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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就想去全州文桥看桥了。因为《桂林交
通志》对全州文桥乡间桥梁的介绍，引起了笔
者的兴趣，故有了想去探访的念头。

春节期间，笔者驱车来到文桥采风，领略
了文桥和桥的一些故事。

文桥镇距全州县城 48 公里，距桂林市区
160 多公里，北与湖南东安县相邻，面积 335
平方公里，人口 5 万多。它地处越城岭下，
四面环山，呈小盆地状，有“三山六岭十二
桥”(《全州县志》记载)之称。三山，即笔架
山、杉木山和谏山。六岭，指熊家岭、奉家
岭、矮岭、西岭、桥头岭、巴蕉岭。而文桥的
桥却何止十二座呢，每座山每座岭流下的小
溪，溪流上都有桥，数十条乡村道路，路路都
有桥。

文桥因桥而得名。该镇建桥之多，是罕
见的；筑桥之美，也是少有的。文桥镇境内
风景优美，处处可见历经几朝几代的风雨亭
桥。

文桥镇桥梁种类繁多，有风水桥、风雨
桥、石拱桥、木板桥、石板桥、亭廊桥等，有
上百座，美趣各异。而最具地方特色的应该是
风雨桥，现全镇共有 22 座。

文桥为什么桥多？据文桥镇上了年纪的伍
大哥介绍：桥多的原因有三，一是文桥有万乡
河、宜湘河、文桥河、谏水等 10 多条河流纵

横境内，造成居民村庄、田园被分割，须用桥
连接“山水之隔”。二是文桥“地灵人杰”出
了不少官员，《全州县志》称：“长、万二乡
出白米，思、建二乡出刀枪，富贵落升乡。”
民国以前，全州行政区划为恩德、建安、宜
湘、长乐、万全、升平等 6 个乡。升平乡就
是现在所辖的文桥、庙头一带。这些官员为光
宗耀祖、流芳百世，往往为家乡捐资修桥。尚
存完好、有气派的风雨桥和石拱桥，多半是在
外做官的捐建的。三是文桥的群众有募捐修桥
“积阴功”的社会习俗。小孩呱呱堕地降临人
世到蹒跚学步，其父母要择定吉日为小孩架一
便桥或修一段路。更重要的是文桥的村民有护
路养桥的意识。村村有护桥的村规民约，如桥
的修缮期限、资金筹措、对破坏者的处罚办法
等，都有明确的规定。

笔者走完文桥镇周围的几个村庄，确如
《全州县志》记载的“三山六岭十二桥”的景
象。以下为文桥几座桥的简介———

东峰桥：位于镇政府所在地的河流上，右
傍一小山地，左连一片宽阔的良田。桥身下面
是两孔石拱墩，桥面铺设平展的青石；上面是
木瓦结构，圆木柱、方栏杆、长条凳，顶盖木
椽青瓦，造型美观大方。

南溪桥：位于文桥镇宅地村南 500 米，
当地村民募捐修建于清朝嘉庆五年至光绪二

十四年间，村民曾集资进行维修， 1952 年
又进行第二次维修。虽经多次维修，仍基
本保持原貌，结构朴实，富有地方特色。
该桥为木石结构的风雨桥，河中有两个青
石桥墩，全桥长 22 米、宽 4 米，桥亭为长
廊式，由四排 56 根直径 18 厘米的杉木圆
柱支撑桥廊，两侧分设栏杆，桥面用厚实
木板平铺，桥亭顶盖青瓦。

郑家桥：位于文桥镇文桥村东北 200
米处，为当地村民募捐修建于清代，具体年
数无考。有桥亭以便过往行人歇息、避风
雨，桥身较长，造型朴实， 1963 年曾维
修。该桥河中有三个石桥墩，大圆木铺架，
桥长 27 米、宽 4 米，桥面平铺厚实木板。
长廊式桥亭，高 4 米，由四排 72 根圆木柱
支撑，两侧有栏杆，顶盖青瓦，为歇山两坡
顶。郑家桥旁现又建有一座水泥公路桥，供
车辆通过。两桥并排，取名友谊桥，老百姓
又称兄弟桥。

黄家亭子桥：位于文桥镇锦福黄家东北
200 米。当地村民于光绪二十八年募捐修
建。四周均为稻田，既便于行人过往，又可
供人歇息避风雨。桥亭子为长廊式，设计富
于地方风格，装饰较讲究美观。该桥为木石
结构的长廊式风雨桥，有青石桥墩，长 16
米、宽 6 米，桥亭高 6 米，桥面平铺青
石。桥亭由四排 44 根圆杉木支撑，梁上装
饰颇具匠心，为精致的荷花和向日葵的雕刻
图案。亭中设有烧香的供台神位。长廊歇山
式，中部一亭也是歇山顶与亭廊构成重檐，
背角飞翘别具一格，长廊两侧有栏杆，结构
完美。

