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休宁发现明代完好石拱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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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大彬（1573～
1648），又称时大宾，
号少山，徽州婺源
人。时大彬从 13 岁
私塾结业后，就开始
捏作紫砂壶。当时供
春已是八十多岁的老
者，在某年某月某时，
碰到了时大彬，觉得
他有潜质，就招入门
下悉心指导并成为关
门弟子。时大彬全盘
继承了供春的捏塑法
制壶技巧，他对紫砂
的泥料配制、成型技
法、造型设计与铭刻，
都极有研究。他还自
行其是，采用拍打成
型“围身筒”的方法制
壶，他不仅增加了紫
砂壶的品种类型和象
形装饰，他还确立了

至今仍为紫砂业沿袭的用泥片和
镶接成型的高难度技术体系；他
精选紫砂泥调配成各种泥色用以
制品，从而形成古朴雄浑的风
格。时大彬的创作态度极其严
肃，每遇不满意的作品，即行毁
弃；即使打碎十之八九也在所不
惜，因为当时茶风盛行，茶人茶客
对壶艺要求很高。明代遗民周容

《宜兴瓷壶记》一文说“时为人敦
雅古穆，壶如之，波澜安闲，令人
喜敬。”虽寥寥数语，然这样的评
价却使时大彬的一派儒雅形象跃
然而出，这已不是在人们头脑中
传统意义上的手工艺人的气质与
形象，对时大彬能有这样高的人
物品鉴，也可从一个方面说明紫
砂壶在晚明一代江南文人雅士心
目中及生活中的地位与意义。

紫砂壶是中国一种传统品茗
工具，相传源自宋代至明武宗正

德年间。制作紫砂壶的材料是紫
砂矿土，由紫泥、绿泥和红泥三种
基本泥构成，统称紫砂泥。因其
产自江苏宜兴，又称宜兴紫砂。
明代中叶以后，唐宋饮茶之风再
次在江南士大夫中兴盛，于是，集
壶艺、诗词、书画、篆刻于一体的
紫砂壶文化，应运而生，并成为茶
文化的标志。尤其是明清以后，
紫砂壶已成为茶文化的象征，它
浸泡着儒家学术、道教思想、佛教
文化……；所以，品茗更多的是品
文化。尤其是爱茶嗜茶者认为，
用紫砂壶泡茶，茶味隽永醇厚，紫
砂壶因其特殊的双气孔结构，能
吸收茶香茶色茶味，因此茶壶使
用越久，泡出来的茶越香越醇。
因为紫砂壶有吸色吸味的特点，
所以还有“一壶不侍二茶”之说。

古今文人茶客玩壶，视为"
雅趣”，参与其事，成为“风雅之
举”。于紫砂壶的评价是：“温润如
君子，豪迈如丈夫，风流如词客，丽
娴如佳人，葆光如隐士，潇洒如少
年，短小如侏儒，朴讷如仁人，飘逸
如仙子，廉洁如高士，脱俗如衲
子。”时大彬壶艺高超，在明代就享
有盛誉而多见于文人记述。明代
茶人许次纾《茶疏》中有：“往时供
春茶壶，近日时彬所制，大为时人
宝惜”之誉。徽州休宁人吴骞《阳
羡名陶续录》中诗曰：“曾阅沧桑二
百年，一时千载姓名镌。从今位置
清仪阁，活火新泉活夙缘。”徽州茶
人汪士慎在收到时大彬的“梅花
式”壶后，欣喜若狂并即兴赋诗曰：

“阳羡茶壶紫云色，浑然制作梅花
式，寒沙出冶百年余，妙手时郎谁
得如。感君持赠白头客，知我平生
清苦癖，清爱梅花苦爱茶，好逢花
候贮灵芽。他年倘得南帆便，随我
名山佐茶燕。”

从明清两代的文人笔记、诗
词文章中，我们能够看到众口
一词的对于时大彬的溢美之
词，这些赞誉不但匹配时大彬
在历史上的定位，也为我们进
一步了解时大彬其人提供了想
像的空间…… ·郑毅·

【吉砚斋脞语】

□ 董 建

“木兰”失踪

柳文田作《木兰从军》工笔年
画，交安徽人民出版社。后出版社
告知原作在印刷厂遗失，幸好已经
制版。柳氏默然，不置一语。《木兰
从军》于 1980年 11月出版，原作匿
迹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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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遗研究博士钟情新安源头“板凳龙”
□ 程国伟 盛红兵 文/摄

