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沙历来为霞浦东部重镇，三沙文字
确切记载的历史缘于何时，张景骞老先生
在 《三沙历史沿革考》 （见 《霞浦文史资
料·三沙专辑》，以下简称 《沿革考》） 中
说，始于唐代，本文赞同这个观点，但
《沿革考》 对与三沙历史相关的“宁远
镇”、“烽火寨”、“桃城”等历史，多有
误读，本文就三沙历史沿革中的几个重要
问题，与张老先生及涉及到的李继昌先生
商榷，并求教于方家。

宁远镇何在

《沿革考》 说，三沙的名称唐代就有
了，并对“三沙湾”名称起始作了一番推
想，却并无实据。其确实的依据在于论断
唐代的宁远镇驻地在今三沙。

福建古代方志留存很少，现存最古老
的是成书于南宋淳熙九年 （1182 年） 的
《三山志》。三山是福州的别称，宋代长溪
县属福州，因此我们今天尚能有幸在 《三
山志》 中找到有关霞浦的记载。 《三山
志》 没有宁远镇条目，但在“建善寺”条
中提到了宁远镇。

“建善寺……在温麻县背洪岭之北面，
黄沙之南，所谓安远里也。今宁远镇故
基。” （《三山志·寺观类僧寺》） 《沿革
考》 认为“安远里”是错的，应为“安民

里”。确实，长溪县没有安远里。但 《三
山志》 除此处，再无“安远里”的说法，
因此“安远里”确是“安民里”的刊校之
误。但是， 《沿革考》 说：“因为‘安民
里’被误为‘安远里’，然后由‘安远里’
的‘远’字出现，所以该书作者心血来潮
就在夹注中敷衍出‘今宁远镇故基’六
字。况且 《三山志》 乃宋代所编，宁远镇
唐代早已撤销，所注‘今宁远镇’文中的

‘今’字，显然也是错误。”这一段文字对
于淳熙年间两次“知福州”的 《三山志》
作者梁克家“心血来潮”的推想和批驳，
过于牵强附会。以推想为依据，既无论
据，论证也不严密，就将这么一个重要的
记载推翻，实在不敢恭维。另外，“今宁
远镇故基”六个字，若将之断句为：今

“宁远镇故基”，句意是： （就是） 现今所
谓的“宁远镇故基”，即可明白， 《三山
志》 此处并无错误。

梁克家的 《三山志》 确有许多重要的
记载错误，比如对晋温麻故址的记载就是
错误的，但是，就是这样，我们也不能认
为 《三山志》 是“心血来潮”的，我们的
批驳必须有理有据，方令人信服。

建善寺的旧址在今天的古县村， 《三
山志》 明确记载宁远镇的旧址同建善寺，
当然也在古县村。在我们没有有力的证据
推翻这个记载以前，我们只有相信它。至

于宁远镇的其它推
断，已是无稽，就
不说了。

唐宋时的烽火
岛与古镇村

烽火岛在封建
时代历来为闽东东
部重要的军事据点，
史料有较多的记载。
但确切的记载始于
何时呢？

《三山志·兵防
类·诸 寨土军》 记
载：“烽火巡 检，
今长溪。元丰二年，
诏移长溪等六县巡
检一员于长 溪县。
海名烽火澳，管长
溪、宁德海道，兼
就近陆路盗贼，兼
本澳公事……先是，
咸平二年六月……
选差使臣一人充兵
马监押，兼知长溪
县事，抽兵士七十
人，给与衣甲，在
县把守……庆历后，
差文臣以知县兼兵
马监押。”北宋咸平
二年 （999 年），烽
火巡检司寨的最高
长官是武官兵马监
押，这个武官是由
使臣提拔上 来的，
他也兼任了长溪知
县。之后烽火巡检
司寨的规格逐步提
高 ， 到 元 丰 二 年
（1079 年） 已经 成

为长溪等县的“六县巡检司
寨”了。但规格高了，指挥反
而不便，缉捕盗贼反多误事。
这样，元祐 7 年 （1092 年） 又
下降规格，为长溪、宁德二县
巡检司寨。庆历 （1041 年） 以
后，这个兵马监押的武职，则
由文官充任。这个记载表明，
北宋时期，烽火岛因其重要的
地理位置，而成为当时边防的
重心所在，烽火巡检司寨也升
格成为当时以长溪为中心的一
县或者几县的边防军事指挥中心，其最高
长官又兼任知县 （或由知县兼任）。这么
高规格的建置，其驻地肯定不在弹丸之地
的烽火岛，只能在长溪县衙。它统辖士兵
70 人，“在县把守”。这样看来，烽火岛
驻军应该另有编制。

