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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三角三地书

一山一岭分三省 山上岭下都是家

———广德人看长兴、宜兴———

宜兴人有多勤奋
过年时就看得到

王春喜 教师

我的家乡安徽宣城广德新杭镇
有个太极洞，太极洞往上有一个小山
岭，当地人都叫它“分界岭”，北面是
江苏省的宜兴市，东面则是浙江省的
长兴县。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 我才十来
岁，家里经济条件不好，温饱都成问
题。我的两个哥哥从山上砍下五六百
斤重的柴火、松枝，捆好、装上两轮手
拉小板车，凌晨三四点钟就拉着柴火
到宜兴张渚去卖， 一次只能赚 2元。

有的人家里没有小板车，只能用肩挑
着一百来斤重的柴火到张渚，那时走
的是土路和坑坑洼洼的石子路面，一
去一回四十多公里，每次到了“分界
岭”，大家都要歇一歇。

1970年后，我们这里的生产队陆
续建起了石灰窑和砖瓦窑，柴火、松枝
不用拖到张渚了， 可以拉给生产队里
的窑厂记工分。 当时窑厂的一些烧窑
师傅来自宜兴，传授给我们烧石灰、砖
瓦和做砖瓦的技术， 慢慢地我们当地
人自己也能烧窑、做砖瓦了。一开始，

宜兴人用毛驴车，把我们烧好的石灰、

砖瓦拉到他们那里卖， 后来他们开上
了手扶拖拉机，除了石灰、砖瓦，还拉
上了我们这里出产的石块、 原煤、黄
沙、毛竹。现在，广德宜兴两地道路通
畅， 一条漂亮的沥青路面让两地无缝
连接， 两地的货运车辆可以每天数次
甚至数十次互相往来，非常方便。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初，宜兴农村
的条件还不如广德。我家在张渚有几
户亲戚，有位婶婶常带着两个女儿来
我家，挖山上野生的桔梗、太子参等
草药，晚上就住在我家，虽然没有什
么好吃的招待客人，但是我父母对他
们非常客气，有时婶婶过来时还拉上
小板车， 回去时顺便带走几捆松毛。

还有一位年长些的表叔，每年他都要
把自家腌制好的大头菜挑到我们这
里来卖， 我父母常到村里各家打招
呼，帮他多销点腌菜。

1974 年下半年， 队里有了砖瓦
窑， 哥哥们参加劳动年底能分红 200

余元， 家里一下盖了五间大瓦房，当
时家里请的就是宜兴的瓦工师傅，他
们非常能吃苦耐劳，仅半个多月时间

就把五间房子盖好了，工钱总共

才 160元。那时盖房子根本没有什么
混凝土，也不懂什么叫水泥，砌砖就
用黄泥巴加点石灰。有一天，我在宜
兴的表哥、表嫂拉着小板车送来两包
水泥，房子门边框要用水泥粉刷才牢
靠，但当时我们这里买不到。

改革开放以来，宜兴人凭着勤奋
和经营理念的改变， 日子过得红红火
火。每年正月，我们还沉浸在过年气氛
中时， 宜兴人过了年初四就早早下地
干活了。他们用拖拉机、汽车把我们这
边的石块拉过去加工成石子， 再拉到
我们这边的牛头山上火车； 他们在张
渚水运码头建起货场， 大量收购我们
这边运过去的煤、黄沙、石子、大理石
等，经过深加工或加价卖出。过去我们
这边年龄大、 家里穷的单身汉找不到
老婆，就找一个宜兴姑娘成家；现如今
他们的女儿反过来要嫁到宜兴去。

不过，近几年我们广德以追赶苏
浙，挺进百强县为奋斗目标，各项事
业也取得了长足发展，人们的思想观
念也有了很大改变。

广德人与长兴人交流密切是从上
世纪 50年代开始，由浙江长兴、安徽
广德两县各取一字冠名的长广煤矿于
1958年诞生。 广德境内的牛头山是长
广煤矿的“地标”，到上世纪 80年代，

矿区汇聚人口超过 5万， 形成了繁华
的工矿重镇，除了工矿企业、机关单位
外，百货公司、五金交化公司、集贸市
场应有尽有，学校、文化宫、影剧院等
配套齐全。 特殊的地域环境、 行业特
点、大型国企地位和多元化人口融合，

构成了长广独特的小社会。

那个年代， 很多人没看过火车，

但我们已经可以坐上牛头山直达长
兴、杭州的火车了。暑假，村上的小伙
伴们经常一起到牛头山去玩，可以买
到四分钱一支的棒冰，中午能吃到九
分钱一碗的面条，有时候还能看一场
电影，甲等票 1角、乙等票 6分。