“右龙板凳龙每年元宵舞，
田里板凳龙每年农历八月十四
到十六连续舞三晚，流口板凳龙
则正月择日起舞。”“同样是板凳
龙，龙头与龙尾大同小异，竖立
在龙身板凳上的灯却各不相同，
流口板凳上是4盏灯笼，右龙板
凳上是3盏灯笼，田里的板凳上
不是点蜡烛的灯笼，而是在圆形
南瓜片上插香火。”……

7月 19日至 21日，黄山学
院科研处项目管理科主任、安
徽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
副教授、中国南方少数民族非
遗研究中心博士陈文苑走进皖
赣交界的新安源头流口地区，
就留存至今的流口、田里、右龙
等村庄“板凳龙”进行实地探访，
了解各地板凳龙制作、发展的历
史，三地板凳龙传承人向其一一
道出各自板凳龙的特色。

相传板凳龙源于汉代，由
“舞龙求雨”的宗教活动演变而
来，又称梅竹灯，是江浙地区广

为流传的汉族传统民俗活动之
一， 在皖赣交界各村落历久
不衰。板凳龙由龙头、龙身（子
灯）、龙尾三部分组成，俗称长
灯，其中龙身是一节节用凳板
串联而成的流动的龙灯。因
此，当地人将看板凳龙表演称
为看“龙灯”。其从动作形态、
运动轨迹到场面造型，都在“圆
曲”的整体轮廓之中，在运动规
律上形成统一的、独特的“圆
曲”审美特征，其“圆”和“曲”的
连贯使用与中国舞“曲中求圆，
圆从曲来”的传统审美观不谋
而合。

据陈文苑博士介绍，黄山
市是徽文化发祥地，非物质文
化遗产种类丰富、特色鲜明，种
类和数量在安徽省地市中均位
列第一，以板凳龙的发展历史
和地域特征为切入点探讨徽州
民俗文化，对推动地方历史文
化传承，促进我市体育文化发
展意义非凡。

三、何谓“兰陵笑笑生”？
“兰陵”，最初是屈原形容开

满兰花的高洁之地，兰，兰花也；
陵，高地也，后成为地名，也是特
指的地名（今天的山东兰陵县，是
2013 年，所辖兰陵镇的苍山县更
名为兰陵县）。古兰陵也意指汉
代宰相萧何家族的族聚地，萧何
后代有一支郡望在兰陵郡（今山
东省兰陵县），这支萧氏自称兰陵
萧氏，晋末战乱时南迁至江苏武
进，并侨置兰陵郡，史称“南兰
陵”，所以，文人常把萧氏族居地

别称兰陵。到了唐末，朱温篡唐，
改国号为梁，史称五代后梁。时
任唐朝江南节度使的萧桢（唐宰
相萧遘次子），为效忠行将没落的
唐朝廷，抵抗梁兵，战败，为避难隐
居歙县篁墩，并指新安江改姓，改
为江姓，萧桢改姓名为江桢，为区
别于其他江氏，便自称“萧江氏”，
江桢成为“萧江氏”始祖。912年，
江桢死后葬屯溪，墓碑上刻有“江
氏唐始祖兰陵萧公之墓”。江桢有
三子，即董、郑、威。二子江郑后裔
从篁墩迁西溪南，江郑为西溪南江

氏始祖；江桢长子江董自篁墩迁至
比邻的婺源皋径乡，为婺源江氏迁
始祖，江威迁比邻的开化（今浙江
衢州市常山县）。

《徽州区志》记载，徽州区江
氏，郡望为兰陵，即兰陵萧氏。黄
山学院图书馆馆藏谱牒中，有《新
安萧江大宗统谱》（明万历 32 年
编纂）。此兰陵特指兰陵萧氏族
居地，而江郑后裔迁西溪南，因
此，西溪南也自然可称兰陵萧氏
族居地——兰陵也，作为明代嘉
靖至万历间的名士汪道昆自然是

晓得“萧江氏”这段历史的，故很
可能以兰陵别称他的家乡西溪
南。

至于“笑笑生”，也可以做一
番合理推论，明代徽州就有“歙县
两溪南，抵不上休宁一商山”之
说，歙县两溪南，指歙县南溪南和
西溪南两乡，西溪南谐音是“嘻嘻
男”，作为戏剧大家的汪道昆，自
然知道戏剧中的“生旦净末丑”，
生，指男生；嘻嘻，笑声。故而，西
溪南——“嘻嘻男”——“笑笑生”
也！

