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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人笔下的锦阳川
◇郭光明/区教育局
长桥漠漠阴崖下，野草萋萋古寺边。
柿叶正青秋未老，行人指点锦阳川。
——
— 【唐】高瑾
此首七言绝句，语言精炼，素朴秀美。诗之大意是，长
桥静卧，山崖背阳；古寺僧寮，野草繁茂，青涩的柿叶，到
了秋天，还呈现出一番生机勃勃的绿色，诗人自问，如此超
乎寻常景色何处，借行人之手，以行动代替语言，点明此处正是
锦阳川。此诗境界优美，兴味隐跃，全篇无经营、造作之痕，正是
唐代山水诗的名篇，收录于清初编修的《全唐诗》。
《全唐诗》，中国规模最大的一部诗歌总集，收录唐代
诗人四万九千四百零三首诗，高瑾作为唐代山东历城诗人，
存其诗仅六首。但就是这六首诗，有两首诗咏锦阳川，可见
锦阳川之山水盛景，激发出诗人的创作灵感，将锦阳川的自
然面貌与诗人的精神风貌融为一体，同时展现给了读者，达
到一种物我相融的境界。
锦阳川，又名南川，其流量、长度及流域面积，次于济
南“南山三川”之首的锦绣川，但史上有名，称“玉水”。
《水经注》载，“玉水，导源泰山朗公谷”，称朗公谷“旧
名琨瑞溪，亦谓琨瑞水”，说玉水由朗公谷出，“经玉符
山”，“又西北，经猎山东，又西北枕祝阿县故城东、野井
亭西”，“北流注于济”。也就是说，玉水是玉水，玉符河
是玉符河。从今之四门塔景区，经柳埠东、柳埠中、东坡、
西坡、突泉、门牙等诸村，西北流向卧虎山水库的这一段，
是玉水；卧虎山水库的下游，称玉符河，一千五百多年前的
郦道元就已经做出了明确的界定。
对此，明代文学家、“后七子”领袖人物、被尊为“宗
工巨匠”的李攀龙，辞官回乡后，相约隐居锦绣川的户部主
事刘天民、家居济南的德府长史许邦才同游锦阳川后，以精
炼的语言、流畅的音节，行云流水般地作《锦阳川途中醉归
答刘山人》一诗，吟咏锦阳川，如入“无我之境”：
锦溪人醉接萝斜，邀客看花右史家。
右史未归休下马，长安城里正看花。
但是，郦道元称玉水源于朗公谷，却是有误。尽管，古
时朗公谷之涌泉、汝泉、神异泉、滴水泉、泉子峪泉，泉涌
颇丰，但相比之下，琨瑞之水充其量只是玉水的一个支流。
所以，乾隆《历城县志》称，锦阳川的源头至少有五个，分
别是窝铺峪的仙龙潭、李家塘峪的水帘洞泉、袁洪峪的茶臼
河、齐城峪的冰冰泉、西南峪的泥淤泉，可谓一川连五峪，
峪峪有泉水。据有关部门统计，流域内今有主要泉池三十九
处，史料记载而现状不详或已湮塞者还有八处。这种特殊的
地理风貌，不但汇聚起了各峪的泉水，形成独特优美的自然
景观，润育出一个个神话的、历史的传说，而且还沉淀出锦
阳川深厚的历史文化内涵和人文特质。其中：
仙龙潭
位于长城岭之龙王崖村西。此潭曾是龙王崖
之下的天然石潭，共有三个。据说，三个石潭形如铁锅、状

