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聂老师带小记者探访老贵阳之第二站

君子亭里话君子 大觉精舍谈世家

要了解一个城市的历史，从古建筑开始是最直接的方式，从某种意义上说，古建筑是一个城市“历史记忆的符号” 和“城市文化发

展的链条” 。9 月 28 日，贵阳晚报小记者团“行走的课堂·主题周末课” 第二站来到了贵阳东门外城边的君子亭和大觉精舍。15 名小记者

跟着聂俊老师深入探究了这两处贵阳老建筑。

探访君子亭

了解贵阳名人

“位于贵阳市东门外城垣下的君子

亭，属于明代建筑，清代重修，亭前原有

荷花池， 故此地又名莲花坡， 亭系长方

形，占地 50 平方米，周遭以 8 根石柱支

撑，形制古朴。 1982 年贵州省人民政府

公布该处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 活动

一开始，大家聚集在君子亭前，聂俊老师

首先介绍起了君子亭的历史。

现存的君子亭已不见当年的形状，

只剩下了四根柱子， 柱子上刻有一副对

联“游钓记芳踪，重看莲沼波清，君子高

风同仰止；秀灵钟间气，为报杏林春满，

状元及第正归来。 ” 对联是贵州著名文

人李端棻所写， 表达了对乡梓赵以炯中

状元的惊喜，对联中的“状元及第” 指的

是清朝考上状元的贵阳人赵以炯。 李端

棻是非常著名的教育家， 他创立了贵阳

一中前身和北京大学前身京师大学堂。

借贵阳名人李端棻和赵以炯的故

事，聂老师鼓励小记者们努力学习，考上

自己理想的学校。 来自省府路小学万科

分校的杨定轩表示：“未来想考上哈佛

大学的天文系， 做一个会弹钢琴的天文

学家” 。

从君子亭到大觉精舍的路上， 聂老

师一边带着小记者们在老巷子里穿行，

一边绘声绘色的向小记者们描述 20 年

前老贵阳的生活。聂老师说，那个时候虽

然住房简陋， 但是邻里关系之间是开放

的，生活和谐,�家虽然比较窄，可他们的

心比较宽。

走进大觉精舍

解读贵阳世家

从君子亭出来，大约步行 10 分钟

就到了大觉精舍。 聂老师告诉小记者

们：大觉精舍又叫“华家阁楼” ，阁楼为

五层五重檐八角攒尖顶木制阁楼，其一

楼为四方形，阁楼总高 25米，是 1924年

贵州最大的企业家华之鸿出资建造的

私家佛堂。 华之鸿在贵州算得上是颇具

传奇色彩的实业家。 他中过秀才，做过

贡生，后来在西南商界叱咤风云，是世

人眼里的“儒商” 。 老贵阳有“华家的银

子、唐家的顶子、高家的谷子” 的说法，

说的是民国时期贵阳颇有声望的三大

家族，意思是华家最有钱、唐家当官的

最多、高家的土地最多。

这三大家族过去都集中居住在贵

阳城内的“富豪区” 堰塘坎一带。 其中

唐家花园已经完全不存在了，原址变成

了幼儿师范学院；高家花园残存的房屋

在上世纪 70 年代被拆除， 后来重修了

局部变为省工委纪念馆；华家的私家佛

堂即大觉精舍，是保存得最为完整的。

善于发现的小记者向聂老师提问

道，一楼建筑的窗户和阁楼的窗户的风

格怎么不同呢， 一个有圆拱形的顶，一

个四四方方的？ 聂老师解释，华家是当

时的大户，这里也是贵阳城内数一数二

的“豪宅” 。 一楼的庭院窗户用的是中

西合璧的建筑风格，而阁楼用的古式的

框架结构设计，窗棂上雕刻有线槽和各

种花纹，构成种类繁多的优美图案。

在大觉精舍内，有一家光华钱币博

物馆，展出从先秦时期至当代钱币上万

枚。 该博物馆是我省收藏家王亚光和王

子华父子的钱币藏品展览馆。 2000年至

今， 王子华将父亲的钱币藏品补充完

善、甄别整理，最终建成这个集中国历

代各时期、各品类的钱币博物馆。 小记

者们跟着聂老师参观完钱币博物馆后，

聂老师布置了一个画古钱币的任务，每

位小记者画下自己印象最深刻的三枚

古钱币。

“行走的课堂·主题周末课”寻访老

贵阳，了解自己成长的故土，才能走向更

远的地方。 本报记者 孙维娜

小

记者作品

今天，我和同班的两个好朋

友跟随贵阳小记者团 “上知天

文，下通地理” 的聂俊老师追寻