汪道昆晚年皈依禅门，倡办
谈禅说文的“肇林社”，自然会有
禅门的语言形态，正如胡适先生
在《禅宗指归》所讲的“说，不说
破”的禅门语言形态，喜用隐喻。

但是，若是认为《金》书就是
汪道昆一人所写？还不全面，一
是因为，倡导乡间文学的汪道
昆，先后培植了丰干社、白榆社
和肇林社三个文学组织。白榆
社就曾帮助本社会员陈文烛和
屠隆刻印出版过诗文集。那么，
是否有会员参与了汪道昆主导
的《金》的创作？尚未有史料证
明；二是《金》抄本被发现的文献
最 早 见 载 ，是 在 历 二 十 四 年
（1596），这年，汪道昆已谢世 3
年，正是他的遗存最容易失散的
时期，后人或外人容易得其遗
存，再对《金》抄本再加工，添油
加醋，使其符合商业和世俗口
味，这种可能也是有的。

【百家争鸣】

《金瓶梅》的“密码”藏在西溪南？（3）
□ 单传洪

【文化前沿】

□ 唐延军

【徽州故里】

古代徽州人家，高墙深院，对
外几乎是封闭的。房屋基本不开
窗户，一楼厢房只向院内天井开
窗，二楼的外墙只设有一块开砖
大小的窗户，木板启闭，仅仅是马
头墙上的装饰和点缀。因此，为
了给房屋采光通气，创设了“一口

天井”，向屋顶破口“借天”，将室
内空间向外部拓展，与自然亲密
接触，晨沐朝霞，夜观星斗，可听
河溪流水淙淙，通天接地，居家宅
屋平添了欢喜快乐。徽州人家为
什么好用天井“蓄水”？实际上

“聚水”就是“聚财”，赋予了“肥水

不流外人田”的深刻文化意蕴。
晴天阳光自天井泻入堂前，称为

“晒金”；雨天雨水通过天井落下，
称为“流银”，把财气完全蓄积在
家中而不外泄，“家有天井一方，
子子孙孙兴旺”，表现了徽州人崇
尚自然，追求“天人合一”美好生
活的不懈追求。一方天井，发挥
得淋漓尽致。

天井里的雨水，给百姓带来
方便的生活乐趣。主妇们足不出
户，在明潭栏杆的水管边洗衣刷
碗，男人们暑天光着膀子沐浴或
冲洗农具，孩子们玩水嬉戏，飘飞
的细雨带来丝丝清凉。冬天，太
阳照在天井里，老人和孩子惬意
的享受温暖的阳光；夏日的夜晚，
竹凉床摆在天井里，洗澡后一家
人乘凉，望着天上的星星月亮，奶
奶给孙子孙女讲着嫦娥的故事。

徽州天井的式样较多，除了
院落中央四边都是坡面屋檐围成
的长方形状外，还有一面高墙一

面厅堂、两侧厢房围成的长方形
状，第三种是一面厅堂三面高墙
围成的长方形状，第四种是一面
厅堂二面高墙围成的三角形状。
天井的面积由院落的大小决定，
一般前厅堂的大，后堂的小一些，
还有的受地形的限制，窄长形，状
如“一线天”。有的人家在厨房也
开设天井，狭小方形，位于灶台
边，便于通风换气，也有利于灭
火。

徽州的天井、厅堂是人们生
活的主要场所，也是教育后人、激
励上进的重要环境，主人在四周
的梁柱、额板及石条栏板上，刻有
木雕、石雕，绘上古代人物掌故，
挂上楹联家训，颂扬励志，蔚然成
风。宏村古民居承志堂系大盐商
所建，以其精美的木雕著称于世，
有徽州“民间故宫”美誉。走进中
门，迎面厅堂的横梁上，雕有一幅

“唐肃宗宴官图”，画面展示的是
唐肃宗宴请文武百官，众人坐、

站、行、立姿态各异，喜气洋洋，威
风八面，显而易见，把崇尚“读书
做官”摆在重中之重；中门“福”字
的上方，雕着一幅“跳加官图”，全
图 100 个孩童，有的舞龙灯、狮子
灯、凤灯，有坐旱船、吹喇叭、踩高
跷的，还有敲锣打鼓放鞭炮的，可
谓千姿百态，惟妙惟肖，也是古代

“多子多福”传统观念的生动写
照；在其上方阁楼护板的四根立
柱上，雕有“渔、樵、耕、读”图案，
昭示后人立世创业之根基，堂堂
正正做人之本；东西两边门上方，
雕了两个“商”字形图案，从边门
出入的人们，都须从“商”字下边
走过，倒过来，图案又似个大元
宝，赞扬经商发财理念。中堂两
边的楹联，一副：澹泊明志，清白
传家。另一副：敦孝弟此乐何极，
嚼读书其味无穷。天井处处彰显
儒家思想。承志堂这种把人、建
筑、自然融为一体，使建筑空间环
境具备人性，木雕、楹联由“官运亨
通”到“财运茂盛”，转而“后继有
人、富贵永葆”的视觉冲击，像流水
一样，柔和而有韧性，对人产生潜
移默化的不可估量的教育作用。

