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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山岭距离万宁市区不远，因为
山峰并立似笔架，所以过去也被称为

“笔架山”。东山岭曾被称为“海南第
一山”，这一座山在古代甚至要比五指
山、三亚南山等山峰出名。东山岭是
海南最早开发的旅游景点之一，景区
内最早的石壁题字“华封岩”，可以追
溯到宋代。

对于东山岭，编撰于明代的正德
《琼台志》如此描写：“上有华封等岩，
南有巨石平如盘，一石方如印加于上，
如石室元状。元监郡大都以梯攀援而
上书‘攀凤’二字，北近路二大石平如
壁，皆凿字，旁一大石周围数十余丈。
正德间，知州余忠建接官于旁。”

正德《琼台志》又这样描写华封
岩：“高二丈余，中通石径仅容一身，北
至石室，方丈余，旁有丹井，宋宣和四
年壁刻‘华封’二字，后荒塞。国朝永
乐甲午，千户曹勤始开，自是游览者
众。”

古籍正德《琼台志》记载得很清
楚，华封岩高二丈多，该处石壁题字为
宋宣和四年所刻，上面有一条只容一
人通过的石径，东山岭上有奇石，有平
如盘的巨石，也有石室，风景区内有不
少石刻题字，当时就有很多游人前去
游览。

正德《琼台志》也记录了明代文人
王清咏赞东山岭的诗句：鹤上仙人去
未还，玉箫吹断彩云间。壶中日月春
长在，洞里乾坤昼不关。瑶草路荒山
寂寂，碧桃花老水潺潺。一声清啸红
尘外，独对天风振佩环。

王清是山东济宁人，当时出任广东
都指挥，于明英宗正统七年（1442年）
镇守海南岛。他当时与海南本地的很
多官员、文人交好，经常相约一起游
玩。王清是行伍出身，但写得一手好
诗，在游历海南景点之后，他往往会赋
诗一首，游东山岭诗篇就是其中之一。

王清的游东山岭诗篇，描写了东
山岭胜地留有仙迹，风景幽致可观，有
山有水，恢弘壮观。王清的诗句就篆
刻在东山岭风景区之内，是东山岭众
多历史留存下来的摩崖石刻之一。根
据古籍的记载，早在明代的时候，东山
岭就已经有林林总总各种摩崖石刻。
摩崖石刻，可谓是东山岭风景区的一
大看点，宋代、明代、清代以及民国时
期的石壁题字都有。

当然了，东山岭的看点不仅仅是
摩崖石刻。这里的自然景观也早载入
古籍史料当中，东山岭的奇石、幽洞、
清泉都别具一格，可成风景，融为一
体，就显得更加美丽壮观。东山岭有

“八景”，分别是七峡巢云、正笏凌宵、
仙舟系缆、蓬莱香窟、瑶台望海、冠盖
飞霞、海眼流丹、碧水环龙。这“八景”
就是东山岭的主要景点。

东山岭不高，最高海拔只有184
米。不过这里遍山遍野都是奇石，屹
立于滨海平原之上，处处有风景，天然
胜景，得天独厚。这也解释了为什么
东山岭那么早便被开发成旅游景点。

东山岭有形状各异的奇石，从山
脚到山顶，岩壁上峡谷中，石屋、石梯、
石桥、石床、石桌、石鸟，应有尽有。著
名的风动石，有百余吨重，神奇的是，
在海风猛吹以及人力摇晃的时候，风
动石就会晃动。

东山岭也被称为“仙山佛国”，山
上有多处庙宇古迹，以潮音寺和华封
寺最为出名。据了解，东山岭的佛学
起源于唐代，当时有一位名为雷真海
的僧人，在华封岩处的天然石屋建寺
修道。

相比海南著名的海瑞故居相比海南著名的海瑞故居、、
丘濬故居和张岳松故居丘濬故居和张岳松故居，，王弘诲王弘诲
故居比较故居比较““冷清冷清””，，并不为人熟知并不为人熟知，，
但这座始建于明嘉靖年间的故但这座始建于明嘉靖年间的故
居居，，静静诉说着更多不为人知的静静诉说着更多不为人知的
古老故事古老故事。。

王弘诲是明代名臣王弘诲是明代名臣、、教育家教育家，，
他的故居位于定安县雷鸣镇龙梅他的故居位于定安县雷鸣镇龙梅
村村，，是一座四合院式建筑是一座四合院式建筑，，现存大现存大
屋二幢屋二幢，，横庑小屋一幢横庑小屋一幢，，前后大屋前后大屋
均为一幢三间式砖木建筑均为一幢三间式砖木建筑，，悬山悬山
式顶式顶，，占地约占地约500500平方米平方米。。