那么烽火岛上的驻军是什么建置呢？
是烽火寨。寨 （砦） 是宋朝军事制度的基
本单位，其士兵的数量约几十人到一百多
人不等。 （本文所述之唐宋军事制度，皆
参考刘展 《中国古代军制史》，不一一注
明。） 咸平二年烽火巡检司寨 （县内） 的
规模为 70 人，后增加为 100 人，时增时
减。岛上的烽火寨士兵人数当在 70 人以
内，但因烽火寨的地理位置极为重要，其
士兵数当不会太少。

烽火岛上迄今留存有一口“五谷井”，
井栏有铭文：“淳熙十三年正月初七修武
郞周造”。南宋时期，屯驻士兵的等级有

“使臣、效用、军兵”三级，使臣是八品
和九品低等级的武官总称，又分为 10 阶，
大使臣有敦武郞、修武郞，小使臣有从义
郞等。从这一铭文看，当时驻守在烽火岛
上的寨兵，最高长官是修武郞，官阶可能
是八品。这一段铭文，帮助我们区分了烽
火巡检司寨 （县内） 与烽火寨 （烽火岛驻
军） 的区别。

以上所述的是宋代烽火巡检司寨和烽
火岛驻军的情况。那么唐朝的三沙是怎样
的情况呢？ 《三山志》 虽没有直接的叙
述，但还是留下了间接的记载。

《三山志·公廨类·诸县镇务》 记载：
“长溪有烽火
镇 ， 今 烽 火
寨。”镇，作
为一个重要的
军事建置，起
始于南北朝时
的北周，隋代
因袭北周，沿
边区军事要地
设置镇、戍，
各分上、中、
下三等。镇有
镇将、镇副，
戍有戍主、戍副，官阶为从四品到九品。
唐代则基本上沿袭隋朝的军事制度，仍将
镇、戍作为基层军事组织，其规模较小。
上镇 500 人，中镇 300 人，不足 300 人为
下镇；上戍 50 人，中戍 30 人，不足 30
人为下戍。从现有的史料看，唐朝时，长
溪县曾出现过三个镇：宁远镇、赤岸镇、
烽火镇，其规模不一。宁远镇当是上镇，
赤岸镇和烽火镇当是下镇。镇虽然作为军
事单位，却也兼司行政职能。唐代武德六
年 （623 年） 长溪移治连江后，原地设立
宁远镇，宁远镇的军事长官当也兼职行政
长官。这种边镇要地军政合一的体制，延

续到了宋代。这种体制让我们明白，唐朝
时的宁远镇驻地，根本不可能在烽火或者
三沙的什么地方，只能在县衙所在地。

宋代的军事制度与历史上诸封建王朝
皆有大的不同，如文官领军职等。宋代还
废除了镇的建置，取而代之以寨 （砦）。
因此 《三山志》 所记载的“烽火镇”，只
能是唐代或者隋代的军事建置，它表明，
至少在唐代，烽火岛就已是一个重要的军
事据点。

烽火岛对面的大陆，最近距离的是古
镇村。 《沿革考》 认为“古镇”这个地名
因宁远镇在三沙而得名，这虽然是明显的
谬误，但若说是因为“烽火镇”而得名，
则可能更让人信服。当然，这个设想虽然
并不大胆，却也得小心地求证。

唐代驻镇的边防军，又称镇兵，主要
由职业军人所担任。唐代后期实行募兵
制，虽无明文规定军人家属必须隨军居
住，但作为军兵主要来源的破产农民既以
从军入伍为谋生职业，在家乡家属生活无
着，自然会离开乡井而随军居住。烽火镇
长期的驻军之中，必有大量的随军家属。
这些随军家属会住在哪里呢？烽火岛弹丸
之地，既无平地可垦，水源也缺乏，无法
屯驻太多人口，随军家属不会跟着住到烽
火岛上去。而古镇与烽火岛近在咫尺，一
船可渡，既有淡水，又有土地可开垦，自
然为首选之地。因此，可以推定，古镇应
由烽火岛随军家属所开发，或者原有居
民，随军家属进一步开发了古镇村，并使
之成为烽火岛驻军的“后勤补给基地”，