2001年后， 我们与长广学校、长
兴槐坎、煤山等学校交往密切，开展
教学研究活动，柤互学习，共同提高。

随着煤炭的开采枯竭，2014 年 8 月，

长广被浙江能源集团收购，现在的牛
头山已经是我们广德的一个农村社
区居委会所在地了。

———宜兴人看广德、长兴———

一山一岭分三省
更像亲戚常走动

蒋美芳 宜兴人，现居长兴 私营业主

悬脚岭是苏浙两省的分界处。从
山腰炸开后修出的盘山公路，在两旁
的茂林修竹中，蜿蜒穿行。岭上两只
威严的大石狮， 分立在公路的左右，

两只石狮处便是省界。石狮的一头是
浙江，另一头是江苏。若是从悬脚岭
再翻过一座山去，或者从石狮子浙江
一侧再走出十多公里路，就到了安徽
广德境内。所以，确切地说，这一带是
苏浙皖三省交界处。登上这附近的某
座山峰，一不留神，手机就会收到三
条信息：江苏移动、浙江移动、安徽移
动都在“欢迎你”。

我的家就在悬脚岭下，距离岭上
省界不到一公里路。天目山余脉在这
里绵延出起起伏伏的岗岭峰壑，使这
里成为兵家必争之地。这里有南宋大
将岳飞大战金兀术的故事，它使广德
的牛头山远近闻名；这里也是南朝陈
朝开国之君陈霸先的故乡，是苏东坡
“买田阳羡吾将老之地”。陆羽的足迹
曾遍及山岭的沟沟壑壑，著成茶之宝
典《茶经》一书，颜真卿、皮日休、白居
易等多少文人墨客都曾在这片山岭
间流连忘返。

那些久远的故事在历史的长河
里渐渐沉淀，如今还有一些关联着相
邻三县的故事。

有山岭必有山谷，山里人常把山
谷称作岕， 老百姓在岕里平坦处择地
建房，一个个村落在岕里形成。这几年
徒步登山的人越来越多， 每有宜兴人
翻过一道岭， 来到浙江长兴境内的东
川岕或西川岕， 碰到村民问路， 一开
口，常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宜兴人说的
是普通话， 长兴人却说一口流利的宜
兴话。再问方知这里确是长兴地界，而
刚才答话的也确实就是当地村民。村
民说他们打小就说这样的宜兴话，而
长兴话反而不怎么会说。 再聊下去就
会发现，这些村民的母亲就是宜兴人，

她们大多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嫁到长
兴的。

长兴和宜兴，像常常走动的两个
亲戚。这两个亲戚，因为各种先发和后
发的优势，看待彼此的眼光也在变。当
初那批嫁来长兴山里的姑娘， 虽然凭
着勤劳能干， 在山里过上了还算不错
的日子。但宜兴在近些年的发展中，势

头勇猛， 把山多人少的长兴甩下了好
大一截。 这几年长兴人铆足了劲全力
发展，宜兴看长兴的眼光也在变。

相比长兴与宜兴， 长兴与广德曾
经走得更近。长兴与宜兴的交融，更多
的是历史的原因自发形成的。 而长兴
与广德的关系，却是政府的手在推动。

故事还是发生在牛头山，那座岳
飞大战金兀术的山。牛头山，那时是
繁华的“小香港”。最高峰时聚集了近
十万人。 与牛头山这个名字紧紧相
连，或者说这几十年里决定着牛头山
兴衰的，是另一个熟悉的名字：长广
集团。长广长广，顾名思义，各取了长
兴和广德的前一字，是长兴和广德的
结合体。

安徽是国内煤炭资源最丰富的
省之一，浙江则正好相反。当牛头山
被勘探出储量丰富的煤炭资源后，为
了支援浙江工业发展，形成了“地上
安徽管，地下浙江挖”的状态。同时，

小小的弹丸之地，从公检法到几大国
有银行，再到医院、小学、中学、大专，

无不具备，那些医院的条件，算得上
是周围三县市中最好的。

记得儿时，大人们回来说起牛头
山，脸上带着的是神秘和艳羡交织的
语气。因为在牛头山工作的人，都捧
着金饭碗，他们有米票和粮票，他们
的子女未必要辛苦读书，就可以顶替
父母。但变化在不为人觉察地悄然进
行着。随着煤越挖越少，牛头山早已
不复往日的繁华热闹。

和牛头山、长广一起频频出现的
词汇，还有五号井、千井湾、大西矿、

七号井等等，但当时间流逝，所有的
名字随牛头山的辉煌慢慢淡去时，唯
独七号井这个名字， 还以顽强的姿
态，不时出现在我耳边。因为七号井
是最深的千米井， 直到 2013年才彻
底关闭。

