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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访武义古村落

范村：厚重的文化 悲壮苍凉的历史
阴 古梁 涂志刚

范村位于武义县城的西北部袁 直线距
离约 10千米袁 平均海拔 57米袁 是全县海
拔最低的一个村落遥 范村北依梅山袁 南临
武义江袁 与金华焦岩村一箭之遥袁 也是武
义北大门的重要交通要道遥
范村是北宋范仲淹侄儿后代的聚居地袁

它传承了范氏文化袁 终于在历史长河中成
为武义一大望族遥 自元代建村以来袁 累积
了厚重的文化袁 沉淀了悲壮沧凉的历史遥

目前范村依然保留着古老的村貌袁 武
义江水依然傍村而过袁 在江的对面横亘
着金温铁路袁 村后是宽敞的金丽温高速公
路袁 扩建中的 野十白冶 线穿村而过遥 这三
条现代化的交通要道象三条巨龙形成一个
巨大的 野川冶 字在村前尧 中尧 后腾飞向东
南而去遥
范村由范村尧 百家地 渊山坑寺冤尧 芦家

三个自然村组成袁 村委会设在范村袁 全村
除范姓外尚有李尧 陈尧 王尧 何尧 芦尧 朱尧
潜等姓氏遥 全村 200余户袁 1270余人袁 耕
地面积 600多亩尧 山林 5000余亩遥

范村溯源
武义范姓村落袁 除履坦镇的范村为范

仲淹侄儿的后裔之地外袁 尚有南部地区三
港乡范仲淹嫡传二十八代孙繁衍的章湾村遥

在翻阅武义范村 叶梅山范氏宗谱曳 时袁
在各朝代修谱的序中袁 处处可见 野范文正
公冶 的字眼袁 谱中还收有范仲淹自己写的
谱序以及南宋朱熹 叶题范氏谱序曳袁 可谓显
赫遥 范村范氏虽不是范仲淹嫡传后裔袁 然
而袁 范仲淹作为北宋的政治家尧 文学家袁
在中国历史上的重大影响不仅给范氏家族
史写下了耀眼的一笔袁 而且也使范氏子孙
深感殊荣遥 因而袁 不少范氏支系无论是不
是范仲淹的后裔袁 他们在编修宗谱时都要
千方百计把范仲淹举证为嫡祖袁 哪怕不是
嫡祖袁 也要牵上范仲淹是其族亲遥

关于范氏源流袁 范仲淹在皇祐三年
渊1051冤 曾作家谱序袁 武义 叶梅山范氏宗
谱曳 中曾全文录用院

野吾家唐相履冰之后袁 旧有家谱遥 咸通
十一年庚寅 渊870冤袁 一枝渡江为处州丽水
丞袁 讳隋遥 因中原离乱不克归袁 子孙遂为
中吴人遥 皇宋太平兴国三年 渊978冤袁 曾孙
坚尧 埛尧 镛尧 堉尧 昌尧 言六人袁 从钱氏归
朝袁 仕宦四方袁 终于他邦袁 子孙流离袁 遗
失前谱遥 仲淹蒙窃国恩 袁 皇祐 渊1049要
1053冤 来守钱塘袁 遂过姑苏袁 与宗族会袁
追思祖宗袁 既前谱获复袁 惧后来昭穆不明袁
乃于族中索所藏 叶诰书曳尧 叶家集曳 考之遥
自丽水府君而下袁 四代祖考袁 及今子孙枝
派尽在袁 乃创义田袁 计族人口数袁 而月给
之袁 又理祖第袁 俾复其居袁 以永依芘作袁
继家谱而次序之遥冶

明代洪武十年 渊1377冤袁 金华清江十四
世孙袁 范贤写有一篇 叶范氏源流曳 的文章袁
现节录如下院

野范氏之先乃陶唐氏袁 之后受封于刘袁

遂姓刘遥 周定王十年甲子 渊前 597冤袁
曾孙士会为晋上将军袁十四年渊前 593冤
因军功加封为太傅执国袁 十五年己已
渊前 592冤致仕袁食采于范渊今河南省范
县冤袁谥曰范武子袁其地濮州范县袁乃高
平郡渊今山东省巨野县一带冤之属也袁
子孙遂姓范遥 其后子孙世为晋卿遥 及
韩尧魏尧赵三分晋地袁子孙隐而弗仕遥