时间既久，村落
就产生了。家属
随军之后，因其
户 籍 仍 在 原 地 ，
这就给管理造成
相当的困难。因
此，宋代改革这
一制度，规定家
属随军，户籍也
得跟着迁到驻屯
地，驻屯地往往
专门划出一个地
块给随军家属屯

垦，很多古村落因些产生。 《三山志·地
理·叙县》 记载：劝儒乡擢秀里下有“赤
岸……三沙、烽火寨”等建置。三沙是明
确的村级行政单位，而烽火寨虽然是军事
建置，但因其有户籍 （随军家属），同时
也成为一个与村平级的行政单位。古史志
中有户籍和税收等相关记载。这样看来，
古镇村落的形成时间，当在唐代后期。到
了宋代以后，废镇为寨，宋人为了便于管
理，将古镇划为屯垦之地，而将之取名为
古镇，就是很自然的事了。

古镇这个地名，进一步印证了烽火岛
的历史变迁。 （谢斌 摄影）

三 沙 历 史 考 辨 （ 上 ）
郑学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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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 照 片·
民国 34 年(1945)8 月，城关民

间艺人为庆祝抗战胜利，招收女演
员 7 人，开展业余演出。民国 36 年 （1947） 秋，
成立彻云俱乐部，俗称“女班”。1950 年 5 月，县
人民政府接收彻云俱乐部，进行整顿，增招演职人
员，正式组建县闽剧团，演职员 30 人。1956 年 10
月，升为福安专区实验闽剧团，1962 年下放，复属
霞浦县，仍称县闽剧团，人员 60 多人。 （图为
1959 年福安专区实验闽剧团演员在专署广场练功。
阮仕珍供稿）

张 国 纶 （1809-1886），
号钓航，霞浦人。从小家贫。
父病，“躬侍汤药，衣不解
带”；父殁，每每有美衣美食，
辄泫然曰“惜不逮亲存也”。
族弟贫，将废学，节己食以助
之，卒教以成材。

十六始学，二十二补弟子
员。道光己酉年（1849），彭咏莪
侍郎视学闽中，试士选拔人才，
欣赏其文章，遂荣膺拔贡。

次年北上朝考，至杭州，
同年林灏病，留为照看。同行
之人，担心耽误科考时间，催
促其一起前行，其不顾。待一
切妥当，入京都，朝考报罢。
彭咏莪极其惋惜，为诗慰之，
曰：“金自九州贡，钱原万选
难”。

后秋试屡荐不售，一心研
习学问，主讲近圣书院十九
年。其诲人以有本之学为先，
拜访求学者接踵于门，可谓

“桃李芬芳，下
自成蹊。”

光绪年，福
宁府知府严良勋
上任伊始，向前
守方伯张公请教
并询问：“与夫
士有品学而可以
咨政者？”方伯
感叹道：“间有
缙绅张公钓航其
人 者 ， 识 量 深
远，淡于名利，

郡有大政，官府辄造庐与商，
观其非正不由，非公不至，盖
卓然有澹台氏风。” 《霞浦县
志·儒林》 载有：凡地方公事，
虽官创于始，皆纶襄其成。

同治三年 （1864），平阳
红布会 （金钱会） 作乱，内外
勾结，将攻我邑府城。知府程
春荣急忙布防，56 岁的张国
纶奋勇率众义民巡逻不懈。后

“内匪清，外匪散”，遂设团练总
局于众母堂，张国纶等董其事，
城乡逐户清查，定连甲之法。

张国纶亦乐于公益慈善事
务，曾为众母堂董事及敬节堂
总理稽查，并力挺修建杨家溪
桥等。

光绪丙戌 年 （1886） 春
卒，享年七十八。阖庠建名师
祠以祀，太守严良勋为碑记，
有曰：“古者乡先生殁而可祭
于社者，其在斯人乎”。（上图为
张国纶篆书）

名 士 张 国 纶
雷谢清

黄翔先生编著的 《图
解小型树木盆景制作与养
护》 一书于 2002 年 7 月
由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出
版。此次又应出版社之
约，作者对该书作部分修
改并增写两个章节，改书
名为 《图解树木盆景制作
与养护》 再次出版。原 32
开本改为特 16 开本，更
显大方新颖。

