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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明秘境

都市人家

探秘三明古村落

天堂村位于尤溪县洋中镇东部，与桂峰
村毗邻，素有“人间仙境”之美称。不久前，

《山里的灯火》剧组在此拍摄取景，让这个具
有570多年历史的小村庄成为人们关注的
焦点。暮春时节，慕名前往天堂村探访。

天堂村因何得名？最初，村祖祠埕下有
一口三亩见方的大水塘，左右上下还有若
干呈梯级状的水塘，水尤清冽，塘面如镜，
先人以为“瑶天池塘”，即天上仙境里的池
塘，简称“天塘”。因与“天堂”谐音，后来改
成这个名字。

天堂村民多姓陈。相传陈姓先祖舜七
公居于奇垅羊逐坂，养了一头母猪，到了临
产期，突然不见了。一家人怕母猪出意外，
分多路找寻。几天过去了，沿着山路一直寻
到现在祖祠地时，大家惊喜地发现母猪正
躺在一块巨大而平坦的大石头上歇息着，
九头调皮的幼崽在美滋滋地吮吸着母乳。
大家看到母猪加幼崽恰好十头，过得“十全
十美”，是个好兆头，异口同声地说道：“这

里是块风水宝地啊 ！”于是，举家迁徙到这
里，开枝散叶、子嗣延绵。那块巨石叫“猪母
石”。

走进天堂村，最先映入眼帘的是西丘
垅头石寨。这里地处深山，过去盗匪肆虐，
先民们在村庄隘口筑起这座坚固的石寨，
既可观察匪情，又能在匪盗入村劫财时将
村民集中于寨中共同抵御。石寨规模宏大，
可同时容纳一二百人。那个年代，挖、凿、
抬、砌石头全靠人工，垒砌这座石寨几乎倾
尽村民几年的人力物力。也正因为大家的
毅力和恒心，石寨砌得固若金汤，近四百年
了依然巍然矗立，成为村里的地标之一。上
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拆掉了部分寨墙，盖上
了砖混结构学校。

石构的村会堂始建于上世纪 70 年代
末，至今保存完好。会堂占地面积700平方
米，横亘于对面山与后门厝西垅头路之间，
正面朝村落，仿佛铜墙铁壁护卫着村庄。主
体部分为长方形会堂，正面中央为大门。两
边各加三开间两进深建筑，与主体部分一
样为两层高，右边供村部办公，左边为舞
台，这是当年“大集体”时代的印迹。

村后的后门头山，有一片绵延千亩的
原始森林，嘉木深深，为天堂村添上了一道
绿色屏障。春天百鸟高歌，夏日风惠气清，
秋季果实送香，冬时银装素裹。飞禽走兽，
以为乐园。适时而至，杨梅、米锥、板栗、苦
锥等绿色果实俯拾皆是，红菇、灵芝等天然
贵菌芳容易睹。有了这片“风水林”，村民
享受着“人间仙境”的惬意。

友人武老师邀我去列东她
家玩，登上三楼走进她家，穿过
窗明几净的客厅，一个将近100
平方米的大花园映入眼帘，花
草树木五彩缤纷、芳香扑鼻，令
人惊艳不已。

“那是木瓜。”武老师的爱
人程老师笑着指点，园里十几
棵木瓜树硕果累累，还有火龙
果 、橘 子 、桃 李 杏 柿 等 果 树
……我打趣说，老师家哪还需
要购买水果！树下，两盆枝叶
碧绿状如蕃茄，程老师说，这
是昙花。啊，昙花一现？开花

时可约朋友秉烛夜游啰！昙
花，我听说过，亲眼所见还真
是第一次。昙花旁一盆盆绿
萝、海棠花、紫苏、兰花、鸡冠
花、满天星、太阳花、菊花……
园中植物有近百个品种。程
老师说，他每天要花一个多小
时浇水，旁边还有大缸的天落
水可供利用。

程老师、武老师，都是大学
退休教师，程老师多才多艺，琴
棋书画写作无所不能，爱好各
种体育活动，喜欢木工等小制
作，夫妻俩还义务担任多项社

会工作，怎么有精力经营这么
个大花园？投入的成本也不低
吧！他俩笑着说，养花是一种
休闲方式，在家里养些花卉不
仅能装饰家庭环境，而且养护
花卉，放松身心，劳动量不大，
对健康有很大的好处。为了健
康花点小钱值。

