宝剑锋
自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若没有这
三九严寒，自然也赏不到这暗香浮动。
站在城墙上，俯仰天地间，方能领悟自然
之伟大，人类之渺小。回首望，又见矫若
巨龙般的城墙盘山而踞，古人的智慧与
勤勉更令今人动容，也正是因为如此，临
海市提出了“千年台州府，满街文化人”
的口号，城墙更是成了临海人的文明之
根，气节所在。

过去的几千年里，是古城墙守护着
我们，而今，换我们去保护古城墙。在高
速发展的新时代里，新一代临海人将踏
准新时代的节奏，用自己的青春与奋斗，
谱写古城新篇章，共筑古城新梦想，再创
古城新辉煌！

临海尤溪周氏先祖世居山右，与
周敦颐同宗共系，因宋初周卿任平阳
县尉，后避乱于指岩（又名峙岩、紫
岩）山下，到周仁荣前后，指岩周氏代
有名贤，道学之流风一时为盛，俨然

“台之巨族”。周仁荣是当时江南名
儒，其父周敬孙是著名经学家，深得
朱子理学奥旨。其弟周仔肩是元朝
开科取士后的前几批进士，一位教学
与为官都非常出色的能员，也是鄞县
历史上几百年一出的廉吏。周仁荣
的养子泰不华，高中状元，是著名的
政治家、文学家，累官至礼部尚书，被
封为魏国公。周仁荣的侄辈兼学生
周润祖是著名隐士、教育家。临海周
家一族的理学成就及事迹成了中国
周氏文化史上的千古佳话，其家学之
深厚可谓“源深流长，溢而不竭”。

周仁荣的父亲周敬孙，字子高，
宋末元初临海人。出生于绍定六年
（1233）间，才六个月，其父周顒便去
逝。邻里都劝其母、年仅二十岁的李
氏改嫁，但李氏为了周氏一脉，毅然
孀居四十年如一日，以教养子孙为
务，选择最好的老师教育周敬孙，而
且“晨窗暮膏，躬自课诵”。

在李氏的教育下，周敬孙很争
气，后来终于学有所成，咸淳四年
（1268）夏 ，补 国 学 弟 子 员 ，为 太 学
生。可惜不久，元人入侵，风雨飘摇
的南宋灭亡，江南文人群体遭受国破
家亡之痛，“眼看宋页将移晋，惆怅先
生避世心”，隐逸乡野成了大部分士
人的选择。周敬孙也成了心灵无依
的南宋遗民，而且是元代身份最低的

“南人”。他看破世道纷乱，不苟于游
牧民族尚武轻文的思想观念，尤其是
作为南宋最后一位太后谢道清的家
乡人，更难以忍受降元之殇，因而伤
悼故国、疏离新朝，以不肯仕元的人
文志节退出政治舞台，隐居家乡，著

书育人。
周敬孙是颇有名望的经学家，这

源于他所接受的良好经学教育。他
年少居乡求学时，就读台州最为著名
的书院上蔡书院。该书院于南宋景
定三年（1262）由台州知州王华甫（新
昌人）创建，原址在风光秀丽的东
湖。相传，朱熹曾在此讲学授业，所
以 东 湖 又 素 被 称 为“ 朱 子 传 经 之
地”。书院取名上蔡，是为纪念南宋
著名理学家谢良佐（1050—1103）。

谢良佐，字显道，蔡州上蔡（今河
南上蔡）人，受业于北宋思想家、理学
奠基者“二程”（程颢、程颐），为“程门
四先生”（也称“程门四大弟子”，指谢
良佐、游酢、吕大临、杨时）之一。他
创立了理学的“上蔡学派”，后人尊称
为“上蔡先生”或“谢上蔡”。

台州知州赵景纬上任后，向朝廷
举荐，邀请号称金华学派“北山四先
生”（何基、王柏、金履祥、许谦）之一
的王柏任书院山长（历代对书院讲学
者的称谓，为书院院长）。宋元时期
的朱子学，以“北山四先生”最为纯
粹，是朱学的正宗和嫡脉。而金华人
王柏是“北山学派”第二代中坚，宋元
之际朱学传播的重要桥梁。因此，周
敬孙在上蔡书院学到的是金华一派
的朱学思想。