值得记住的贵阳“老故事” 。

首先，我们来到老东门外城

旁的君子亭。 聂老师向我们介绍

了与君子亭有关的人物———清

光绪年间的李端棻，他官至礼部

尚书， 相当于今天的教育部长。

他举荐康有为、梁启超，支持戊

戌变法。 他是第一个请设京师大

学堂（北京大学前身），也是贵

阳一中的创始人。 清光绪十二年

（1886 年）， 贵阳人赵以炯考中

状元，正值君子亭重修竣工。 其

在京城撰写对联 “游钓记芳踪，

重看莲沼波清， 君子高风同仰

止；秀灵钟间气，为报杏林春满，

状元及第正归来” 寄回贵阳，刻

于亭柱之上，以志盛事。

接着，我们来到电台街旁的

大觉精舍，俗称华家阁楼，是民

国时期贵州最大企业家华之鸿

所建的私家供奉禅院。 贵阳曾流

传着“唐家的帽子，华家的银子，

高家的谷子” 这样一句谚语。 说

明华家非常有钱。

大觉精舍里有一古钱币博

物馆，我们小记者在那里见识了

许多古钱币： 有夏商时期的，居

然是用贝壳做的；有秦朝和南北

朝的，竟然是一块石头，只是在

中间钻了个洞。 我有些怀疑，那

时的人们居然不怕被仿造。 如果

在这些钱币上刻个当朝皇帝的

头像， 应该就不容易被仿造了。

可见，古时候的工艺技术和现在

的技术真是差至好几十倍。

一条老巷，几根亭柱，一副

对联，一座庭院，几枚钱币，载入

史册，留下的是耐人寻味的值得

记住贵阳“老故事” 。

9 月 28 日，贵阳晚报小记者团“行

走的课堂” 在聂老师的带领下拜访了君

子亭和大觉精舍。

首先来到君子亭， 君子亭如今已无

亭子的样貌。 石碑后面是一排并列的陈

旧民房，亭子内部空间已被民居所填充，

民房外墙镶嵌着四根石柱， 内外分别为

两副楹联，字迹已经斑驳。 老师拿出君子

亭的照片，原来的君子亭雕梁画栋，亭前

原有荷花池，所以此地又名莲花坡，听到

这，我不禁联想到甲秀楼，都是充满诗情

画意的文化圣地。李宗昉《黔记》云：“省

城外东南近城垣， 新建君子亭， 为阳明

也。 ” 亭子所在位置遥对阳明祠， 便用

“君子”为名，故为君子亭。

来到贵阳电台街， 当街院子里的一

座阁楼显得和附近高楼极不搭调， 建筑

五层佛阁，八角翘檐，八面开窗，层层跃

进，蔚为壮观，这就是大觉精舍。 大觉精

舍又名华家大院，主人华之鸿，1871 年生

于贵阳。 他的父亲华联辉是个盐商，抗战

期间，贵州创立广播电台，租用大觉精舍

藏经楼底层及右厢房为办公室及播音

室， 大觉精舍所在的小街道也因此被称

为电台街。 解放后，大觉精舍曾被贵阳市

文化局等单位用作办公楼，2006 年，大觉

精舍被定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跟着小记者团和聂老师， 我才知道

原来我们贵阳有这么多文化圣地， 这么

多历史名人， 我还要继续参加行走的课

堂，了解更多的贵阳历史。

探访贵阳古建筑 汪昱均 省府路小学二（6）班

风骨犹存君子亭

徐晓璐 枫丹白露小学四（2）班

9 月 28 日， 我们 15 位贵阳

晚报小记者跟随聂老师的步伐，

来到了古色古香的君子亭。

君子亭位于君子巷，巷道狭

窄，但却曲径通幽，古色古香。 来

到君子巷 6号门牌处大家见到一

块石碑，只见石碑上刻着“君子

亭”三个字，这里就是君子亭。在

几间民房的墙里，镶嵌着四根斑

驳的柱子，上面均刻着字，内外分

别为两幅楹联，字迹模糊不清，难

以辨出完整内容，但仍清晰可见

“白莲花” ,“竹子” ,“君子” ,

“状元” ,“李端棻”等字眼。

君子亭在贵阳历史上地位显

赫，甚至莲花坡,君子巷皆因它而

得名。 君子亭是因为王阳明在修

文龙场撰写了“君子亭记” ，为表

示对王阳明的景仰，在遥对阳明

祠处建亭，用“君子” 而名，故曰

“君子亭” 。 清光绪十二年(1886

年)， 贵阳青岩人赵以炯高中状

元，正值君子亭重修竣工，贵阳文

人李端棻在京城撰联寄筑，刻于

亭柱，以志盛事。 联云：“游钓记

芳踪，重看莲沼波清，君子高风同

仰止；秀灵钟间气，为报杏林春

满，状元及第正归来。 ”