渊至东汉冤范氏后裔范滂袁字孟博袁
世居汝南郡遥 桓帝时渊147要167冤袁辟为
清诏使袁登车揽辔袁慨然有扶衰救弊之
志袁为八俊八顾之列袁后为党锢而死袁
子孙遂不仕矣遥再后裔孙履冰袁世居河
内袁唐高宗永徽年间渊650要655冤登第
相袁 武后临朝称制袁 为鸾台凤阁平章
事遥子冬芬为宣州刺史袁至咸通二年辛
已渊861冤袁曾孙讳隋袁任幽州良乡县主
簿袁十一年庚寅渊870冤迁处州丽水县
丞袁生梦龄袁仕吴越袁为苏州节度判官袁
子孙遂为中吴人遥四世孙子明渊纯诚冤袁
宋元丰六年癸亥渊1083冤四月二十二日
以朝请大夫任婺州保宁渊军冤节度使袁
乃文正公之从侄也袁廉平公正袁州以大
治遥 至元丰七年渊1084冤十二月二十日卒于官袁葬就
日乡清江之北渊金华石壁栗塘冤袁名其地曰东墓遥夫
人朱氏生正伦尧正辞尧正邦遥长正伦尧幼正邦复归吴
洛袁惟次正辞因思亲不已袁继赘清江吕氏袁遂定居
清江之北袁便守先茔也遥 大观三年已丑渊1109冤登进
士第遥 元祐二年丁卯渊1087冤知州王彭荐授本州学
谕袁恭人吕氏袁许国文靖公吕夷简曾孙尧朝散大夫
吕舜问之长女也渊即吕祖谦之伯祖姑婆冤袁生三子院
直忠尧直恕尧直思遥 昆季怡怡袁守义而和袁乡人改其
所居兴政里为义和里遥

宋宣和六年 渊1124冤袁 直忠任大理评事袁 靖
康元年 渊1126冤袁 有心山水袁 弃官而归袁 娶陶氏袁
生熙永尧 熙芳遥 熙永娶赵氏袁 继一子名侹袁 而义
山派之祖也遥
直恕高洁不仕袁 娶陶氏袁 生熙元尧 熙景尧 熙

广遥 续娶陈氏袁 生熙章袁 乃后宅派之祖也遥
绍兴八年 渊1138冤 直思蒙荐授本州学谕袁 娶

刘氏袁 生熙安尧 熙纯袁 乃江边上庄水阁塘村里社
婆桥五派之祖也遥 渊下略冤冶
这篇 叶范氏源流曳 讲到的范纯诚袁 他是范钧

的长子袁 范钧是范仲淹的堂兄遥 范钧生于北宋仁
宗天圣丙寅年 渊1026冤袁 卒于北宋神宗七年甲子
渊1084冤遥 范纯诚九岁丧父袁 随母孙氏居河南偃师
县袁 未几袁 母丧遥 未冠袁 叔父范仲淹携而教养
之袁 及长袁 奏补太庙斋郎袁 转任婺州保宁军节度
使袁 北宋神宗元丰七年甲子 渊1084冤 卒于官袁 享
年五十九岁遥 范纯诚病死在客乡金华后袁 时形势
所迫袁 其尸体不能护送回苏州安葬袁 殡寄于赤松
观中遥 其子就择地安葬于婺东四十里十四都就日
乡清江 渊今义乌江 冤 北岸 遥 元祜九年甲戌
渊1094冤袁 塚名东墓袁 生三子袁 长子范正伦袁 次子
范正辞袁 幼子范正邦遥 长子范正伦归回苏州奉
祀遥 次子范正辞于范纯诚墓地筑室定居守墓遥 村
名先称范村里袁 后改称溪边村袁 今称溪干村遥 范
纯诚实为溪干清江范氏和栗塘范氏始迁祖袁 始迁
时为北宋元丰七年遥 至于哪一个人的后代迁到武

义范村袁 文中并没有叙述清楚遥 可见南
宋以后袁 范氏的宗谱已断续不续袁 连范
仲淹为了继谱也只好 野于族中索所藏
叶诰书曳尧 叶家集曳 考之冶袁 继家谱了遥
中国的家谱其最基本的功能就是敦宗睦
族尧 凝集血亲的功能袁 难怪范仲淹如此
重视家谱 野断而继修 冶袁 并亲自写了
叶姑苏旧序曳遥

究竟何时袁何人迁居范村呢钥 叶梅山
范氏宗谱曳载有清嘉庆四年渊1799冤金华
府学教授陈风举撰的叶范氏旧序曳袁摘录
如下院

野吾于武邑范氏袁见之范自宋文正公
起家江左袁世称望族遥 其从侄讳纯诚以婺
州保宁军节度使卒于官遥 次子正辞庐墓
金华袁遂家石壁栗塘遥 迨元中叶渊约 1323
左右冤袁有讳槐袁行德十者由金迁武袁武之
有范氏自此始袁而宗谱则惟祖处有之遥 乾
隆六年渊1741冤袁其族人始序谱于武邑袁而
家庙固未遑也袁三十年渊1765冤始建祠于其
乡袁而祀产犹未置也遥 冶