似瓷坛，清澈，幽深，当地人称为“三龙潭”或“龙潭”。
上世纪五十年代兴修水利时，在此处筑土坝蓄水，始称“三
龙潭水库”。二十年后，为增加水库容量，改土坝为石坝，
提升了水库的蓄水能力。同时，传唐代黄巢曾率军在此驻扎
过，遂易名“黄巢水库”，而龙潭湮没于水库坝下。
黄路泉
位于长城岭之黄路泉村西。黄路，黄巢之
路。传，黄巢与官军交战时，曾由此至交战顶。而泉也因此
而名。今之黄路泉，自和尚帽山东麓之岩洞出，先汇于长方
形水池，后沿输水管道流入各家各户，供全村人饮用。而泉
池虽被水泥板棚盖，但盛水季节，仍溢出泉池，顺山势漫流
于石坝水塘，从而使水塘芦苇丛生，沟渠纵横。
独孤泉
列明、清济南七十二名泉，收录于晚清郝植
恭之《七十二泉记》，今况不明。明崇祯、清乾隆《历城县
志》、道光《济南府志》称其“在天麻岭下，北流入锦阳
川”。天麻岭，位于窝铺峪刘家峪村之东南，因岭上广种天
麻而名。明代诗人晏璧于永乐年间出任山东按察司佥事时，
以名泉而诗，作《济南七十二泉诗》，吟咏其曰：
天麻山北水盈渠，山水流传姓独孤。
药岭茏葱含紫翠，清流岂受俗尘污。
水帘洞泉
位于李家塘峪簸箕掌之村东，梯子山之西
北山涧。此涧为泰山花岗岩石坍塌而成，洞亦为岩石坍塌而
搭架，深七八米，高、宽各约三米。泉水自洞底深处涌出，
于洞口汇合而顺势流下，穿山涧石拱小桥而从岩石顶端跌
落，形成水帘，从而构成“水帘洞”之奇妙景观，为济南第
一大瀑布群。此泉周围，岩崖峭拔，怪石嶙峋，花木丛生，
林茂谷幽，现已建成国家级4A景区。
龙门泉
位于李家塘峪之龙门村东，金《名泉碑》、
清《七十二泉记》均有著录。明崇祯、清乾隆《历城县志》
称龙门泉“在神通寺东，流入锦阳川”，民国《历城县乡土
调查录》亦称其“在神通寺龙门泉东”。此泉源于石洞，洞
口形如大门半掩。传，洞内藏有龙状巨石，泉亦因此而名。
上世纪五十年代前，泉水充沛、饱满、旺盛，致泉池“广数
亩”，人称“龙门湾”。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兴修水利时，
在泉北筑坝蓄水，建龙门水库，此泉湮于水库中。晏璧《济
南七十二泉诗》吟咏其曰：
西望龙门海藏通，香泉一脉透齐东。
桃花浪暖春三月，鹍化鹏程九万风。
枪杆泉
位于李家塘峪之桃科村。此泉源于岩壁石
洞，水自洞中出，经泉池而注入桃科水库。此处群山环抱，
山清水秀，泉水四季涌流，清《历城县志》称其“泉飞滋
圃，为龙门诸泉之冠”。传，南宋民族英雄辛弃疾，深夜单
枪匹马追杀叛徒义端，至桃科村南，天亮日出，口干舌燥，
人困马乏。辛弃疾遍处寻水不见，情急之中，举枪插向岩
壁，等拔出枪时，岩壁现一洞穴，涌出一股清泉，因而后人
此泉为“枪杆泉”。
染池泉
金《名泉碑》、明《七十二泉诗》、清《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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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泉记》均有著录。元《齐乘》称其处于“龙门东”，明
崇祯、清乾隆《历城县志》称其“在神通寺东，流入锦阳
川”，民国《历城县乡土调查录》称其“在神通寺龙门泉
东”。晏璧《济南七十二泉诗》吟咏其曰：
柳子当年记染溪，别分一派出东齐。
忆从濯锦江边过，风漾晴澜五色迷。
试茶泉
位于袁洪峪口西，茶臼河崖之东壁。袁洪
峪，因寺而名。清乾隆《历城县志》载袁洪峪“在袁洪谷
北，赵官峪、袁洪峪南，内有清流”。传，隋唐时期，山东
佛教盛行，袁洪在此修建一寺，后人称“袁洪寺”，其所在
山峪亦称袁洪峪。原国民政府山东省主席韩复榘在此兴建别
墅，但袁洪寺于明洪武年间，与神通寺一道被毁，只存遗
迹。峪内林荟苍郁，泉水众多，享有“泉源遍谷，有万壑争
流之慨”之美誉，被称为济南“南部泉都”。而试茶泉，明
崇祯、清乾隆《历城县志》、道光《济南府志》均有著录，
称“其流飞泻，入茶臼河”，列清郝植恭之七十二名泉，是
为茶臼河的源头之一。清代诗人、《趵突泉志》的作者任弘
远称，春茶既成，以此泉试之，色味鲜美，入吴兴徐献忠之
《水品》，并赞此泉：
清清一派水澄鲜，中冷南陵恐未然。
不朋吴兴曾瀹茗，谁知空谷有甘泉。
除试茶泉外，苦苣泉、避暑泉、琴泉、韵泉等，金代
《名泉碑》、明《七十二泉诗》、清《七十二泉记》均有著
录，是为济南名泉。而苦苣泉，古名莴苣泉。传，黄巢驻军
长城岭时，其女苦苣亦在其中。黄巢兵败后，苦苣率残兵继
续在此山区抵抗，因寡不敌众，全军覆没，苦苣亦撞崖而
亡。但其撞崖处，旋即汩汩流出一眼清泉，于是后人称此泉
为“苦苣”。虽然，此泉冠以“苦”字，但水质甘美，泡茶
醇香，因而晏璧诗写莴苣泉，言其寒苦而有操守，有如唐代
诗人刘言史之“素坚冰蘖心，洁持保贤贞”：
泉名莴苣一河清，万事咸由清苦成。
寤寐不忘冰蘖操，菜根咬得见高情。
而琴泉因泉声夜滴，如有琴韵而名，列清代郝植恭之七
十二名泉。明崇祯、清乾隆《历城县志》、道光《济南府
志》载其“泉声夜滴如理丝桐”。清代诗人王初桐吟咏其
曰：
苦洪峪口白云深，试听琴泉泉似琴。
何必思贤寻旧谱，高山流水有清音。
冰冰泉
位于齐城峪之冬冻台村，明崇祯、乾隆《历
城县志》、道光《济南府志》均有记载，列清郝植恭之七十
二名泉。齐城峪，清乾隆《历城县志》载其“在柳埠南，逶
迄三十余里，名胜殊多”。而冰冰泉“在泰阴秋千台，山高
阴寒，冰积如陵，故亦名冰冰台。相传岱北有顽冰，即此。
其冰，立夏始解。北经龙峡，入茶臼河”。秋千台，齐城峪
之最高山，而茶臼河“在齐城峪中，源出袁洪峪及冰冰台，
北流入锦阳川”。