在君子亭遥望城东，回想当

年，多少文人墨客，坐在君子亭

内， 近观莲花池景， 远眺甲秀云

雾，吟诗作赋，畅想君子的高风亮

节及科甲挺秀的人文精神，蔚为

壮观。 作为贵阳学子，我们更应

传承和发扬先辈们留下的瑰宝，

刻苦学习，做国家的有用之才。

9 月 28 日，我们晚报小记者

去探访老贵阳第二站———君子

亭和大觉精舍，这两个地方是贵

阳的文化宝地，非常让人向往。

据说以前君子亭前边曾经

有一个莲花池，因为莲花是花中

君子，所以得名君子亭。 这一带

也因此叫做莲花坡。 听聂老师介

绍，君子亭是纪念贵阳历史文化

名人王阳明修建的。 因为王阳明

品德高尚，所以人们想把他的优

良品德传承下去。 遗憾的是，现

在君子亭已不复存在了，在原址

上建有君子亭文物纪念碑，上面

写着“君子亭” 三个字。 我们在

君子亭分组进行了朗诵对联的

活动，因为最后只剩下我一个人

没有读对联，所以由聂老师和我

组成一组，聂老师读上联，我读

下联， 能和老师一起朗读对联，

实在是我的荣幸呀！

然后我们去了大觉精舍，这

里又叫华家阁楼、 华家大院，是

由一座五层五重塔木制阁楼和

三栋木楼组成一个四合院。 里面

有栀子花、芭蕉、竹子、女贞树、

铁树、石榴树和一些我们不知名

的树木。 我们参观了大觉精舍里

的光华钱币博物馆，博物馆里陈

列了很多古代币种， 有贝币、布

币、刀币、方孔铜钱等等，让人看

得眼花缭乱。 参观完博物馆，老

师要求每位小记者在一张 A4 纸

上画出参观过的至少三种钱币。

老师对小记者们的画作进行了

点评，出乎意料的是，我画的钱

币得到了老师的夸奖，又一个收

获，让我开心极了！

这次探访老贵阳充满了浓

浓的文化色彩，让我受到了深深

的文化熏陶。 探访老贵阳活动一

次比一次精彩，因此非常期待下

一次的探访老贵阳活动。

访君子亭和大觉精舍

金楷程 省府路小学三（2）班

走街串巷访老贵阳

余思举 省府路小学四（5）班

有趣的探访

顾雨舒 尚义路小学五（5）班

9月 28日， 我们 15名晚报小记者，

跟随聂老师去探访君子亭和大觉精舍两

处古建筑。

活动开始， 我们随着聂老师进入一

条小巷子，感觉这儿有明显的不同：这里

的巷子很长，巷道比较窄，弯弯曲曲的，

路面干净整洁，坡度比较大；巷子里建筑

错落有致， 街边久经风雨的老墙都被粉

刷成砖块的形状，规整统一。 巷子里也很

安静， 我们小记者一路听着聂老师的讲

解，不知不觉就走进君子巷，来到了一幢

房子前，迎面看到四根白色的柱子，柱子

顶部是用砖瓦盖成的屋顶， 右边有一块

石碑，上面写着“君子亭，贵州省人民政

府于一九八二年二月二十三日公布” 。

聂老师说：“你们去看看， 这四根柱

子上有字呢。 ” 大家连忙去看，可是因为

时间太久，字迹已经模糊不清。 我们有点

垂头丧气， 而聂老师却像故意卖关子似

得，给我们讲起一位历史人物：他说“这

副对联出自晚清政治家、改革家、教育家

李端棻，在君子亭重修完工时，撰联记载

贵阳籍人考中状元这件盛事的。” 对联上

写着“游钓记芳踪，重看莲沼波清，君子

高风同仰止； 秀灵钟间气， 为报杏林春

满，状元及第正归来。 ”

然后我们又去电台街探访大觉精

舍—华家阁楼，这是一处佛家建筑，它位

于贵阳老城的最高地， 用的是传统的木

结构，飞檐翘角，气势宏伟，结构端严。 阁

楼内的钱币博物馆收藏有贝币、布币、刀

币、铜钱……

这次探访活动很有意义， 不仅探访

了两处贵阳的老建筑， 还知道了老建筑

中蕴藏的历史人物和故事，受益匪浅。

小记者跟着聂老师，边走边记

前胸后背都被当成了桌子

见多识广的聂老师在讲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