大缘桥：建于清朝，有青石雕刻的“大
缘桥”三字在门头上。两侧有对联“停肩歇
足便行人，避日乘凉留过客”。民国三十二
年重修。

凌云桥：位于文桥镇谏山村。明朝万历
八年修建，至今有 400 余年历史。此桥有
段动人的传说。古时，此村多灾多难，民不
聊生。原来是前面有一座山，貌似狮子，狮
子张口龇牙怒视该村，于是村民请来高师名
匠，建成一座雄伟的瓦桥高高耸立村前，圆
形石跨正对狮子，桥下丈余远筑一石坝，造
成水落差，翻起一股白浪，发出巨大轰隆
声，镇住了狮子。从此，风水桥为该村消灾
避难，人民安居乐业。

一、项目名称：桂林南百竹木业发
展有限公司厂房租赁

二、项目编号： NNBH-ZB-
2019010

三、首次公告日期： 2019 年 6 月
11 日

四、南宁百货大楼股份有限公司拟
代桂林南百竹木业发展有限公司对桂林
南百竹木业发展有限公司厂房租赁进行
国内竞争性谈判，因桂林南百竹木业发
展有限公司内部原因，致使该项目的采
购需求发生变化，故中止采购。

采购人：南宁百货大楼股份有限公
司

时间： 2019 年 6 月 24 日

采购中止
公告

为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提高桂林市创建全国文明
城市社会宣传水平，营造浓厚创城氛围，中共
桂林市委宣传部、桂林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
工作指挥部办公室决定面向全社会开展创建
全国文明城市社会宣传设计方案有奖征集活
动。现将有关事项告知如下：

一、征集主题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

想、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国梦、扫黑除恶、
脱贫攻坚、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关爱未成年
人、传统美德、邻里和谐、志愿服务、大政方
针、形势政策、市民公约等为主要设计主题。

二、征集时间
参赛公益广告设计图即日起可随时报

送，投稿截止时间为 2019 年 7 月 31 日。
三、征集要求
1 . 围绕征集主题，突显桂林地域特色和

文化内涵；
2 . 文字表达简洁、优美，富有创意，文明

健康；

3 . 宣传内容正确，符合国家有关法规和
社会主流价值观；

4 . 严禁剽窃他人作品，如发生版权纠
纷，由投稿者承担责任；

5 . 主办单位对入选作品无偿拥有展览、
发布、编辑修改及用于公益宣传的权利。

四、征集设计类别
(一)户外宣传广告类
1 . 户外广告宣传栏；
2 . 建筑物外墙、小区围墙(围栏)、建筑

围挡等墙体；
3 . 灯杆、大型高炮等；
4 . 宣传牌、垃圾箱、配电箱等公共设施；

5 . 机场、车站、码头、公交车站、站台、停
车场等宣传栏；

6 . 停车场收费岗亭。
(二)室内宣传广告类
1 . 商场、超市的服务台、货架、收银台

等；
2 . 办公室、宾馆饭店、火车站、机场、汽

车客运站、书店、政务大厅、医院、超市、银行
网点、营业厅、城市避难所、青少年课外活动
中心、集贸市场等场所的墙面；

3 . 宾馆饭店的服务台卡、餐桌卡、提示
卡、指示牌；

4 . 公交车、出租车贴等。

(三)大型宣传造型
重要街道沿线花圃、十字路口、大型

广场、绿地等。
(四)园林小品
道路绿化带、小区绿化带、公园路径、

广场绿地等。
(五)创城宣传资料
1 . 创城宣传手册；
2 . 致市民的一封信；
3 . 创城宣传纪念品(环保袋、扇子、牙

签盒、纸巾盒等)。
五、投稿方式
各应征单位和个人自启事刊播之日

至截止日期为止，以电话或电子邮件形
式向桂林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指挥
部办公室报名。交稿截止时间为 2019 年
7 月 31 日(邮寄以邮戳为准)。应征单位
将设计图的纸质文稿一式三份(注明单位
名称、通信地址、联系人姓名及联系电
话)通过邮政特快专递(邮政 EMS)邮寄或
专人送交到桂林市委宣传部 849 室，同
时将设计稿电子版发送至指定邮箱。邮
寄地址：桂林市临桂区西城中路 69 号创
业大厦主楼 849 办公室；联系邮箱：
glsccb@163 .com ；联系人：李明汀；
联系电话： 0773-2848902 。

六、奖励方式
主办方将组织评审组及大众对征集

设计稿进行评选奖励，对获奖单位予以
一定奖励，并将获奖设计稿在桂林市主
流媒体及市属新媒体上予以展示。

中共桂林市委宣传部
桂林市创城工作指挥部办公室

2019 年 6 月 26 日

关于征集桂林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
社会宣传设计方案的启事

文桥的桥
□莫志生 文/摄

▲文桥的友谊桥

▲文桥的拦水坝旱桥

▲文桥的古民居

▲田埂中的石板桥

▲文桥的东峰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