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年是上海《申报》创刊150周年，
作为近代中国历史最悠久、影响最深远
的一份中文报纸，《申报》素有“中国近代
史上的百科全书”之称。从1872年创刊
至1949年终刊，在近80年的岁月里，
《申报》对近代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等诸
多领域进行了持续、广泛和全面报道，记
录了那个时期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为
后人了解、研究近代中国社会风貌提供
了诸多细节——当然，由于时代和思想
的局限性，这些历史细节也存在着某些
偏差和误读，这也是后人和研究者应该
注意的问题。

1872年4月，《申报》在上海创刊，
创办人叫美查，是一位在沪经营茶叶和
布匹生意的英国商人。美查长期在上海
经商，对中国历史、语言和文化都非常熟
悉，由此产生了办一份中文报纸的想
法。他和几位朋友合伙出资，以1600两
白银创办了报纸。因为报纸在上海创
办，故命名为《申江新报》，简称《申报》。

杨乃武与小白菜案发生时，《申报》
刚刚创办不久。杨乃武是浙江余杭县乡
绅，同治十二年（1873年）中举；“小白
菜”名叫毕秀姑，因相貌俏丽，喜穿白衣
绿裤，人送外号“小白菜”。毕秀姑与丈
夫葛品连租住杨乃武的房子，杨乃武闲
暇之际常教毕秀姑读书、识字，由此引起
街坊邻里闲话。

同治十二年十月初九，葛品连突发
寒热，医治无效，随之亡故。葛母想起儿
媳与杨乃武之间的绯闻，怀疑儿子之死
另有隐情，于是到县衙告状。几经波折
之后，光绪三年（1877年）初，清廷颁布
谕旨，被冤捕的杨乃武和毕秀姑最终被
无罪释放。杨乃武与小白菜案至此尘埃
落定。

杨乃武与小白菜冤案之所以得到昭
雪，背后的原因非常复杂，但其中一个重
要原因是《申报》的持续关注和报道。
1874年1月6日，《申报》发表了关于杨
案的第一篇报道《记禹航（余杭）某生因
奸谋命事细情》。当时《申报》创办未久，
报馆中人对新闻理念有所偏差，对杨案
采取的是一种迎合市民口味的猎奇视
角，讲述了“某生（指杨乃武）”与“脂粉客
（指毕秀姑）”勾搭成奸，合谋用砒霜毒死
亲夫的老套故事。

《申报》随后又刊发了杨案的第二篇
报道，题为《祥述禹航某生因奸谋命事案
情》。这篇文章与上篇不同，通过认真分
析案情，认为这是一桩冤案，并且点名批
评了审理此案的余杭知县。

《申报》连续发表文章，披露此案疑
点以及官府审理细节，引起乡绅及市民
的广泛关注。《申报》持续发表了《禹航生
狱中自毙》《禹航生并非监毙》《杭州来
信》等文章，对杨案进行追踪报道。《申
报》先是写杨乃武在狱中“自毙”，马上又
更正为“并非监毙”，而是受尽了酷刑。
如此再三翻转，杨案一下成为全国关注
的热点新闻。

据不完全统计，从 1874 年 1月到
1877年5月，《申报》共刊载了44条消息、
18篇论说、8则评论和按语、14篇谕折、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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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报》记录的历史细节

鲁文 份状子、1则告示来追踪报道杨案，被称
为“中国近代报纸发挥舆论监督的一次成
功尝试”。杨乃武出狱后，《申报》创办人
美查即聘请他担任了《申报》主笔——这
也算是杨乃武与《申报》的缘分吧？

1908年11月14日，清光绪帝在瀛
台去世，第二天慈禧太后也撒手西归。
光绪帝年纪轻轻，死的时间又是如此蹊
跷，不免引起朝野上下的猜测和议论。
其实早在光绪去世以前，《申报》就对他
的病情进行了近30次报道，并多次刊出
御医出诊的脉案和药方。从某种程度上
讲，《申报》为后人研究光绪之死提供了
更具参考性的细节。

1908年6月14日，《申报》刊登“京
师近信”，第一次发布了光绪皇帝“圣躬
违和”的消息：“圣上患足疾，已将三月，
忽愈忽发，旬日以来尤剧，行走殊觉不
便，自初六日（农历）起未至慈宫请安。”
几天后，又刊发了光绪病状和御医的药
方：“（光绪皇帝）口干心烦、大便溏稀、头
蒙觉疼、夜寐不实等症亦未见增减。本
月初九日（农历）起，御医陈莲舫每晨入
内请脉，迄今并未间断，煎剂之外，复以
三才封髓丸录进请服。闻每日用三钱，
早晚开水送下，颇觉见效。所有煎剂各
方，仍不外乎潞党参、杭甘菊等类。”