中间祖屋比较高大，厅堂屋
顶共有19排瓦片。在海南民间
有这样的说法：祖屋厅堂瓦片排
数越多，说明家里有人当过大官
或极其富足，比较富裕的家庭为
15排或17排，一般家庭有13排，
由此可见王弘诲当时的社会地
位。

王弘诲故居右边为王氏宗
祠，系王弘诲明代万历年间筹
建。王氏宗祠由山门、八角殿、正
殿、二侧庑廊组成。八角殿曾于
清康熙年间重修，为歇山式顶，正
殿进深3间，面宽5间，是一座仿
古宫殿建筑，祠里存有清代匾额
及现代名人题额多块，1994年被
列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故居左边为太史坊，始建于
明万历二年（1574年）。太史坊
为四柱三孔石雕牌坊，通高5.1
米，全宽7.3米，牌坊呈瓦楞式顶
盖，造型古朴雄伟。

在故居的后院，有一个巨大
的石缸，远看以为是储酒的器
物。据村里的老人介绍，这个巨
大的石缸是最原始的浴缸，是用
来洗澡的，当时这样的浴缸普通
人家是没有的，也只有王弘诲家
有。

王弘诲，在文学上卓成一家，
著有《尚友堂稿》《吴越游记》《天
池草》《南溟奇甸赋》等名篇。他
一生为官贤能清正、同情民众、关
心教育事业。明朝时，海南孤悬
海外，每当科举大考时，主考官都
惧怕凶险，很少渡海到琼府督考，
只是驻节雷州，行文调考。

对此，王弘诲在担任翰林院
检讨时向万历皇帝呈上了《奏改
海南兵备道兼提学疏》，如实讲述
了海南儒生赴考的艰苦，请求万
历皇帝在海南设立考场。奏疏得
到了皇帝的恩准，从此琼州儒生
都在琼州应试，后人把此称为“奏
考回琼”。“奏考回琼”是王弘诲为
海南教育做出的巨大贡献。

走在龙梅村里，似乎可以感
受到时空穿越。因为这里不仅仅
是王弘诲的故乡，还有冼夫人庙
等。龙梅村也是革命老区村，早
在1920年代开始这里就有革命
活动，解放前参加革命的有60多
人。其中，革命烈士有13人。

你能看到多远的过去，就能
看见多远的未来，踏访名人故居，
让脚步慢下来，内心静下来，捕捉
旧时光。

宋氏祖居位于文昌市昌洒镇宋氏祖居位于文昌市昌洒镇
古路园村古路园村，，坐落在一片果树环抱坐落在一片果树环抱
的山丘上的山丘上，，周围绿树成荫周围绿树成荫，，环境幽环境幽
静静。。

沿着进村的林荫小道走100
多米，就可到达宋氏祖居。宋氏
祖居为传统的海南民宅建筑，砖
瓦土木结构，正屋凹廊布局，由2
间正屋、2间横屋、2间门楼和院
墙组成，占地1500平方米，建筑
面积198平方米。

走进宋氏祖居，由邓小平题
写的“宋氏祖居”4字匾额挂在门
楣上。室内陈列着宋庆龄的祖辈
使用过的物品，有种地用的犁和
耙，有挑水用的担和桶，还有做饭
用的锅和灶等。墙上还挂着宋庆
龄高祖、曾祖和祖父的照片、家谱
以及一些历史情况的介绍。

宋氏祖居是我国近现代史上
具有重大影响的以宋耀如、宋庆
龄为代表的宋氏家族祖居地，也
是宋氏家族的“根”之所在。作为
海南省人文景观，宋氏祖居以它
的不可替代性，吸引了世界及全
国各地的人们来寻访宋氏家族的
踪迹。

文昌市人民政府于1985年
修复宋氏祖居，并在宋庆龄基金
会和海内外友好人士的支持下相
继兴建宋庆龄陈列馆、宋庆龄植
物园，还在祖居北边竖起了高达
3.2米的宋庆龄汉白玉雕像。

走进宋庆龄陈列馆，人们可
以看到宋庆龄青少年时代、革命
战争年代和从事世界和平事业以
及国内外各界人士对她的深切怀
念的史料、照片、图表、绘画、仿制
实物等。

宋庆龄的父亲原姓韩，名教
准。其先祖韩显卿原住河南相州
南阳，宋代时，官任浙江会稽县
尉，后升广东廉州太守。公元
1197年南迁，先后在文昌锦山、
铺前定居。后来，其第十八世孙
宗腾移居昌洒古路园村，宋庆龄
父亲就是在古路园村出生的。