离开时，我突然发现窗台
上还有一长排用小器皿养的各
式“多肉”植物，这花园真是花
花世界、养生天堂，这七十岁上
下的老两口简直像一对幸福的
年轻人！

石螺坑在巍峨的南山脚下，离宁化县
城6公里，我只去过一次，印象却很深，因
为那是和学生一起去的。

暮春时节，满山映山红开得灿烂，正
是踏青好时机。在学生强烈要求下，学校
第一次选择带高年级学生步行去石螺坑
春游。

从学校出发，孩子们队伍整齐，唱着
欢快的歌儿，向石螺坑前行。走了一个小
时，拐进一个绿树葱笼的山谷，“啊！瀑
布。”一名同学惊呼，大家抬头远望，山谷
尽头一条乳白色的瀑布如银河下泻，又似
一匹银绢，从天女的织机上倒挂下来，引
人探访。

循着山涧小溪的潺潺流水声，向上游
寻去。快到瀑布跟前时，突然一只“拦路
虎”——独木桥挡在面前，孩子们有些望
而却步。这里一个大救星出现了——一
位正在山涧劳作的老农，看到了孩子们的
窘况，他穿着高筒雨靴下到小溪里，举起
两只手当扶手，让每一个孩子扶着过了独
木桥，到了瀑布面前，看清了庐山真面目。

“瀑布之水是从哪儿来的？高山上哪
来的水呢？”孩子们就是爱问，有时让人难
以回答。我说：“要不，我们爬上山顶去看
看？”孩子们都异口同声说：“好。”可爬到
一半，孩子们就爬不动了。山顶云雾缭
绕，隐约有房屋。一位同学脱口而出：“远
上寒山石径斜，白云生处有人家。”原来山
巅真有村寨，叫上坪村。瀑布就是村前小
溪流下的。山外有山，村后还有更高的
山，一时还真难以找到水的源头。

下山时，我引导孩子们用古诗词赞美
瀑布，“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
天”“溪涧岂能留得住，终归大海作波涛”

“瀑布半天上，飞响落人间”“今古长如白
练飞，一条界破青山色”“断山疑画障，悬
溜泻鸣琴”“穿天透地不辞劳，到底方知出
处高”，孩子们争先恐后诵读着，又有学生
问：“这儿为什么叫石螺坑？”之前，我真不
知道，也未曾想过。这时看到下游小溪
里，到处是露出水面的大小不一的圆石
头，远远望去，还真有点像田螺。我想，石
螺坑大概由此得名。于是我便说：“你们
仔细看看，小溪里露出水面的圆石像什
么？”一个学生端详了一会儿，立马说像石
螺。同学们即刻恍然大悟。

回到山脚，孩子们已饥肠辘辘。就地
野餐后，清理完垃圾，又进行了野外联欢，
孩子们唱歌跳舞，表演相声小品，各显其
能，山谷里回荡着欢歌笑语。夕阳西下，孩
子们依依不舍地离开了石螺坑瀑布。那位
热心的老农又一次搀扶孩子们走过独木
桥。尽管这次春游已过去好长时间了，但
那瀑布美景和大手牵小手走过独木桥的画
面，至今还牢牢地印在我的脑海里。

印象石螺坑
●赖承栋

早听说，大田县太华镇小华村有
土堡。二十年前虽在此挂名驻村，却不
深入，竟然一再错过探堡机会。

“五一”假日，天气晴和，正可出
游。于是，带上妻子与女儿，驱车太
华，一睹泰安土堡风貌，顺便给自己
补个课。

古堡三重门
隔溪远望，泰安堡安静地伫立在

一大片水田中央。土堡坐东朝西，远看
似乎不大，白墙黑瓦，呈长方形，高十
余米，左右两边和左后方各有一个大
小相同的碉式角楼，碉楼是土堡的一
大特色，楼内三个方位各开一个内窄
外宽的瞭望窗，主要是为了防御时能
全方位看到各个角落，不留死角。碉楼
虽与主楼连成一体，却比主楼高了一
大截，显得有些突兀。

穿过石径，来到堡前，方发觉土堡
比一般土楼更大些，但与安贞堡和安
良堡、芳联堡相比，规模还是小，土墙
主体高大厚实，大约厚十二三米。土堡
外墙已用白灰重新粉刷，虽然好看，却
失去风雨沧桑的本真面目，容易让人
产生不真切的恍惚感。