卧龙池
古称龙居泉，位于齐城峪之里、外卧龙池
村，因地处东西横亘、形似卧龙之山梁而名，元《齐乘》称
其在“长城岭西”，道光《济南府志》载其“在长城岭
下”，民国《历城县乡土调查录》则称其“在长城岭西北，
茶臼河上流”，列金、明七十二泉。此泉为天然泉池，其中
位于卧龙岗之南泉池，当地人称外卧龙池，位于卧龙岗之北
泉池，当地人称里卧龙池。而卧龙池村也因此分为里、外卧
龙池村。卧龙池，面积亩余，常年不涸，虽然平时涓涓细
流，但雨季开泉后，腾突喷涌，是为齐城峪河水之源。晏璧
诗写卧龙池，称其寒月当空，冷光映照时，细流涓涓，无声
地流出池塘，流向山溪：
东望扶桑海岱连，澄潭月冷水涓涓。
钓竿一拂珊瑚树，惊起潭心龙夜眠。
泥淤泉
古称印度泉，位于阎家峪之泥淤泉村。此泉
因村之古名“印度”而名，又因常被山洪所冲，泥沙淤塞而
名，其所在之村亦随泉名改泥淤泉村。明崇祯、乾隆《历城
县志》、道光《济南府志》载其“在梨峪庞家庄”。梨峪，
乾隆《历城县志》载其“在柳埠西南，两山一水，延袤三十
里，南抵长城”，称在梨峪之阎家河，“源出印度泉，流入
锦阳川”。今之泉池，有泉三眼，相距不足五米，呈“品”
字形布局，其泉之主源，池深十米左右，底部向北斜下有
洞，深不可测，传与海底相通，故又俗称“海眼”。泉旁有
一株古槐，当地人称之为“唐槐”。
突泉
古名都泉，位于锦阳川西段北岸之突泉村，金
《名泉碑》、明《七十二泉诗》、清《七十二泉记》均有著
录，列济南新七十二名泉。清郝植恭之《七十二泉记》称
“都泉在中宫，为岱北诸泉之总聚也，水之所聚，曰
‘都’”。当地村民称，泉水从地下涌出，成凸起状，故名
“突泉”。此泉清澈甘甜，由地下涌出，经池壁石洞暗流，
又注明渠西流，形成溪抱渠绕之势，汇入锦阳川，因而古时
曾称此村为“溪抱村”，清乾隆《历城县志》称其“在中宫
东南皇姑寺溪抱村，流为岱北诸泉之总”。其中，皇姑寺不
可考，但泉边曾建有唐代皇姑庵，庵内曾建有石塔一座，俗
称龙虎塔，又称小唐塔，上世纪七十年代初迁至四门塔景
区。此村水绕农舍、溪水柳岸，深受清代山东历城诗人朱倬
喜爱，用近乎白描手法，以二十八个字而勾勒出一个风景如
画的泉村形象：
稻池林壑太幽偏，柳埠人家近市廛。
最是都泉好风景，山花如绣锦阳川。
而其七律《都泉僧舍》，着墨居山临泉，诗写皇姑庵空
阔、奇妙、充满生机的景象：
一龛灯水惬幽偏，鸭脚林中屋数橼。
村叟有时来问字，山僧终日不谈禅。
香炉侧柏烟相续，茗碗连翘叶自煎。
辛苦半生耽此味，岩栖便拟送流年。
最是都泉好风景，山花如绣锦阳川。
除上述之泉外，锦阳川之安子峪口的安子沟泉，四季长
流；跑马岭的石窑泉，常流不竭；涌泉庵遗址的涌泉，瀑布
飞悬，流入锦阳川；东岸的醴泉，晏璧赞其“历下泉如竹叶
清”；传说与东海相通的锡杖泉，曾流出过海螺壳；四门塔
滴水峪的神异泉，传朗公禅师至此，闻地下有水声而命人掘
出；明、清《历城县志》称“在黑牛寨前黄尖下”的苦梨
泉，“流经罗伽峪，入云河”……而因了如此众多的山泉，
锦阳川才有了云林竞疏柳、霞彩映晴川的壮美风景，才有了
清代诗人谢阡意境深邃、画意甚浓的《秋晚过玉水》：
一段天然画，晴寒眼倍明。
悬崖临玉水，远岸耸齐城。
潦尽舆梁便，风回雁阵惊。
印须欣即见，刻烛续诗盟。

