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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刘健 文/摄

静卧湘江边，成为桂北区域性

商贸“巨龙”

界首镇位于兴安县北部，正好处在两处山岭
之间的隘口处，群山围绕而形成天然的屏障，且
水陆交通便利，防御外敌的优势突出，是兵家必
争之地。

“此前，长江流城与珠江流域之间隔着巍巍
的五岭山脉，横亘湘桂边境的南岭山势散乱，陆
路往来很难，水运更是无路可通。因为湘江、漓
江上游相距很近，当时为方便运送士兵和战略物
资，秦始皇下令修筑运河，将长江水系与珠江水
系连通。秦国军队因此扎营在界首以建设渡口，
至公元前 214 年，灵渠建成，形成了打开南北
水路交通的要道。”界首当地民俗学者刘建新
说，以前全州属湖南，而兴安属广西，界首正处
于两省的交界之处，故名界首。

宋时有“尤先理财”令众“政事之先，理财
为急”的思想，界首的商贸规模也在此浪潮中进
一步扩大，聚落规模也随着商业格局而逐步发
展，带状古镇的空间格局迅速形成。

“古镇依湘江而建，地理位置优越，是兴
安、全州、灌阳、资源四县交界之地。界首自古
就是湘桂走廊咽喉要津，连接湘桂两省和桂北四
县的水陆交通枢纽，也是广西与中原地区往来的
要塞和桂北区域性商贸中心。”刘建新说。

“我们街上最热闹的时候人都挤不动，有榨
油的、卖布匹和杂货的，也有打铁的店铺，其中
湖南人和江西人店面开得最多。远处的人来界首
赶集往往要住宿，所以街上旅馆也很多。像饭
馆、茶楼这类店铺，一整天都是人来人往的。”
在界首古镇， 89 岁的黄玉英奶奶告诉记者。记
者了解到，现在界首有保存完好的古建筑群，被
称为“老街”。至今在老街上还有保存完好的明
清时期的 300 多座骑楼商铺。据悉，这里也是
全国县级规模最大、长度最长、风貌最完整的古
骑楼建筑群。

6 月初，桂北多雨，湘江水格外丰沛。记者
来到古镇老街上，看到一排排整齐的骑楼建筑保
存得十分完好，墙面上还能看得见一些日渐剥落
的民国时期商号的字样，可以想象这里曾经有过
的兴盛和繁荣。

“老街是桂北地区唯一一条保存完好的骑楼

古街，沿街商铺外的上千个廊柱形成了宽 3 米
多、长 1300 米的骑楼长廊。骑楼的屋檐边装有
承接屋顶雨水的排水系统，雨水通过埋在廊柱中
的陶管，直接引到下水道中排入湘江。屋顶的雨
水溅不到街上，做买卖的人下雨天也淋不到雨，
行人也不会湿了鞋。”今年 52 岁的老街社区居
委会主任钟荣毅告诉记者。

记者在现场看到，界首古镇的空间界面不
高，建筑形制、色彩统一，建筑装饰古朴，但细
部处理工艺精湛。坡屋顶和马头墙错落有致，青
砖垒砌的白墙与镂空雕花的门窗及木栅栏形成了
虚实对比，灰瓦、白墙，深褐色的木质构架，与
周边山水景观相互辉映，形成了高低错落、美轮
美奂的天际线。古街建筑紧紧相连，犹如一条巨
龙卧于江边，气势恢宏。

楚文化遗风让古镇居民生活充

满“仪式感”

湘江是界首人民的母亲河，居民在此安居乐
业，繁衍生息，对水产生了难以割舍的情愫。湘
江水赋予了古镇生命的灵动，也是古镇居民思想
创作的源泉。

“界首的龙船很多，光是街上就有五艘，而
且有三处地名是以龙船命名的。我们有青龙街、
白龙街、黄龙街，周围七八个村子也都有专门竞
赛的龙船。每年竞赛之前，大家便把龙船沉入湘
江中，因龙船是松木钉起的，越浸水越经用。每
到五月初，就将船起出，先是试划，端午这天小
赛，而到十三这天，便进行大赛。在之这前，放
龙舟和起龙舟我们都要举行隆重的仪式。而且我
们这里还有一个风俗，每条船下水以后都会形成
一个‘地盘’，其他船开到我们的地盘以后，我
们就要放炮仗‘接风’，还要热情招待船上的
人。”古镇今年 71 岁的唐贤民老人说，大赛这
天早上，整个兴全灌地区的农民都赶来看热闹，
将湘江东岸的龙船山挤得满满的，而西岸的吊脚
楼上面也挤满了人。