此后《申报》不断报道光绪皇帝病情
及医治情况，内容相当详细，涉及身体感
受、致病原因和病情变化等方方面面。在
光绪去世当天，《申报》发出“京师专电”
称：“皇上大便已解，力甚疲，今日并未召
见军机。”11月16日，《申报》发布光绪去
世消息：“上病大渐，今日酉正二刻升遐。”
这条消息的后面还专门附一按语：“此电
于前夜接到，因恐不确，未录昨报。”

《申报》的这些报道大都是通过采访
获得的独家新闻，真实性和可信度颇
高。从这些细节我们可以看出，光绪皇
帝并非突然暴卒，而是正常死亡。

当高速公路上又一个湿漉漉的路
牌，风雨中清晰地显出“黎川”二字。一
种强烈的陌生感和激动油然而生。阔别
十几年，高速公路终于修到了黎川县城，
高速铁路也修到了黎川临近的南城。

我清晰地记得原来从老家黎川赶到
省会南昌，大约要颠簸十个小时。每次

都要不断翻山越岭，曲折来回。其中印
象最深的就是坐着那种吼着粗气、外表
斑驳，有如数月不洗的班车。每当班车
盘山而过“大山岭”时，上下九曲十八旋
后，肚子总要翻江倒海，车一停，人总要
狂吐。

现在，从黎川出发，半小时高速公
路，再一小时高铁，一个半小时就能平稳
地到南昌了。

而这回从南昌出来的一路上，平坦
的高铁和蜿蜒的高速公路在田野和群
山中穿行，一会一汪水，一会一片田，水
边不时闪现出几栋黛瓦白墙的江南民
居。一路上群山逐浪，无边无际。远山
青、近水秀，环境好得让人诧异，使人浮
想联翩。

黎川是座古老的小山城，位于赣东，
与福建交界，是由赣入闽的东大门之
一。由于其属于抚州地区管辖，常与抚
州辖区的另一个县城临川搞混。

临川是王安石、汤显祖等中国历史
文化名人的家乡，以才子之乡名闻天下。

而黎川实在是一个贫瘠之地，特产
不多，也没出过什么大人物。好事乡贤
考证，也只能说王安石、徐霞客等等来过
黎川。近代则有小说家张恨水，童年时
在黎川古桥——新丰桥下的一座旧木屋
住过一段。

也许正是因为黎川没有多少显赫的
名声，上学时，我们拼命背世界历史、中
国历史，却没有任何老师给我们讲讲自
己的家乡史。

到后来我们才知道，黎川建城其实
已有1000多年了，历史上曾有过多个地
名：包括建昌、新城等等，治理区域也经
历了多次变化。我们由小变大的脚丫反
复丈量的，全县唯一的那条十里长街，从

“下马路”开始，到“城内、城外大街”，再
到“陌市口”结束，依河而行。这种建城
方式，与人类历史上的文化名城并无差
异。

而与自己童年相伴的城外大街，以
一条“小港”（原为护城河）为始，弯弯曲
曲，过四新旅社、南货店、冰棒厂，到菜市
场、新丰桥，再到陌市口，依黎滩河而行，
连接破败的城墙和阡陌田野。一路上，
木头与青砖混建的两层骑楼，一家挨着
一家，连串成街。骑楼中间不时闪出两
进或三进的大厅，别有洞天。手掌宽的
木片横条结成的骑楼外立面已经灰黑，
四梁八柱则多少有点歪斜，已显破败的
木楼里一直住满了各色居民。

这些粗糙的木制建筑，如岁月遗落
在深山里的民间瓷器；骑楼间隙里，麻石
板铺就的幽深小巷，就像油画老人脸上
苍劲的皱纹。

一座座昏暗的厅堂，一个个窄窄的
天井，一根根陈旧的木柱，仿佛历史投下
的发黄身影。记得第一次读到戴望舒的
《雨巷》，自己无比震惊，而之所以那样喜
欢那些文字，也许正是从中看见了黎川
城外，那些清幽古老的小巷。

这条古街，让许多人在离开黎川多
年，走过世界多个地方后，仍念念难忘。

短短三天，一晃而过。三天里闲逛
了一下城内城外，现状让人感觉问题不
少。我想，熟悉而陌生的黎川，应会顺着
自己的路，缓慢向前。

一位著名作家说过，没有人能够选
择自己的出生地。我们接受家乡就如接
受自己的父母。我深知，无论漂流何方，
这里就是永远的惦记。

看见那片山水就如同看见自己欢乐
的童年、艰难的少年、发涩的青春，看见
父辈的劳碌、师长的辛勤，还能闻到没齿
难忘的味道。这些，是没有什么样的黄
山西湖，没有什么样的洋装西餐，可以替
换的。