黄翔，九十年代开始
利用业余时间从事盆景制
作，以其扎实的中国山水
画专业功底及孜孜不倦的
艺术探索追求，其创作的
树木盆景作品师法自然，

立意高远，大气磅礴，充
满诗情画意，十多年来在
全省和全国性盆景大展中
屡获大奖，并在盆景刊物
上发表多篇论文，被中国
盆景艺术家协会评为“中
国杰出盆景艺术家”，福
建省风景园林学会授予其

“福建省盆景艺术大师”
称号。

《图解小型树木盆景
制作与养护》 一问世，即
引起盆景界关注，国内最
有影响力的 《花木盆景》
杂志予以连载。这次再
版，更说明了读者的需
求。

该书图文并茂，在文
字叙述的同时配置了大量
的白描图例，作者用通
俗、优美的语言，辅以图
解，对盆景制作的全过程
作了细致的指导性介绍。
且全书通篇贯穿着中国画
画理和美学精髓，深入浅
出，让人一目了然，茅塞
顿开。书中将树木盆景造
型归纳为“15 型 46 式”，
此次再版，在增加的“原
生桩材利用腹稿打样”一
章中选用 10 棵原生桩材
作了多种方案设计，很有
启示作用。对盆景爱好
者，确是一本不可多得的

教科书。此次再版，鉴赏
作品彩照选用本省大师和
中国盆协会员的新作或新
照，作品质量更加上乘。

祝愿读者能在再版书
中得到新的获益和美的享
受。

写在黄翔 《图解树木盆景制作与养护》 再版之时
胜 善

梧桐满长安

香稻啄残鹦鹉粒，碧梧
栖老凤凰枝。

此联出自杜甫的 《秋兴
八首》 之八，用了典型的倒
装句法，诗意本谓香稻则鹦
鹉啄余之粒，碧梧乃凤凰栖
老之枝，即 " 鹦鹉啄余香稻
粒，凤凰栖老碧梧枝 "。但
这样一来未免过于
写实，何况凤凰本
来就并非实有。杜
甫要突出写的是香
稻和碧梧，所以他
把香稻和碧梧放在
前面 （叶嘉莹语）。
写香稻的丰盛，以
至鹦鹉都吃不完；
写碧梧的美丽，可
以吸引来栖居至老
的凤凰，那是杜甫
对开元盛世美好生
活的回忆。

汉武帝经营上
林苑，方三百里，
其 故 基 跨 今 盩 屋
鄠、蓝田、咸宁、
长安五县之境。鄠县有渼
陂，景致山光水色，轻波放
舟，相当江南，" 船舷瞑戛
云际寺，水面月出蓝田关 "
（《与岑参兄弟游渼陂行》）。
万年县西南四十里，有御宿
川，据说是汉武帝曾借宿于
此，故名。蓝田县境有昆吾
亭。

不管是从昆吾亭至渼
陂，还是从御宿苑至渼陂，
沿途种满树干挺拔、枝条开
展、树冠广阔的梧桐树。这
等于是说，梧桐碧绿覆盖了
整个长安地区。

汉唐情怀以致于梧桐引

凤，寓意吉祥而深刻。

板桥风

江 苏 镇 江 地 界 有 招 隐
山，原名兽窟山，晋宋之
交，名士戴颙隐居于此，故
名。戴颙善琴，每春夏之
交，必带着酒和柑子，独坐
绿荫下，边听黄鹂清鸣，边

啜酒，边塞一片柑在
嘴里。酒至微熏，据
说这时候的琴音最好。
这就是“双柑斗酒听
黄鹂”的出处。

以柑佐酒？说是
柑能解酒故也。

名士王羲之有个
儿子叫王子猷，居山
阴时，一夜忽值大雪，
惊醒，四望皎然，因
思念远在剡县的戴逵，
遂独驾小舟，乘兴前
往。可是当他到达戴
逵的家门口时，却是

“乘兴而行， 兴尽而
返”，原路返回了。是
为“雪夜访戴”的故

典，这戴逵便是戴颙的父
亲。

扬 州 八 怪 之 头 牌 怪
物———郑板桥，靠卖画卖文
为生。其 《闲居赋》 一文
说：“旧诗书是我有缘物，
新见闻是我最乐事。高朋满
座，能为破愁城之兵；绿竹
横窗，可作入诗囊之料。以
此永日，不知乌兔升沉；借
此怡年，亦任燕鸿来往。无
心不在远，得意不在多。盆
池拳石，居然有万里山川之
势；片言只语，寂然见千古
人物之心。”