拉开厚厚的木门，才发现，大门竟
然有三重，一重叠着一重，抬头可见每
一重门中间都有两个圆孔，直通三楼
的回廊，可从回廊上，往圆孔灌水，以
防范土匪以火烧门。三重堡门，亦是泰
安堡的一大特色，可见主人的匠心。

精巧三层楼
进入堡内，顿觉豁然开朗，三层

堡楼尽收眼眸。大楼为木质结构，左
右对称，布局平稳。52根直径近50厘
米粗的柱子支撑着三层楼体，挑梁与

穿斗结合，纵横交错，不用一根铁钉，
把内部牢固、妙巧地结合起来。每层
楼房有20个开间，每个开间约9平方
米，三层楼房总计有 60 余开间，用木
板铺设，具有很好的防潮功能。顶层
正中有一个厅堂，为半封闭式，木质
半墙、雨篷，上半窗口开敞，可凭窗望
远，只是少了堂匾，不知是原来就没
有，还是后来遗失。

堡后呈半圆形，土楼顶为悬山
式，左右角楼为四角攒尖顶，其形如
华盖。墙体高大厚实，厚度约有二米
多，并排可行十余人，便于堡内在回
廊四周快速调动御敌物资和组织人
力聚散，土堡墙上布满孔洞，可对外
放枪，或是灌入沸水，阻止外敌入侵，
御敌于堡门之外。

平安避难所
堡内有天井，厅房呈三级落差，前

埕正中设台阶通厅堂，旁凿一口水井，
方便取水饮用。可惜厅堂早已消失废
弃，空留一地石基。倒是水井，打开木
盖，可见井水依然清澈如初，盈盈含
情，守望一方圆圆天空，向人们诉说着
古堡艰辛与神秘的过往。

天井埕斗，用鹅卵石铺砌地面，
具有很好的防潮消水功能。下水道沿
檐下滴水归口后直出楼门旁，意为

“百水归一口”。右前角楼共四层，第
三层与回廊连接。第四层为最高建
筑，战乱时可作为指挥场所，站立顶
层，楼内外一览无余。一二层用土墙
与土楼隔离，一旦土楼失火，可作为
避火间或贵重物品储藏间。从堡门进
入，左右两边各有一个石阶，依次可
通达各个楼层。堡内谷仓、厨房、水井
一应俱全。土堡建成后，常年备有粮

草与日常生活用品，以备不时之需，
为住在这的林姓人家提供了安全保
障。据林氏后人说，先祖在堡内被兵
匪围困最长时竟达半年之久。

泰 安 堡 始 建 于 清 咸 丰 丁 已 年
（1857 年），占地面积约 1200 平方米，
距今已有160余年的历史。由林姓18
户人家，靠手提肩扛，历时 11 年艰辛
与努力才得以完工。

避难不忘读书
其实，泰安堡最让我震惊的，不是

土堡的建筑特色和国家文物保护单位
的名头。甚至我觉得这座以防御作为主
要功能的土堡，堡内楼房建造相当粗
糙，和距离不超过十公里的安贞堡相
比，更是相形见绌。经过百年时光洗礼，
风雨侵蚀，战火淬炼，内墙斑驳凹凸不
平，柱子和木板颜色发黑。但堡里三楼
左回廊墙上的一块黑板，确实在我的心
里引起极大的震撼。主人介绍说，160多
年前，先祖建造土堡时，就预先在这里
设计了一处小学堂，让孩子们在堡内避
难时，可以继续开堂上学，不误学业。兵
匪交加，存亡之际，依然不忘耕读兴家，
这种重视教育的儒家传统思想，深入林
氏族人的骨髓，让人深深为之敬佩。

堡以“泰安”2字命名。“泰平有庆
人咸泰，安堵无虞世久安”，土堡门前
有这样一对嵌名联。“国泰民安”，这是
林氏先祖在动荡年代的祈盼。如今，泰
安堡沐浴在明媚的阳光下，焕发出新
的光彩。

泰安堡
●陈培泼 文/图

“人间仙境”天堂村
●吴 弘 陈景山 徐 瑾 文/图

友人家的大花园
●徐榴珍 文/图

天堂村石寨，
现为天堂村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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