这篇 叶范氏旧序曳 很清楚地告诉人
们袁 范村范氏是范纯诚的后代名叫范槐
的在元代中期从金华迁居而来遥 范槐行
状在宗谱未有记载袁 只知是范氏迁武义
的始祖袁 至于他的详情谱中只说院 野武
之有范氏自此始袁 后宗谱则惟祖处有
之遥冶 然而王远先生在 叶古婺村落寻究窑

栗塘范氏源与流曳 渊2008年 10 月版袁 吉林袁
第 257页冤 中讲到范纯诚次子正辞后代迁到武
义的情况院

野范正辞袁 字仲甫袁 又字德立遥 北宋宋哲
宗元祜二年丁卯 渊公元 1087年冤袁 由婺州知州
王彭荐举袁 授婺州教谕袁 实为清江范氏和栗塘
范氏的鼻祖遥 娶戚氏袁 生一子范真忱袁 早亡袁
继娶义合里清塘 渊今吕塘下冤 朝散大夫吕舜问
长女为宜遥 卒后与范正辞合葬溪干村从西北朝
东南石桥头遥 生三子袁 长子范直忠袁 次子范直
恕袁 幼子范直思遥 自此而后袁 苏派范仲淹嫡裔
就在婺州的热土上建家立业袁 繁衍后代遥 传八
世祖范直思袁 范正辞幼子袁 南宋高宗绍兴八年
戊午年 渊公元 1138年冤袁 仕龙图阁直学士袁 左
朝散大夫袁 知婺州袁 荐授婺州学谕袁 娶刘氏袁
生二子袁 长子范熙安袁 幼子范熙纯遥 传至十世
祖范侹袁 从溪干村迁居武义县王大路袁 为王大
路范氏始迁祖遥冶
然而据查袁 武义王大路并无范氏遥 周围村

庄也无范姓袁 因此这个范侹是否就是范槐成了
一个谜遥

冯夷作灾 范村被毁
冯夷袁 是黄河水神的名字袁 后泛指河伯袁

在此意为水患遥 作为全县海拔最低的范村袁 曾
因在清嘉庆年间的一场特大洪水而摧毁遥
至元代中期袁 范村始祖范槐从金华清江栗

塘迁居范村时袁 据现在范村离武义江边不远的
一棵古樟树和原村水口树林的位置看袁 当时范
村建在离江边应该不到 100米的地方袁 整个村
庄沿武义江的河漫滩自南向北展布袁 海拔 57
米还不到袁 到清嘉庆年间袁 建村已经近 500
年遥 其时范村也象上游的履坦一样是水陆交通
要道袁与金华的焦岩村也只有一箭之遥袁商旅繁
忙袁 是一临水而居的好村落遥 然而到嘉庆五年
渊1800冤袁浙江省遭遇到了一次超强台风袁武义江
和熟溪遇到百年罕见的洪灾袁全流域渊包括当时
的宣平县冤 出现了大范围的灾难袁 范村处在江
边袁被灾就可想而知了遥

1990年版的叶武义县志窑大事记曳中记载院
野嘉庆五年 渊1800冤 六月二十三日大水袁

沿熟溪居民尽被淹没遥 徐仁美捐财掩埋尸体
200余具袁 商人曹墀等施食袁 典商王治成捐衣
300余套遥冶

1993年版的 叶武义水利志窑水旱灾害曳 中
记载更为详细院

野六月二十三日大水袁 沿溪村落尽被漂没遥
徽商曹墀等六人逐日馈饭袁 饿者籍以后活曰 典
商王治成分送男女布衣 300余套曰 县人徐仁美
等捐资打捞掩埋县境段武义江两岸的淹毙尸体
200余具遥冶

这一巨大灾难在范村 叶梅山范氏宗祠续谱
序曳 中也有悲惨的记载院

野嘉庆庚申渊1800冤六月间袁遭水一灾袁村屋
尽没遥兹阅谱内袁卒于六月廿三尧四日者袁约有数
计袁滔被洪水袁尸骸无踪袁所得生者袁仅存廖廖遥
迨此谱袁触目伤心袁不觉毛松发竖袁挥泪而叹袁
何其范氏之大不幸也遥冶
范村遭此灾难后袁 越经三十余载袁 才逐渐