与牛头山相连的长兴煤山，不仅
抓住长广集团安置退休及下岗工人的
机遇， 及时完善了煤山的城镇配套设
施，还依托长广集团的采煤史，依托煤
山的铁路和火车， 创建了煤山工业风
情街， 不仅使煤山的城镇面貌焕然一
新，也带动了旅游业的发展。煤山跟随
长兴的整体步伐，越走越快。

———长兴人看广德、宜兴———

悬脚岭下尚儒村
缘何郭沫若难忘

王福松 长兴煤山中心小学退休教师

浙江长兴县岕里地处浙北山区，

与江苏宜兴交界， 悬脚岭为分界线。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岕里人就成了
“宜兴人”。

岕里山清水秀，物阜民丰，吸引
了许多宜兴籍姑娘婚嫁到岕里，加深
了两者的血缘关联。以长兴尚儒村为
例， 现在 60岁以上的男性中 90%娶
的都是宜兴人。由于联姻关系，岕里
人与宜兴有了更为深入广泛的相互
学习机会，从语言到观念，从思维方
式到行为习惯。 岕里人知道周培源、

徐悲鸿、蒋南翔是宜兴人，顾景舟紫
砂工艺大师家喻户晓，岕里还流传着
“周处斩蛟龙”的宜兴民间故事。

宜兴是院士教授之乡，名人学者
辈出，历史文化底蕴厚重。受其濡染，

长兴煤山人很早就重视文化知识的学
习，各村很早就开办了私塾学堂。这中
间还有一个小典故：1924年， 郭沫若
刚从日本回国到上海， 看到中国军阀
混战，民不聊生的惨象，便到江苏宜兴
与浙江长兴边界作战事调查， 当年处
在宜兴与长兴交界的悬脚岭上达村正
是军阀混战的主战场之一。 郭沫若从
上海乘火车到无锡， 然后改乘船从水
路至宜兴湖， 又步行十八里山路来到
上达村。

当晚，郭沫若留住在村中有名的
绅士王家翰家中。王家翰青年时在浙
江二十六军军官团，曾任职于浙江定
海县公安局督察员，江苏沛县第六分
局驻所所长。郭沫若了解到在这样偏
僻荒蛮的小山村里，竟有这样优秀的
人才，真是难得。两人很是投缘，促
膝长谈到深夜才就宿。第二天清
晨郭沫若还没起床， 山村的小
学校就传出了朗朗的读书声，

原来山村里的学生已经在上
早课了。早餐后，郭沫若独自
迈步在山村之中， 路上偶遇
的村民个个彬彬有礼， 与之
交谈又温文尔雅。 郭沫若深
为感触， 他向村里的贤达提
议，把原来“上达村”更名为“尚
儒村”， 一是表示赞扬该山村文
化涵养之高， 二是表达信奉儒学，

崇尚儒家的思想。

村民们对郭沫若的提议，既感荣

幸，又觉得意义深刻富有内涵。经全体
村民表决， 上达村正式更名为 “尚儒
村”。直到后来，郭沫若在自己所写《到
宜兴去》的回忆录中还提到了“悬脚岭
下尚儒村”。他还专门著有《尚儒村》一
文，被录在《郭沫若全集》。

岕里人的生活习惯也有宜兴人的味
道，炒菜忌辣偏甜，于是岕里就有了自己
独到的具有宜兴风味的“红烧肉”、热菜
汤，岕里饼子、岕里团子。人们都说岕里
人麻利、聪明，其实很大程度是受宜兴的
影响，吸取传承了宜兴的民风民俗。

如果说宜兴促进了长兴煤山的发
展，那么，比邻煤山的安徽广德则更多
地受到了煤山的影响。 在煤山人眼中，

广德人着实有点儿“懒”，早上睡到八九
点起， 下午三四点就干完活儿回家了，

还喜欢搓搓麻将，不比煤山人日出而作
日落而息。广德的女孩儿那时大都喜欢
嫁给勤劳肯干的煤山人，也因此两边通
婚的现象非常普遍。受煤山影响，广德
的这种“懒”也逐步改变过来。近年来，

广德所在的宣城市还提出了学习长兴。

如今，长兴岕里人有了自己的名声，

走在长兴城里， 不再有人问你们是宜兴
人吧，而是问你们是岕里人吧。岕里人粗
犷的嗓音融入了长兴城里城外，岕里人
不再是住在小山村里的山民，他们已经
走出山村、走向城市。而长兴煤山，与宜
兴、广德水乳交融，无论在过去、现在还
是将来，都是无法改变的事实。

宜兴竹海位于苏、浙、皖三省
交界的宜兴南部山区，素有“华东
第一竹海”之称。 东方 IC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