宋庆龄父亲幼年过继婶婶宋宋庆龄父亲幼年过继婶婶宋
氏之弟为养子氏之弟为养子，，改姓宋改姓宋，，名耀如名耀如，，
同盟会成立后同盟会成立后，，宋耀如赴美筹措宋耀如赴美筹措
活动经费活动经费，，回国后建立了同盟会回国后建立了同盟会
秘密总联络部秘密总联络部，，受孙中山委托担受孙中山委托担
任了同盟会的总司库任了同盟会的总司库。。此后此后，，宋宋
耀如没有停止过对革命捐资的支耀如没有停止过对革命捐资的支
持持，，被誉为被誉为：：““披肝沥胆为民主披肝沥胆为民主，，瘁瘁
力殚心辅逸仙力殚心辅逸仙””。。

后来他共生下后来他共生下33男男33女女，，所生所生
子女均用宋姓子女均用宋姓，，宋氏姐弟宋氏姐弟66人人，，均均
成为我国现代史上的著名人物成为我国现代史上的著名人物，，
尤其是其中的宋氏三姐妹尤其是其中的宋氏三姐妹。。

琼岛之上琼岛之上，，从不缺少革命先从不缺少革命先
辈的奋斗足迹辈的奋斗足迹。。他他，，被周恩来总被周恩来总
理喻为理喻为““琼崖人民的一面旗帜琼崖人民的一面旗帜””；；
他他，，在琼崖革命的每一个重大历在琼崖革命的每一个重大历
史转折关头史转折关头，，发挥着杰出的发挥着杰出的、、关键关键
性的核心作用性的核心作用。。他是琼崖人民的他是琼崖人民的
优秀儿子优秀儿子———冯白驹—冯白驹。。

冯白驹故居位于海南省海口
市云龙镇，故居始建于1922年，
是砖瓦梁木结构的海南农家院
宅，占地面积6亩，由正屋、后屋、
铜像、和陈列室四部分组成。

故居内有一座冯白驹雕塑，
将军刚毅的面容令人肃然起敬，
黑色花岗岩雕塑底座上，邓小平
题写的“冯白驹故居”五个烫金大
字熠熠生辉。

故居正屋是一间三目，中间
厅堂，两旁卧室。石木结构的13
桁10柱的海南传统民居，正门顶
端悬挂徐向前元帅题写的“冯白
驹故居”横匾。大厅里的八仙椅
和卧室内的书桌、睡床都保存完
好，古朴中透出岁月的沧桑，四周
为灰色石头墙，屋顶盖青瓦，后屋
是5桁三目小屋。

故居右侧是冯白驹生平业绩
室，陈列着关于冯白驹将军家世、
生活、革命活动等物件及图片。
在冯白驹将军的影响下，其亲属
先后有20人投身革命，有12位
亲人为海南人民的解放事业献出
了宝贵的生命。

冯白驹故居的前庭花草如
锦，后院树木成荫。1942年，冯
白驹的祖屋在日军“扫荡”中焚
毁，直到1984年才得以重建，经
多次修缮，保持了原屋的海南农
家风格。

在冯白驹故居的厨房右后
方，有三株枝叶茂盛的野芭蕉
树。这三株野芭蕉树是重建故居
时为了纪念革命的艰苦岁月而栽
种的。在那个艰苦的年代，野芭
蕉树可是发挥了大作用。

当时的战士行军打仗缺少生当时的战士行军打仗缺少生
活物资活物资，，肚子饿了便把野芭蕉树肚子饿了便把野芭蕉树
结的果子摘下用来饱腹结的果子摘下用来饱腹，，碰上下碰上下
雨天雨天，，摘一片野芭蕉叶顶在头上摘一片野芭蕉叶顶在头上，，
就是战士的就是战士的““雨伞雨伞””。。晚上没地方晚上没地方
住住，，战士有时睡在山洞里战士有时睡在山洞里，，有时睡有时睡
在密林中在密林中。。这时候这时候，，便摘下几片便摘下几片
野芭蕉叶野芭蕉叶，，一张铺在地上当席子一张铺在地上当席子，，
一张盖在身上当被子一张盖在身上当被子。。即便如即便如
此此，，琼崖红军依然坚持革命斗争琼崖红军依然坚持革命斗争。。

