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斗柄塔：渔民前行的航标塔
■ 曾庆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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剑胆琴心的
东晋名士
■ 陈甲取

木栏头曾为木烂头

木栏头位于海南省文昌市铺前
镇林梧墟、也称海南角的地方。很
长时间内，人们将其视为“吞舟魔
海”，真是一片神秘的海域。

事实上，世界上有不少有名的
魔鬼海域，比如百慕大三角、日本
龙三角、地中海三角区等，这些恐
怖海域曾经造成了诸多海难和失
踪事件，至今让人很难解释清楚，
因此这些死亡之海充满了恐怖，提
及它们往往让人为之色变。

文昌铺前很多渔民，他们靠
海吃海，世代以打渔为生。为了
捕捞到更多的鱼，他们往往不管
远近，追着鱼群跑，七洲列岛，甚
至遥远的西沙群岛，都留下他们
与大海抗争的身影。出海打渔，
木栏头往往是他们的必经之地。
但是，每次经过木栏头海域，没有
渔民心里不发虚的，因为这是一
片死亡之海。

木栏头海域的恐怖，不仅在于
海面变化异常，天气也往往变幻莫
测，更为恐怖的是，当渔船在疾风暴
雨中艰难前行时，海底就像有一双
魔掌，往往把渔船直接拖进海里，最
终导致船毁人亡。木栏头，酿成了
多少人间惨剧！

以前渔民使用的都是木板船，
在木栏头发生海难之后，不少渔船
沉入海中，很多船板被海水冲击到
海滩上。时间长了，木栏头海滩上
堆满了逐渐腐烂的船板，它们满和
着渔民的血和泪，见证着诸多人间
惨剧，因此人们心有余悸地将其称
为“木烂头”。

当然，木栏头之所以酿成诸多
人间悲剧，本质上还是在于它三面
环海，尤其是最北端突出岬角的前
方水域流速极快。据说，清代末年，
有几位来自英国的水文地理专家和
清政府官员来到铺前的木兰港进行
学术考察，在当地渔民的协助下，专
家们对急水门的流速进行了测试。
专家们认定，这里的海水流速仅次
于被认定世界第一的英吉利海峡急
水门，此后，木栏头急水门被称为

“世界第二急水门”的说法便流传了
下来。旧中国海关总税务司副司长
班思德在《中国沿海灯塔志》曾将这
里称为“中国领海中最危险的地方
之一”。

木栏头港口在古代又称为“石
栏港”。明朝万历《琼州府志》如此
记载：“石栏港，一名北岭滩，县北一
百二十里北岭东山下，乱石生出海

洋中，拦障海水，中开三门，商贾舟
过最为险要，俗称鬼叫门，今航海者
过此，每加提防。”可以说，木栏头的
危险是世所公认。但是从航道上
讲，大多数渔民却又绕不过，真是梦
魇般的存在！

王弘诲倡建斗柄塔

木栏头水流湍急导致海难不断

发生，囿于当时条件，渔民都认为是
海神在作怪，因此在出海之前，都会
摆上鸡鸭鱼鹅进行祭拜，希望海神能
够保佑自己出海平安。但是，海难该
发生还是发生，因此，渔民更认为是
海妖海怪在大海中作祟，必须借助更
大的手段来达到镇妖降魔的效果。

当时被人们公认的手段便是修
建宝塔对其进行镇压。比如在中国
经典民间传说中，白娘子因为水漫
金山就被法海镇在雷峰塔下。但
是，对于仅仅靠打渔为生的当地渔
民来说，修建一座镇妖宝塔何其艰
难，哪里能够筹集到这样一大笔经
费？当时，致仕在家休养的王弘诲
了解这一情况之后，便会同文昌乡
贤，向朝廷上书，恳请拨款修塔，从
而达到镇压海妖海怪保护一方百姓
平安的作用。

王弘诲是海南定安人，曾于嘉
靖四十四年（1565年）考中进士，经
过二十余年的打拼，获任正二品的
南京礼部尚书。在朝廷任职时，王
弘诲一直心系桑梓，想尽一切办法
回馈乡里。比如历史上赫赫有名的

“奏考回琼”就发生在万历四年
（1576年），它对提升海南的科考成
绩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

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年仅
五十八岁的王弘诲选择致仕返乡。
回到家乡的王弘诲继续致力于家乡
建设，做了不少善事，比如储义租、
定乡约，筹建尚友书院等。当他了
解到木栏头经常发生海难之后，强
烈的担当精神使得他不能袖手旁
观，因此联合乡贤向朝廷上书请求
支持修塔。