板桥清苦，自心不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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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本性，俗名王善银，霞浦水门人。1984 年
霞浦三中毕业。1985 年于江苏常熟兴福寺剃度出
家。1992 年毕业于南京中国佛学院栖霞山分院，

后赴斯里兰卡科伦坡凯拉尼亚大学佛学与巴利语研究生院留
学，获文学硕士学位。现为福州开元寺方丈兼泰宁庆云寺住
持。中国佛教协会常务理事、福建省佛教协会副会长兼秘书
长、福建省政协常委、福建佛学院院务委员会副主任、福建开
元佛教文化研究所所长。斯里兰卡马欣达·拉贾帕克萨总统

“佛教贡献奖”获得者，中国国务院侨办“文化中国·名家讲
坛”主讲人。出版 《孤僧万里行》、 《本性禅思录》 等文集 8
部共 200 多万字。

释 本 性 简 介

本性禅思录 ( 1 )

二十年前，书生意气，挥斥方遒，颇
有一番指点江山，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之味道。这样，遇上乞丐，痛其不幸，怒
其不争。对乞丐的自甘堕落，很是不以为
然，认为乃社会累赘，每每遇之，施舍之
后，便轰他们走。

时光催人，由青及壮。世事沧桑，也
催人思想从轻浮到沉稳。

二十年后，我见乞丐，又是另一番想
法。

福州开元寺，毗邻繁华街市，门前车
水马龙。近年来，屡经修整，稍具规模，
佛菩萨严以金身，法宝藏阁，僧伽年轻
化，树茂花鲜，环境整洁，清誉日隆，信
众日增，远近来者，络绎不绝，颇有一派
香火鼎盛之势。

寺之兴，也因此丐之多也，尤其在佛
教的节庆日如初一、十五、佛诞。开元寺
内外山门之间，相距近百米，一到其时，
男女老少乞丐似乎约好了似的及时汇集而
来。开元路两旁，丐碗当街，人有其位，
一字排开，有缺手者、有缺腿者、有失眼
者，五花八门，对着香客、游客、行人乃
至僧伽师傅，他们或直接乞求，或手脚示
意，或以乞求的眼光看着你，告诉你他要
你做些什么，有的以献艺替代直接行乞，
他们专注地拉着二胡，或唱着悲怨的歌
曲，让你不禁想起阿炳。

因为住持开元寺的缘故，这些境况，

日经月历、日积
月累，便耳熟眼
详，见怪不怪，
且常生出一些感
慨来。

我在想，作
为现代都市，乞
丐成群，且于公

共场所，当然，有碍都市观瞻，有失都市
颜面。但反过来一想，他们的存在，也不
是一无是处，而且，也自有其存在的客观
原因。

每天早早，寺门广开，善男信女，鱼
贯而来，当他们出入山门，当他们行走在
开元路上时，他们在寻思些什么。

如果我是信众，我会想，我也是这么
想的：我多幸运与幸福啊，你看乞丐们，
他们没脚、没手、没眼，而我有；给你一
千万，换你的手脚眼，你肯吗？我们有一
个令人认同的职业，并以之为生，但他们
没有；他们乞讨，遭善心者可怜，遭误解
者厌恶；当人们施舍时，人们站着，一付
施舍者的态势，而他们，躬着腰，陪着感
恩戴德的笑脸，甚至卑躬屈膝跪着，低声
下气，不敢正眼视你；太阳来了，我们张
伞，雨雪下了，我们也张伞，但他们没
有，我没有看见阳光下或雨雪下打伞乞讨
的乞丐，他们乞讨的命运已注定了他们没
有一把伞可以在他们乞讨时能够打开撑
起。我经常路过开元路，使我有机会看到
老中青之外的少年乞丐甚至儿童乞丐，不
管他们的乞讨生涯是情势所迫还是自愿为
之，但他们，都已经沦为名符其实的的乞
丐了。我们常人，谁愿将子女送去做乞
丐，你吗？他吗？我如有子女，我也不
肯，而作为少年儿童，他们乐于去做乞丐
吗？他们不乐于去读书去迪斯尼游玩吗？