野生齿日繁冶袁 恢复过来遥
实际上这次灾害是浙江省遇到的一次强台

风遥 叶浙江历史大事记曳 一书中就写道院 野嘉
庆五年袁 六月袁 安南盗船 30余艘噎噎进逼台
州遥 巡抚阮元奏以定海镇总兵李长庚统三镇水

师击之袁 会师海门遥 盗泊松门山下相持袁 会飓
风大作袁 覆溺几尽噎噎遥冶 文中提到的阮元袁
这一年实授浙江巡抚袁 是年他又疏竣西湖袁 用
湖泥堆成著名 野阮公墩冶遥 台风过后袁 阮元向
朝廷奏准袁 动用常平仓米赈恤袁 给漂坏田园庐
舍分别情况缓带蠲豁袁 使之修复遥
阮元 渊1764要1849冤 清仪征 渊今杨州市冤

人袁 是清代著名的著作家尧 刊刻家尧 思想家袁
是清一代文宗遥 他乾隆五十四年 渊1789冤 中进
士袁 六十年 渊1795冤 任浙江学政袁 嘉庆五年
渊1800冤 实授浙江巡抚袁 前后在浙江任职十一
年五个月之长遥 范村有个举人范肇沂袁 曾是阮
元的得意门生袁 水灾过后袁 他听到武义范村也
遭受了洪灾袁 立即策马到范村看望范肇沂遥 结
果到距范村只有几里地的金华焦岩村袁 发现金
华大路已被大水冲垮袁 成了汪洋溪流袁 人马根
本不能过遥 阮元情急之下袁 就山边的悬岩石壁
题了一首 叶策马焦岩外曳 诗袁 以此来表达师生
之情谊遥 后人把诗刻石袁 留传下来袁 成为有清
一代师生情谊的佳话遥 阮元在诗中写道院

野地僻人烟稀袁 溪深水色寒遥 小舟穿乱石袁
匹马向名峦遥 径曲羊肠险袁 桥倾雁齿残遥 平平
遵义者袁 应识改途难遥冶
当年整个范村被洪水冲毁后袁 只剩下武义

江边孤零零的那棵古樟树袁 以及村口的水口林
丛和一座老宅遥 这一幢唯一留下来的老房子袁
位于现范氏宗祠的东侧袁 房主叫王福桂袁 今年
75岁袁 其老房西侧的一半已拆建成新楼袁 今
年夏天剩下的一半老房也已拆除袁 已矗立起一
幢小洋楼遥 当年洪水来时袁 有的村民爬到江边
的樟树上死死抱住树杆袁 才得以幸存下来遥 如
今这棵见证了那场浩劫的古樟树依然挺立在武
义江边袁 在经过了几百年风雨之后袁 这棵古樟
树要有 5个人才能合抱拢来遥

著名的范祠三碑
范村范氏宗祠内有三块远近闻名的石碑袁

这三块石碑分别在宗祠大门东西两侧的内墙
中袁 而且都镶嵌在墙体中遥 东侧一块是清道光
年间的 叶梅山范氏重建祖庙记曳袁 西侧两块分
别是光绪年间武义县钱正堂 渊知县冤 的谕和
示袁 这在全县的宗祠文化中也是十分罕见的遥
范氏始祖范槐自元代中叶从金华石壁栗塘

迁居武义后袁 清乾隆六年 渊1741冤 始立范氏宗
谱袁 乾隆三十年 渊1765冤 才建立宗祠遥 然而遭
遇了嘉庆庚申 渊1800冤 之灾后袁 宗祠彻底毁
掉遥 正象范氏宗谱道光二十八年 渊1848冤 撰的
叶修祠并续小叙曳中讲的院野本族自庚申渊1800冤祠
宇无存袁谱牒沦没袁幸嘉庆已末渊1799冤谱底尚未
焚毁袁为水漂汩袁旋于泥淖中拾得遥但经荡失后袁
始祖德十公渊范槐冤以前不无缺略噎噎至金邑祖
处录得分派之绪归袁 笔诸书以备篡修遥冶 范氏
族人一边从金华祖处抄录房头谱袁 准备灾后续
谱袁 同时开始在现在梅山的宗祠的基址上重建
宗祠遥野重建新祠自嘉庆戊辰年渊1808冤起至戊寅
年渊1818冤止袁共用钱四千余金遥冶除掉历年积蓄袁
亏欠一千九百余金袁 由范氏子孙先垫付袁 嗣后
将租息拨本付利遥 前后花了十年时间袁 才建好
新祠遥 正是在这一种历史背景下袁 范氏族人为
了庆祝这一盛事袁 在道光八年 渊1828冤 请武义
拔贡时任青田县教谕王惟孙 渊1752~1835冤 写
了 叶梅山范氏重建祖庙记曳 一文袁 并刻成石碑
立于新祠大门东侧的墙内袁 为了存史袁 现将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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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村全景

嘉庆庚申大水后溪边唯存的大树

范村花厅内精美的雕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