无论见过多伟大的风景，都不会有
比那更美的山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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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金岁月

石壁水库

江龙光

上了年纪的人，似乎都有怀旧习惯。
怀在心里，不如行在路上。
清风送爽，一刹那，近百公里路走完

了，有高速公路真好。一刹那，几十年前
的往事如眼前的湖水随风翻着涟漪。

面前的水库叫石壁水库，坐落于文
昌市西南面。20世纪70年代初筑大坝
时，文昌西南部的农民，附近的工矿企业
职工，周围的生产建设兵团（农垦）农工
……共同建起了长超500米的大坝。

昔日大坝北侧有个农场连队10队，
我曾在那里面朝红土背朝天干过农活。
那时生活艰苦，吃不饱是常事，但年轻人
喜欢蹦蹦跳跳，干完重活后，在篮球场内
围着一个篮球奔跑是常事。经常是球打
完了，澡洗完了，顿觉饥肠辘辘，肚子直
唱空城计。

有一天晚上，打球后与归侨李大哥
值夜班，到野外看护一批国家财产。李
大哥是有心人，也会关心人，那时他已结
婚成家，家里有贤内助。我跟着他值班，
总能吃上一顿饱的。

眼下看着湖面的清波，我的思绪又
回到了水库建成初期，湖面那混浊的滚
滚黄浪。

石壁水库刚建成那几年，由于库沿
周边大面积垦荒，植被裸露，下雨天红土
被大量冲入湖里，水色黄里泛红。建水
库时砍掉的树木，也有很多树头淹在水
里。当地人说，浸泡水里几年仍不腐烂
的树头，制作家具是上等材料。农场伙
伴瑞光和友芝两人，骅骝一对，性格要
强，喜争高低，但不分伯仲。扛上大锯到
湖里潜寻不腐树头，果然打造出来的家

具十分坚实耐用，还不怕蛀虫。
那是冬令的一个周日下午，我跟着

他俩一同出发寻宝。那天风浪挺大，真
是“洪湖水，浪打浪”，湖面黄浪滚滚，湖
边漂浮的杂草垃圾搁在岸沿，挂成一条
长线。天气有点冷，他们喝了一点酒先
暖身。瑞光先潜水下去寻找树头，上岸
后与友芝口头交流水多深，树头多大，再
用手比划水下怎么锯，怎么一手拉锯一
手扶住根部，控制不让身体上浮。他们
接连水下水上好多个回合后，在岸上的
我不好意思当看客了，于是尝试轮流潜
水下去锯一趟。

不干不知难，不干不知苦，干了，才
能永世不忘！潜水下去后两人找准位
置，倚靠好，每人一手抓树根，一人手拉
大锯，在水底谁也见不到谁的状况下憋
气发力。谁知，没拉到几下，我就顶不住
要浮上水面换气了，用时15秒。

有了亲身的、自认不成功的体会，才
会格外欣赏人家的能干，才会尊重人家
的苦干拼搏能力。我站在岸边默默为他
们计时，1秒，2秒，3秒……念到我那换
气的死亡数15秒时，我开始不安了。念
到20秒时，我开始紧张睁大眼睛盯着水
面了。念到25秒，我失控猛跺脚了！一
直到28秒，当两个可亲可敬的伙伴露出
水面时，晚霞落在他们白里泛紫的脸庞
上，那晚风吹着脸庞，浮现出一片显眼的
鸡皮疙瘩，整张脸只有眼神是坚毅的。
我情不自禁连声大呼“勇士！勇士！”

在水库西侧的11队里，我有许多知
心农友，其中包括我的知青女友。从10
队到11队的距离，也正好如她所在的队
名一样——11公里，我每次去11队看
她，用“11号车”（徒步）丈量红土路。而
今，当双脚走在她挥洒过汗水的石壁水
库大坝时，那特殊岁月的特殊记忆总会
充斥脑际，挥之不去。

数年后我调到场部。最后一次经过
石壁水库，是到水库西北侧8队检查台风
后救灾情况，完成仼务后与同事返回岸
边，小渡船却被台风刮跑了。怎么办？水
面有150米宽，绕一圈到对岸要多走7公
里；游泳过去，虽然两人游泳技能都不错，
但这一带水獭袭击动物和人的事，已有所
闻。考虑再三，最终还是绕道而行。

望着如今已建了便桥的渡口，同行
者似乎悟出答案：“退一步是为了进一
步。”

我补充了一句：“不怕一万，就怕万
一。”

清碧的石壁水库，沉淀着一代人的
青春芳华，一代人的青春苦涩，一代人的
青春印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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