王弘诲的奏章最终得到朝廷批
准，因此斗柄塔成为海南有史以来

唯一一座由朝廷拨款修建的古塔。
王弘诲究竟以什么理由说服了朝廷
同意拨款修塔？在风水盛行的明
代，以建塔镇妖为理由，不失为比较
有说服力的借口，而这正和百姓的
诉求相一致。可以说，王弘诲请求
在木栏头附近修塔镇妖，是又一个
惠及乡里的重要举动。

天启五年（1625年），在王弘诲
倡建下的斗柄塔正式完工，这时距
离他逝世已经过去十年了，实在是
遗憾。斗柄塔位于七星岭最高峰，
呈八角形，共有七层，高有30多米，
犹如七星生柄，故名为“斗柄塔”。
此塔之建，天上北斗，地下七星，珠
联璧合。修建斗柄塔的目的固然是
为了镇压海妖海怪，但是从另外一
方面看，它高高地矗立在七星岭上，
具有地标性特点，成为过往渔民辨
识方向的重要标志。因此，斗柄塔
具有镇妖和导航的双重作用，是一
座真正意义上的航标塔。

“亚洲第一灯塔”的诞生

王弘诲倡建的斗柄塔设计科
学，整个塔身十分对称，层层收缩，
越往上越窄，同时塔身内部通风口
奇数层和偶数层呈十字对称，这样
一来，遭遇台风时，会减轻对塔身的
冲击，所以一直能够屹立不倒。在
经过清朝光绪十三年（1887年）的
一次重修后，斗柄塔一直沿用保留
至今，现在已经成为国家重点保护
文物，在我国修塔史上具有重要的
价值。王弘诲的名字和斗柄塔紧紧
联系在一起。

随着时间的推移，仅仅依靠斗
柄塔来导引航向已经不能满足过往

船只的需求，修建一座现代意义上
的灯塔已经成为木栏头的时代之
需。1954年，木栏头建起两座高20
多米，相距约一公里的前后导标，这
为修建现代灯塔打下了坚实的基
础。有了前后导标，海难的悲剧事
故不再发生，“木烂头”也因此改名
为“木栏头”。从“木烂头”到“木栏
头”，是以多少渔民的生命为代价！
这一变化，也体现了人们对大海的
认识和征服。

1995年，木栏头前导标被拆除
后，修建了钢筋混凝土式的灯塔，即
今日之木栏头灯塔。按照民间传说，
木兰湾地处海南岛的风水宝地凤冠
所在地，在这里建设高塔，灯光如同
吉星高照，会给海南带来吉祥如意。
是的，登上木栏头灯塔塔顶，居高远
眺，惊涛拍岸，周边美景尽收眼底，真
是一个好去处！

木栏头灯塔塔身为白色圆柱形
钢筋混凝土结构，塔高72.12米，灯
高88.42米，海拔97.2米，射程25海
里，当时被称为“亚洲第一灯塔”，现
在也是中国最高的灯塔之一。
2006年，中国国家邮政局以“现代
灯塔”发行特种邮票，木栏头灯塔列
入其中。

灯塔，是茫茫大海中指引船舶
航行的建筑物，也是船民们平安的
寄托、心中的守护神。木栏头灯塔
正是中国沿海重要灯塔的代表，在
它的发展史上，王弘诲倡建的斗柄
塔成为一个绕不过去的存在。

现代意义上灯塔的诞生，使得
王弘诲倡建的斗柄塔失去了导航的
作用，但它依然不失为海南一处重
要景观，吸引着众多游客前往观光
打卡。

桓伊，小名叫野王，谯国锤县（今安徽省
濉溪县）人，东晋江南首席音乐家，尤其擅长
吹笛子，笛曲《梅花三弄》的曲作者，《晋书》载
其笛艺“尽一时之妙，为江左第一”，当时的人
都以能听到桓伊吹笛为人生幸事，就连晋孝
武帝都是他的超级粉丝。

桓伊颇具“魏晋风度”，并无一些艺术家
特有的孤高清傲，而是平易近人、谦逊随和。
一次偶遇，狂士王徽之曾无礼地要求桓伊为
其吹奏一曲，之前两人素未谋面，并无任何交
情。桓伊却没有计较他的冒犯，竟然一口答
应了，为其吹了一曲《梅花三弄》后，飘然而去。