唐贤民告诉记者，当地五月十三是“大端
午”，各船队将象征龙船的彩旗插于江岸，从庙
中抬出龙头、龙尾，整个湘江河面锣鼓喧天，两
岸观众喊声不绝。大家还会往江中撒酒饭和粽
子，以纪念屈原。

“我们本地人都知道屈原，哪怕是那些没有
读过书的人也知道。我们这里和楚文化的渊源很
深，书上也记载了战国周安王时期，楚悼王遣大
将吴起平南越，界首一度被纳入了楚国的疆

域。”唐贤民说。
在界首古镇，还流传着一种“喊席”的习

俗，更有楚文化遗风。采访中，记者在古镇见到
了“最后一批”还会喊席的人。

“以前，在我们这里结婚、满月、大寿、中
榜、白喜事等，都要举办宴席。宴席上要喊席。
喊席由两个人来喊，一主一次、一唱一和，以增
添宴席的热闹气氛。也有 4 个人来喊的，除了
主次席以外，另外两席都是应和为主。” 1959
年出生的唐贤均说，喊席的人叫席首，要能说会
道、随机应变，更要酒量好。

主家设宴，有一席、二席为主席，也有四席
为主席的，大点的宴席也有八个主席的，上堂屋
4 席、下堂屋 4 席。每桌有炭盆， 8 人围坐。其
中，一席、二席的主席设在正堂屋，背靠堂中香
火，一般为主家最为敬重的宾客而设。等到宾客
入席坐满，喜炮轰鸣，喊席就开始了：

主席首喊：“娘亲舅大，敬请舅父大人坐上
席。”主席首和舅父相互躬身行礼，舅父排席入座。

主席首喊：“爷亲叔大，敬请姑父大人坐二
席。”双方行礼作揖躬身，姑父排席入座。

宾客排席入座，主席首令：“贵客坐齐了
呀？”席首答：“坐齐了。”

主席首令：“各席有主，请动升壶。”席首
答：“哦。”

主席首令：“未曾涨上酒呀！”席首答：
“涨上了！”

主席首令：“请！”席首答：“哦。”
主席首令：“酒未曾明呀！”席首答：“酒

明了！”
主席首令：“请用箸。”席首答：“哦。”
……
说得兴起，唐贤均还现场即兴“喊”了一小段。

他告诉记者，界首古镇人十分注重礼仪、讲规矩。
以喊席来说，假设主席首令喊到了喝酒，就绝对不
能吃菜，喊到了用箸才能动筷，否则就会被认为不
懂规矩。其次，当地人说话也很有“楚味儿”，不仅
讲究用词押韵，而且还充满仪式感。

“我们小时候看到别人喊席，内心就会很羡
慕，然后在心里自己学。 20 多岁的时候，我差
不多就已经可以喊席了。等到真正开始喊席，我
那种高兴的劲头就别提了，感觉自己就是一个古
时候的大将军，大家都要听我号令。”今年 61
岁的古镇居民王家林说。

“界首还有个特别的习俗，结婚当天，新郎
和新娘要抬糖茶敬客，按长辈的辈分大小轮流敬
茶。敬茶要讲彩话，彩话多带有调侃的意味，也

讲究押韵，并且要求诗由心出。”唐贤民说，之
后再送新郎回洞房时，双方还要对诗，“喊”声
里充满了古老的调调。

唐贤民告诉记者，跟喊席类似的，在界首还
有贺郎歌、出嫁歌、马仔调等。

古镇居民告诉记者，每年元宵节期间，老街
上尤其热闹，晚上街头巷尾灯火齐明。文艺队由
火流星开道，龙灯、狮子、牌灯随行，还有各种
动物灯和旱船表演。数公里外的群众都来观灯，
把老街围得水泄不通，直到深夜方才尽兴。

传承和发扬红色文化，古镇焕

发新活力

“ 1934 年 11 月 25 日，中革军委决定中央
红军分四路从全州、兴安间抢渡湘江。先头部队
红二、红四师各一部渡过湘江，控制了从脚山铺
至界首间 30 公里的湘江两岸渡口。当时形势已
经极其危急。”在湘江战役纪念馆工作了 20 多
年的讲解员尹汤怀说，但中央红军由于博古、李
德的错误指挥，携带着印刷机、 X 光机等大量
的辎重设备，行动非常迟缓，错过了渡江的最佳
时机，以致中央红军在前有敌军堵截，后有大量
追兵，头顶有狂轰滥炸的飞机的情况下，和敌人
展开了长达七天七夜的激战，损失惨重。