致敬！光荣的中国共青团
——
— 献给区十六次团代会
◇韩继联/鲍山街道
致敬，光荣的中国共青团
从您诞生的第一天开始
青春的旋律
不停地在耳边响起
浴血奋战的英雄气概
在心中荡涤
翻身解放的喜悦画面
在眼前闪烁
建设祖国的丰功伟绩
在脑海里展现
大美济南新时代的宏伟蓝图
在胸中绽放
浑厚的交响旋律奏出一曲曲激昂的
乐章
在这英雄的土地上争相斗艳
我用清泉滋润的喉咙大声呼喊
呼喊这，青春的号子！
化作彩虹，热血一腔

洁白的云彩穿梭于
美好与幸福的流动空间
与泉城一起构筑美满和谐的快乐天
地
坚定不移是共青团的魅力和品质
与你相依相随
将激情点燃行进中的火把
照亮前程不屈的脊梁

瞭望前进的路
鲜红的团旗伴随奋进的脚步相映在
喜悦中
嘹亮的歌声穿越时空
唱响民族复兴的时代强音
永远跟党走
让我的躯干凝聚坚韧，坚强无比
贴近我
聆听，我内心奔涌的华夏情
是那样的灿烂！
用一生的热烈展现和奉献
去丈量，祖国与青春的距离

看过多少美的展示
共青团在我们心中不可动摇
这是智慧的魅力和大气
回眸创建时的共青团
多少人为她牺牲，为她奉献
从心底发出的赞叹与泉水相依相随
清澈的激流奔流不息
让动人的歌谣随泉花一起沸腾
解读共青团的豪迈所在

致敬，光荣的中国共青团
你那坚强的臂膀孕育着无穷的力量
在心灵深处耸立
坚韧的身躯投入建设祖国的怀抱
凝视着这个光荣的集体
人民不会忘记
岁月不会忘记
建设美丽家园，我们的期盼
已被勤劳的家乡人民
用丰硕挂满微笑的双手
描绘出永远的芬芳
多少年来
共青团的印记
走进无数人的心坎
描绘过无数的情真意切
展现出那一朵朵湛蓝色天空中

骄傲自豪的共青团组织
那经久不息的劳作
一如慈祥的母亲讲述着年年月月
从风雨中抵达幸福的彼岸
让我相信，美
就在青春岁月中产生
凝视她
让热情奔放的脚步装点民族复兴的
豪迈

致敬，光荣的中国共青团
走过春夏秋冬，暑往寒来
崛起的中华民族像一匹脱缰的骏马
在五彩的大地上奔腾
那青春的活力
带给我们辽阔的胸怀和无数真诚的
感动
在生命中绽放
体现这厚重的价值与绚丽的风采
共青团的故事
豪放潇洒的步伐如火如荼
泉水叮咚的音符在耳边响起
一如暖风萦绕心头
令心底产生敬仰和崇拜
坚韧是你的品质
奋进是你的性格
数十载风雨铸就的脊梁
依旧挺拔