相信答案如何自在人心。有人说，乞丐专
业户，富着呢，有洋房、有西装。但我认
为，再有这些，他也永远是乞丐，一生也
脱不了乞丐的经历，他所遭受的尊严缺
失，足以使之的洋房、西装一文不值。

想到乞丐的这些，你不觉得，你是多
么的幸运吗？每次路过乞丐群中，我就感
到自己是那么的幸运，我庆幸自己没有沦
为门外乞丐的命运。

一生的幸运难道不是一生的幸福吗！
有信徒对我说，师傅，本来，我有一

些烦恼，因为一些小事。当我看到乞丐他
们，我的一切大小烦恼，皆随风而去了。
他说，乞丐那样都照样平静地生存，我还
愁什么，难道我会比他们更惨吗？

是啊，乞丐让我们知道了知足，让我
们知道了珍惜当前美好生活的来之不易，
让我们知道了身心健康之可贵，让我们能
够正确地对待烦恼与不幸，甚至，开发了
我们的慈悲，让我们学会了布施，积累了
功德，照亮了我们未来的道路。

有人劝我说，方丈，门口乞丐为患，
把他们轰走吧，我摆摆手，没有吭声。我
的沉默，一不认同人去作乞丐，有乞丐之
举；二不认同不给乞丐一条生存之路；三
为了让这些社会最低层
的人有一个熏习佛法的
地方。因为我的沉默，
开元寺前的乞丐越来越
多了，甚至，有的还很
猖獗，抓住香客衣袖，
大有不给钱不放手之
势。

由于开元寺无需入
门券，请香不用买，平
时用便餐也不用钱，从
前两年开始，慢慢地，

胆大一些的
乞丐，近午
时，也跑进
寺院用免费
的午餐。虽
然，大家都
是 用 快 餐 ，

用各自的碗筷，但寺内师傅与信众还是意
见很大了，他们向我反映，说不应允许乞
丐进来用餐，这倒不为几餐饭菜，而是从
卫生与雅观的方面考虑，说的真诚也在
理。我说，那就辟个小角落给他们用吧，
零星的乞丐们用了一段，也许感到不好意
思或是想到老是免费用寺院的饭菜也不
宜，或许是受佛教的气氛感染，他们就再
也没有来了。近来，听其他的乞丐们说，
曾在开元寺内小角落用免费午餐的某个乞
丐，不当乞丐了，回家乡去了，说要自食
其力。我听了这消息，念句阿弥陀佛，好
象有奋不顾身救了一个落水小孩的感觉。

原以为，开元寺前的乞丐，会越来越
多，终至堵塞道路，引来相关部门的干
涉。但这些，一直没有发生，既未见多，
秩序也还尚可，似乎今年乞丐人数还稍见
减少了。我想，那可能是，国家政治稳
定，经济形势良好，百姓生活日渐提高，
男女老少的生存越来越不是问题的原因
吧。

但不管如何，我们祈望，开元寺前的
乞丐，终有一天会没有了，善男信女们，
也无需也不会以乞丐的不幸来作比较才觉
得自己是幸运的幸福的。

开 元 寺 前 的 乞 丐

大中建善誉全闽

华峰山下呗音频，
千载禅林四季新。
春满南天扬广宇，
大中建善誉全闽。

宋时莲础今犹在，

唐式钟楼别有神。
昔日扶桑来空海，

今朝常迎八方宾。

空海入唐赤岸缘

一衣带水本天缘，

空海入唐美事连。
松溴墩前留圣迹，

长溪河畔仰先贤。

追踪几度传荧幕，

论学频年集巨镌。

中日睦邻歌友谊，

并肩携手谱新篇。

松山圣地永流芳

回澜岸口历沧桑，
旗头神灯日月扬。
天后宫前迎信客，
阿婆岗下布馨香。
生平有画千秋颂，
古址留碑百代昌。
台岛分灵连血脉，
松山圣地永流芳。

三沙留云洞

桃源海国小普陀，
极目重洋白鹭翱。
庵有幻尘藏石屋，
琴无弦键伴银涛。

立夫墨迹人称美，

游寿题书众誉豪。
洞穴玲珑神斧造，

三狮宝岛共陶陶。

杨家溪畔结情缘

乘排一路景相连，
绿水青山入眼帘。
岸上荻花飞白絮，

滩边枫叶献红笺。

图腾石刻开新境，
雅座山庄别有天。
千载通津桥焕彩，

杨家溪畔结情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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