至 12 月 1 日下午，敌军占领了界首，封锁
了界首渡口，立即拆除并烧毁了浮桥，界首至脚
山铺江段的所有渡河点全部被封锁。而此时，红
一、红三军团和军委纵队已全部过江，红五、红
八、红九三个军团的主力也在这天过了江，蒋介
石精心策划的第四道封锁线被突破。

“与其他部队不同，红军穿着跟我们老百姓
一样的衣服。还有好多红军战士没有鞋，只是用
布条绑着脚，趁夜渡河。我那时候才十几岁，亲
眼见到红军在界首走了四夜。当时红军没有电
筒，只能打着火把走路，而且他们对老板姓很爱
护。”今年 95 岁高龄的马有益老人在谈论起红
军时，显得异常兴奋。他告诉记者，他那时还
小，就跟在红军后面一直看他们。他亲眼见过红
军战士在战斗间隙还帮着老百姓挑水扫地，料理
家务，后来老街上还有两个人参加了红军。

“我的母亲曾亲眼看到过红军。她告诉我红
军的首长当时就驻扎在红军堂里，等红军走了以
后，老百姓才知道那位首长就是朱德。”今年

77 岁的唐宏福老人说，红军过江时需要架设
浮桥，老百姓就自发把家里的门板拆下来送给
红军，红军在每一块门板上标上记号，用完后
原样返还。

“当年红军来到我们镇上，打土豪后将缴
获的生猪宰杀了分给我们这些穷苦老百姓，对
于那时候一年吃不上几次肉的老百姓来说，如
同提前过年一样。”根据马有益老人的描述，
记者在界首老街一头找到了那处叫做三官堂
(红军堂)的古老建筑。

“三官堂曾是镇上供奉天、地、水三官的
老祠堂。当年红一军团前锋渡过湘江后，设的
临时指挥部就在三官堂。随后红三军团接防，
军团首长彭德怀把指挥所也设在三官堂，亲自
指挥灌阳新圩、兴安光华铺阻击战。”据三官
堂（红军堂）管理员黄友明介绍，三官堂是当
年朱德、彭德怀指挥红军突破敌人第四道封锁
线的湘江战役指挥所旧址，又是红军在门前架
设浮桥渡河的主要通道。当地人为表示对红军
的怀念，将其改名为“红军堂”。 1981 年 8
月，红军堂被列为广西壮族自治区重点文物保
护单位， 2006 年 5 月，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
保护单位。

在红军堂，记者看到，不仅有复原的指挥
所和浮桥，还有许许多多红军留下来的故事，
一一细读，生发无限感慨，也对那段历史和红
军精神肃然起敬。

“湘江战役是中央红军长征以来最壮烈的
一仗，也是关系生死存亡的关键一仗，不仅使
红军完成了战略转移，而且使红军开始反思
‘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为遵义会议的召开
打下了基础。”尹汤怀向记者讲述湘江战役的
特殊意义。

现如今，随着从中央到地方对红色文化的
传承和保护上升到了新的高度，到界首红军堂、
界首渡口、光华铺阻击战旧址、红军墓等各个红
色遗址遗迹参观和缅怀先烈的人逐年增加。

记者从界首镇了解到，在新型城镇化示范
乡镇建设过程中，该镇十分注重历史文化的保
护和传承，投入专项资金修缮了红军堂及光华
铺阻击战遗址和烈士墓，让红军精神代代相
传、永放光芒。目前，该镇被国家十三部委确
定为红色旅游胜地，也是全国十大爱国主义教
育基地之一。

界首古镇：红色文化与楚文化交相辉映
兴安县的界首古镇起源于

两汉，发展于唐宋，繁荣于明
清，是名副其实的千年古镇。

古时，全州属湖南，兴安属广
西 ，界首正好处在两省交界
地 ，故名为界首。在明清时
期，古镇住有上千户人家，徐
霞客在游记中称其为“千家之
市”。

界首古镇依湘江而建，地
理位置优越，连接湘桂两省区
和桂北四县，是广西与中原地
区往来的要塞和桂北四县的区
域性商贸中心 ，也是中原文
化、湘楚文化与岭南文化交流
融合的“桥头堡”，这为当地
留下了一些楚文化符号。

界首古镇还曾是红军长征
浴血鏖战过的地方， 1934 年
11 月 27 日-12 月 1 日，中国
工农红军曾在这里与国民党军
队进行过激烈的战斗，至今古
镇还流传着许多关于红军的故
事和事迹。界首因此形成了鲜
明的“红色文化”，并且成为
了远近有名的红色文化教育基
地。

核心阅读

▲界首古镇老街一角。

▲居住在古镇老街上的老人。

▲当年红军就是从这里渡过湘江。▲坐落于古街上的红军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