在冯白驹故居在冯白驹故居，，不少参观者不少参观者
听完野芭蕉树的故事听完野芭蕉树的故事，，都忍不住都忍不住
摘下果子放进嘴里一尝摘下果子放进嘴里一尝，，没过几没过几
分钟便放弃了分钟便放弃了，，其实野芭蕉树的其实野芭蕉树的
果子又苦又涩果子又苦又涩，，这些野芭蕉树移这些野芭蕉树移
植到此植到此，，也是为了让参观者更深也是为了让参观者更深
刻地感受到革命战争时期先烈们刻地感受到革命战争时期先烈们
自力更生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艰苦奋斗的精神，，从而从而
更加珍惜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更加珍惜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

历史上历史上，，海南不乏英才俊杰海南不乏英才俊杰，，
除了名扬青史的丘濬除了名扬青史的丘濬、、海瑞海瑞，，在清在清
代还出过探花张岳崧代还出过探花张岳崧，，他官至湖他官至湖
北布政使北布政使（（从二品从二品），），主持编纂了主持编纂了
《《琼州府志琼州府志》，》，是清代知名的书画是清代知名的书画
家家，，与丘濬与丘濬、、海瑞海瑞、、王佐并誉为海王佐并誉为海
南南““四大才子四大才子””，，是海南读绝是海南读绝、、吟吟
绝绝、、书绝书绝、、忠绝忠绝““四绝四绝””中的中的““书书
绝绝””。。

张岳崧故居位于定安县龙湖
镇高林村，青山环抱，风光秀美，
民风淳朴，2008年，高林村被评
为“海南十大历史文化名村之
一”；2010年，被评为“海南三大
中国历史文化名村之一”。

高林村村庄完整保存了清代
建筑风格，房屋坐北朝南，依山傍
水，整齐划一，七纵三横的巷道，
规划脉络清晰，是古代海南少有
的有建设规划的村庄。该村民居
90％为清代建筑，省级文物保护
单位——张岳崧故居、张氏宗祠
就坐落于此。

在高林村，张岳崧故居有两
处。一处为出生之祖居，占地
1500多平方米，今仅存有正屋1
幢，为悬山式建筑。另一处故居，
位于祖居西南面，占地1200多平
方米，四合院式结构，悬山式建筑，
为张岳崧居官时所建，今仅存正屋
1幢，后屋1幢，两侧横房2幢。

故居西侧建有张氏宗祠，是
张岳崧晚年筹建的，宗祠占地约
1500多平方米，有完整的山门、前
殿、正殿、廊庑。山门、前殿西厢
及东廊庑圮损毁，其余尚存完好。

高林村内民居依旧时模式而
建，路巷全部用青石铺设，修旧如
旧，古朴自然，张氏后人秉承先辈
遗风，尚学重教，人文蔚起，代代
人才辈出。

其实，高林村原来不叫“高
林”，是张岳松高中探花之后，村
里人为了纪念他及劝学子孙后
代，才将村名改为“高林村”，意思
是只有高大的林木，才可以拿来
当栋梁用，鼓励后人应以探花公
张岳崧为榜样，勤奋读书，争当国
家的栋梁之材。

今天行走在高林村，依旧能
感觉到张岳崧给高林村留下的荣
耀和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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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3日，海南日报记者从海南省交通工程建设局获
悉，该局正在加快建设省道S203铺文线铺前至宋氏祖居段
改建工程，力争今年年底建成通车。

将时间的指针拨回1985年，为纪念宋庆龄及其家庭
在历史上所做的贡献和深远影响，文昌市人民政府修复宋

氏祖居。此次修路改建，将让坐落在幽静之地的宋氏祖居
穿越时光，开启新篇章。

在海南，除了宋氏祖居，还有不少其它散落在全岛的
名人故居。阳春三月，让我们跟着《文旅周刊》，一起“故居
重游”。

穿越 旧时光
■ 本报记者 郭畅

跟着古籍游海南
正德《琼台志》中的东山岭

■ 杨江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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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晗溪 整理 许丽 制图

海口

海瑞故居

丘濬故居

吴典故居

冯颙故居

王国宪故居

林宜华故居

邱氏祖宅

定安

王映斗故居

屯昌

海瑞祖居

文昌

张云逸将军故居

冯平故居

陈策将军祖居

潘存故居

王兆松故居

韩家宅

林家宅

符家宅

张家宅

琼海

周士第将军故居

王文明故居

杨善集故居

蔡家宅

万宁

官天民故居

陵水

张鸿猷旧居

澄迈

吴缵姬故居

东方

王家老宅“儒林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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