淝水之战后，谢安的个人声誉达到了顶
峰，却也招致了小人的嫉恨，其中就有谢安的
女婿王国宝。王国宝为人很没有节操，人称

“人面狗心”，谢安鄙薄他的品行，对其不予重
用。王国宝怀恨在心，多次在晋孝武帝面前
打谢安的小报告，说得多了，晋孝武帝也对谢
安有了看法，逐渐疏远冷落了他。

对于晋孝武帝的“卸磨杀驴”，桓伊很为谢
安打抱不平。一天，晋孝武帝在皇宫宴请群
臣，点名要求桓伊吹笛助兴。桓伊当即吹奏起
来，笛声激越悠扬。一曲吹罢，桓伊说：“我还会
弹古筝，尽管不如吹笛子，但还值得一听。请
皇上允许我自弹自唱一曲。”晋孝武帝答应
了。桓伊弹着古筝，引吭高歌：“当皇帝不容易
啊，做良臣也挺难。忠贞没被人发现，反而受
尽了疑猜冷眼。可怜那周公旦，忠心辅佐周成
王，反被那管、蔡二叔恶语中伤。”桓伊是借曹
植、周公旦的遭遇，影射谢安所受的委屈，委婉
地向晋孝武帝进谏亲贤臣远小人。

这歌正是三国时代曹植的《怨歌行》。歌
声伴着筝声，透着一股悲壮慷慨之意，“声节
慷慨，俯仰可观”，听众无不动容。谢安本是
以淡定闻名的人，轻易不会表露情绪，这时候
听着筝歌，却也触动心事，一时情难自控，泪
流满面，哗哗流淌的眼泪把衣服都打湿了。
一曲罢了，谢安不顾形象，起身一溜小跑到桓
伊面前，捋着胡子激动地说：“野王，你不是一
般人啊！唱得好好听，弹得也好好听。”晋孝
武帝听出桓伊的歌中意思，不由一脸惭愧。

除了吹奏笛子，桓伊也特别喜欢给人合
音。每次听到优美的歌声，他就情不自禁地
打着拍子应和，嘴里呼喊着“奈何”为其合
音。一次，桓伊与谢安散步，有人放声高歌，
桓伊又扯着嗓子唱和起来。谢安不禁感叹
说：“小桓可真是个一往情深的人哪……”

桓伊还是著名军事家，淝水（今安徽省寿
县的东南方）之战的指挥者之一。东晋太元
八年（383年），前秦天王苻坚率八十多万大
军，攻伐东晋。桓伊同谢玄、谢石等率领八万
精兵，在淝水之战中大败前秦主力，因赫赫军
功被封为永修县侯、右军将军。既有艺术家
的风流雅致，又有将军的文韬武略，如此“潮”
的桓伊，与“曲有误，周郎顾”的周瑜何其相似！

除此以外，桓伊品评名人还很有一套。《世
说新语·品藻》记载：刘惔、王濛等名士在瓦官寺
聚会，大家一起八卦西晋和江南有声望的名
士，其间说起著名美男子杜乂和卫玠。杜乂曾
被王羲之称誉为“神仙中人”，而卫玠则是“美”
满天下的“璧人”，关于两人的容貌高下之争，向
来难有定论。有人又提起这个话题，问道：“杜
乂和卫玠相比，谁的颜更好看呢？”桓伊当即妙
论出口：“杜乂肤清，卫玠神清。”言下之意是杜
乂拥有清丽的外表，而卫玠则神采气质过人。
两相比较，高下立判。大家都觉得他的评论说
到了点子上，简直是绝了。

正因桓伊剑胆琴心、人品好，时人称其
“玄心、洞见、妙赏、深情”四美具，“奇才、高
节”二难并，也因此吸引了后世几位重量级的
粉丝。杜牧曾感怀“月明更想桓伊在，一笛闻
吹出塞愁。”苏轼说“谁作桓伊三弄，惊破绿窗
春梦。”陆游也有诗道“悲伤似击渐离筑，忠愤
如抚桓伊筝。”就连当世歌手姜育恒也倾情演
唱“看人间多少故事，最消魂梅花三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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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友兰1895年出生于河南南阳，
字芝生，是中国当代著名的哲学家和
教育家，曾获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哲学
博士学位，称誉为“现代新儒家”。生
活中的冯友兰喜欢思考，脑袋里经常
装有“十万个为什么”。除此之外，他
还有另一大“嗜好”，就是喜欢帮助他
人。

抗战初期，冯友兰和几位清华大
学教授一起坐车从长沙赶往昆明，
在途经镇南关时，司机通知大家，马
上要过城门了，请大家不要将手放
在窗外。当时，车上的其他人在听
了司机的话后很快照办，唯有冯友
兰听了感到好奇，他思忖，不就是过
个城门嘛，为什么就不能将手放在
窗外？放在窗外和不放在窗外有没
有本质的区别？其普遍意义和特殊
意义又是什么？