地址：济南市 洪楼南路2号

邮政编码：250100

青春装扮着四季
在这里追求喜悦和浪漫
爱，在青春岁月里孕育着芬芳
接纳芳草和鲜花的萌动
越过蓝天，越过人群
在高昂中升华
温馨了美丽的晨夕
把一幅幅朝气蓬勃的画面镶嵌在幸
福的
永恒记忆中
把共青团作为伴侣，无怨无悔
把梦想融入事业，始终如一
投入共青团的怀抱
倾诉青春的情怀
随泉水的翻腾唱起动人的歌谣
让情和爱通向四面八方

↑ 瞬 间（ 摄 影 ）

致敬，中国共青团
花开在丰收的路上
束束的艳丽
累累的硕果
印在共青团人的记忆中
走进这片沃土
一缕缕春风迎面而来
她带给人温馨，带给您祥和
喜庆的脸庞述说着
幸福美满，和谐和睦
如同一股股泉水绽放着美好未来

在一朵花前等待
◇倪希莲/港沟街道

共青团以无限的光芒照亮青春的色
彩
雄壮的身影已伴随
新时代前进的脚步
再启程远航
望着泰山那巍峨的身姿笑傲东方的
天际
一股股青春的朝气在闪烁
承载着共青团那厚重的价值
去追随勇往直前的坚定信念
用永不言败的诺言谱写新时代的永
恒篇章
站在泉水之巅
沐浴着新时代的春风
高歌“光荣啊，中国共青团”
把心中赞美的歌——
— 永远唱响

“ 团 ”聚 青 春 盛 会
电话：88161125

88161127

轻点 再轻点
听 叶脉里流动的柔情
月光悄然打开所有的梦
谁说 等待毫无意义
我却看到蝴蝶停了下来
尘埃停了下来
时光也停了下来
和我一起 静待花开
记忆的风 晃了晃
追随一只萤火虫 飞远
我知道 那是你来的必经之路
有一排排思念
为你照明

绚丽惊艳白玉兰
◇傅先河/区人民检察院
绰约新妆玉有辉，素娥千队雪成围。
我知姑射真仙子，天遗霓裳试羽衣。
影落空阶初月冷，香生别院晚风微。
玉环飞燕元相敌，笑比江梅不恨肥。

数字版网址：http://lc.licheng.gov.cn

王惠明/区文广新局

邮箱：lcxwzx@126 .com

3月15日，由省图书馆、市摄
影家协会、区新闻中心、区摄影
家协会、人民摄影报明星摄影研究中心、枫丹白露文
化工作室、东方摄影网主办 ，山东明星汽车集团公
司、山东云逸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协办，郑立强《净化
— 趵突泉》两个专
尘嚣——
— 大明湖》、《荡涤尘嚣——
题摄影展展出。影展照片拍摄年代自上世纪70年开始
到本世纪2017年止，历时40余年。影展共展出照片各
80幅 ，均为精品力作 ，有相当的史料价值与审美价
值，并配有自撰诗、联、曲，颇可一观。
这两个影展是大明湖、趵突泉有史以来第一次全
景式的专题展示，是灿烂民族文化、自信、守正与创
新的有力佐证。(枫丹白露文化工作室)

文化简讯

白玉兰本是南方树种，不知何时起在北方蓬蓬勃勃、繁衍
壮大起来，公园里，街道旁，楼前楼后到处可见她的倩影，成
为济南人最喜爱的树种之一。
我单位的院子里就有十几棵高高大大的玉兰树，以门厅为
界，东面六七棵，西面五六棵。在春风的吹拂下，她们次第开
放了。花朵有九片花瓣展向四方，翩翩欲飞，舒展而饱满，优
雅而大方。青白片片，白光耀眼，迎风摇曳，神采奕奕，宛若
天女散花。满树花香，沁人心脾，绚烂无比，花形酷似莲花，
极其圣洁。几天来，我时常站在院子里，或远望，或近瞧，变
换角度，仔细审视。花儿似乎通人性，解人心，知道我怜惜
她，在意她，总是一副笑意盈盈的样子。和花儿进行一番交
流，总能缓释压力，洗涤心灵，浑身通泰，特别是疲惫的双
眼，就像洗过一样舒适透亮。

副刊邮箱：lchuabuzhu@126 .com （ 内部资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