在王柏的悉心教育下，周敬孙与
杨珏、陈天瑞、车若水、黄超然、朱致
中、薛松年等台州学子，一同精研朱
子性理之学，成为浙东学派的重要一
脉。他们“得朱子再传之学”，成了名
重一时的士林俊彦，其中车若水、黄
超然还被列入“宋代台州十大儒”，周
敬孙也成为元明时期台州最著名的
理学家之一。他得王柏的奥旨，后来
继承老师的衣钵，在宋亡之后任教于
上蔡书院，为台州儒学发展作出不可
磨灭的贡献。

周敬孙“受性理之旨”，著作有
《易象占》《尚书补遗》《春秋类例》，可
惜都已佚而不传，但他的名字却踏踏
实实地镌刻在《儒林宗派》中，成为元
代理学史上的名儒。朱彜尊《经义
考》云：“以例说春秋，自汉儒始，曰牒
例，郑众、刘实也；曰谥例，何休也；曰
释例，颍容、杜预也；曰条例，荀爽、刘
陶、崔恩也……曰类例，石公孺、周敬
孙也……”石公孺，指章安石墪的祖
父石公孺，字长孺，对《春秋》学颇有
研究，参知政事谢克家礼为国士。周
敬孙对《春秋》的研究已自成特色，而
他的易学研究也具有一定地位，台湾
徐芹庭的《易经源流：中国易经学史》
中谈到元代之易学时说：“元代于程
朱易学盛行之际，而提倡易之象数者
如吴澄、陈润……周敬孙等亦不失汉
易之遗裔。”

深厚的儒学修养，为周敬孙的人
生打上了浓重的儒学印记，也为周家
子孙的成长奠定了厚重的家学渊源，
周敬孙对他的两个儿子以及养子都
寄予了厚望。周仁荣，语出《孟子·公
孙丑章句上》，孟子曰：“仁则荣，不仁
则辱。”又曰：“仁，人心也。”孟子的性
善论强调仁出自本心，所以陆九渊有

“本心之学”，因此，周仁荣取字“本
心”。周仔肩，语出《诗·周颂·敬之》:

“佛时仔肩，示我显德行。”郑玄笺注
说:“佛，辅也；时，是也；仔肩，任也。”
全句可以理解为辅助我担当大任，指
示我显扬德行。仔肩就是责任，曾子
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
儒家以为担当是君子处世的本根之
道、人间正道，朱熹就非常重视士人

的担当，《朱子语类》《晦菴集》中多次
出现“担当”二字，元朝时担当意识更
加风行，因此，周仔肩取字“本道”。
而且很有意思的是，周敬之的名字就
是从《诗·周颂·敬之》的篇目中来
的。泰不华，又名达普化，是个蒙古
族的名字，但字兼善，语出《孟子·尽
心上·忘势》：“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
善天下”，也强烈地体现了儒家的入
世主义主张和“治国平天下”的圣贤
之道。

周仁荣兄弟人如其名，很好地继
承了其父的家学，实践了父亲的期
许，取得了备受关注的成就。同时，
他们又师从父亲的两位同学杨珏和
陈天瑞。

杨珏，字君宝，号简斋，临海人。
南宋咸淳四年（1268）进士，在朝廷中
任督府机宜官一职。宋
亡后，隐居山林，元朝屡
次对他征召，他都拒不出
仕。隐居期间，在临海讲
授朱熹的性理之学。

陈天瑞，字德修，号

南村，又号古堂，咸淳元年（1265 年）
进士，临海人。他是宋代名儒陈公辅
的儿子，从小接受良好的儒家思想教
育。但由于宋末政治腐朽，陈天瑞放
弃仕途，隐遁山林，不问政事。其诗
效仿陶渊明，著有《甲子集》五十卷。

他们两人都是王柏的高徒，且都
精研“性理之学”，也都是收入《宋元
学案》的重要人物。

正是由于深厚的家学渊源，又在
一群儒学之士、理学传人的
影响下，才最终造就了江南
名儒周仁荣和诗坛主将泰
不华两大家，以及一家三代
的儒学成就和出色政绩。

周氏一族周氏一族周氏一族周氏一族的
家学渊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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