当时，一连串的问题萦绕在冯友
兰的脑海里，司机的劝告他当然也没
有往心里去，所以在车过城门时，他依
旧没有将手臂从车窗外缩回来。令人
痛惜的是，还没等冯友兰考虑明白，他
的右手臂就因为撞到城门洞的墙壁上
而造成粉碎性骨折。大家发现后都吃
惊不已，立即嘱咐司机将车开往附近
的医院，为冯友兰抓紧治病。

然而，令同行的人好气又好笑的
是，面对骨折的手臂，冯友兰自己却
显得很是淡定，他一边擦拭着脸上
因疼痛而沁出来的汗水，一边和大
伙开玩笑道：“我的情性就是这样的
呆傻，难怪私下都给我起外号‘呆若
木鸡’，希望大家以后见惯不怪。”冯
友兰的一番话竟逗得大家哈哈大笑
起来。

1985年初，已到耄耋之龄的冯友

兰意外地收到了辽宁省一位农村青年
的来信。在信中，这位青年称他名叫
张文，平日非常热爱哲学，一直将冯友
兰当作自己的偶像。当时，张文还同
时随信寄来了一篇他研究中国哲学的
论文，希望能得到冯友兰的指教，并委
婉地表达了想向冯友兰进一步学点知
识的想法。

冯友兰仔细阅读了张文的论文
后，先是惊讶，继而惊喜。惊讶的
是，一个农村青年竟然对枯燥难懂
的哲学如此热爱，惊喜的是他的论
文一点也不比那些科班出身的人写
得差。很快，冯友兰便给张文回信
一封，热情地表示愿意和他就哲学
方面的问题进行深入探讨和交流。
就这样，两个身份相差极大的人开
始了书信往来。

时间一长，冯友兰从张文的来信

中真真切切看到了这位农村青年朴实
的品质以及所展露出来的才华。当年
秋天，冯友兰经过深思熟虑，最后给张
文写了一封信，真诚地邀请对方进京，
一方面让他帮助自己整理文稿，一方
面指导他进一步研究中国哲学。

能收到哲学大师的邀请，张文内
心非常感动，立即动身前往北京。
值得一提的是，当时他在京的一切
费用，包括住宿、饮食等各方面的花
销，都由冯友兰一并解决。最终在
冯友兰的悉心教导下，张文学习起
来如鱼得水，在哲学方面也取得了
一定的成就。

一位农村青年成为声名显赫的大
哲学家的助手，除了和张文对哲学的
执着热爱以外，也展现出冯友兰爱才
心切，古道热肠，不拘一格“帮”人才的
热情和爱心。

黄色缂丝凤栖梧桐图团扇，清，长49厘米，宽33.5厘米。现藏故宫博物院。
团扇又称宫扇、纨扇，中国传统工艺品及艺术品，是一种圆形有柄的扇子。团扇起源于中国，扇子最早出

现在商代，用五光十色的野鸡毛制成，称之为“障扇”。当时，扇子不为扇风取凉，而是作为帝王外出巡视时遮
阳挡风避沙之用。西汉以后，扇子开始用来取凉。三国时诸葛亮轻摇鹅毛扇，妙计横生，运筹帷幄。羽扇出
风缓软，不入腠理。东汉时，大都改羽扇为丝、绢、绫罗之类织品，以便点缀绣画。

宋以前称扇子，都指团扇。王昌龄《长信愁》诗：“奉帚平明秋殿开，且将团扇共徘徊”。《杖扇新录》载：近
世通用素绢，两面绷之，或泥金、瓷青、湖色，有月圆、腰圆、六角诸式，皆倩名人书画，柄用梅烙、湘妃、棕竹，亦
有洋漆、象牙之类。名为“团扇”。

此宫扇作桐叶式。扇面于黄色地上缂织一棵梧桐树，一只凤凰独立于树干，湖石旁牡丹绽放。扇为双面
缂，配色自然柔和，缂工细致入微。缂丝是中国传统丝织工艺品种之一，历史悠久，起源不晚于唐代，繁盛于
宋代。在清代，缂织御制诗文书画、梵经佛像、服装等大为流行。 （杨道 辑）

木栏头灯塔在很长
时间内有“亚洲第一灯
塔”之美誉。这座现代灯
塔尽管只有几十年历史，
但其前身源远流长，可以
追溯到明朝。明朝海南
籍官员王弘诲倡建的斗
柄塔，为木栏头灯塔建造
打下坚实的基础。可以
说，王弘诲作为木栏头灯
塔建设的先行者，这是他
惠及桑梓的又一个重要
举动。

木栏头灯塔。 韩子平 摄

斗柄塔。

王弘诲画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