配文摄影：潘立昇

【读书评书】

□ 吴 军

汉代乐府
——读钱穆《中国文学史》之八

乐府是衙门名，古代有采诗之
官，去民间采访诗歌，在这个衙门
内整理出来的便叫“乐府”，犹如周
代的国风一般。

吾人如果想撰写新文学作品，
大可以从旧文学中去找寻材料。钱
穆先生如是说。话说汉高祖在皇宫
内养了120个歌人歌唱。到汉武帝
时，起用李延年为协律都尉，此盖由
于其妹李夫人为汉武帝所宠爱。此
时正式成立乐府，用来采集太行山
地区的秦楚之讴。

郭茂倩编了一本《乐府诗集》，
将当时的乐府分成十二类，此书包
括古今乐府。其书所分十二类如
下：1.郊庙歌辞；2.燕射歌辞；3.鼓吹
歌辞；4.横吹歌辞；5.相和歌辞；6.清
商歌辞；7.舞曲歌辞；8.琴曲歌辞；9.
杂曲歌辞；10.近代曲辞；11.杂歌谣
辞；12.新乐府辞。

凡不能入乐之歌辞，便都归入
“杂歌谣辞”与“新乐府辞”两类。

今且举“杂曲歌辞”中之例子。如：
（一）

上山采蘼芜，下山逢故夫。
（二）

悲歌可以当泣，远望可以当归。
思念故乡，郁郁累累。
欲归家无人，欲渡河无船。
心思不能言，肠中车轮转。
这种中国文学作品，直透入生

活中，讲人生的共性，并无个性，是抽
象的，与西洋文学之具体描写不同。
钱穆先生将之变成五言诗。如下：

欲归兮家无人，
欲渡兮河无船。
心思兮不能言，
肠中兮车轮转。

如此即变成楚辞矣！（钱按；此
处“欲归”等句可视为五言诗，加

“兮”字后为楚辞体。）
又如，“相和歌辞”，今举挽歌

之例。贵族用挽歌如下：
薤上露，何易晞，露晞明朝更

复落，人死一去何时归？
这首“相和歌辞”的贵族挽歌，

乃是讲人之生死问题，诗中含有
比、赋、兴，先讲别的，再讲人生，此
为中国文学之特色。

今再抄引平民用挽歌如下：
蒿里谁家地，聚敛魂魄无贤愚。
鬼伯一何相催促，人命不得少

踟蹰。
从上述等诗歌可以演变出未来

的五言诗或七言诗。也可以说，中
国的韵文是由《诗经》解放而演变成
《楚辞》，再而演变成“乐府（钱按：乐
府可以用三字、四字、五字及七字
句。）”。稍后再演变成整齐的“诗”。

以上所举乐府歌辞，讲到“悼
死”“思乡”两问题，此为中国文学
之大题目，是空灵而非具体的。

讲思乡，又如后来的《清明》一
诗，“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
断魂”，其所用“路上”两字，用得极
好，实际上是描写“想家”，却写得
空灵而非具体。

至于“乐府”的变化多端，则要
到建安时期的曹操才能显现出
来。钱穆先生如是说。

正是：
生死譬如薤露晞，
朝生暮死聚云泥。
行人魂断思乡路，
隔世尘烟倦柳堤。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井秀之源，徽州人家的上善若水（三）

7月20日上午，笔者在休宁县
板桥乡沂川村境内发现，位于该村
老岭上的一条古道上，有一明代的
石拱洞依然保存非常完好，雄姿依
然，古朴大方。

该石拱洞距村庄约800多米，
处两山夹峙间，呈东西走向，整个
建筑像是古关隘，高约 5 米，宽约
3.5米，长约8米，其中中间的拱洞
高约 3 米，宽约 2.5 米，长约 8 米。
拱洞西面上有一块青石，题额为

“固本”两个行体大字，右侧刻有
“嘉靖乙丑”，左侧为“王氏立”。整
个石拱洞青色条石围成，石头齐
整，密密匝匝，没有出现大的松
动。只有上方一侧因为雨水的长
年冲洗，导致少数石头有些松动。
根据推算，嘉靖乙丑年为1565年，
距今为 451 年。可见这一石拱洞
的历史久远。目前，这类完好的石
拱洞在休宁境内已经不多见。

据当地村民介绍，这一石拱洞
当地人称之为“沂源洞”，这条古道
以前是休宁溪口至婺源的大道，只

是随着上世纪70年代公路的开通，
这里就人迹罕至，少有行人。只有
当地村民上山劳作时，才会经过这
里。现在石拱洞上方不少地方被大
树杂草覆盖住。

沂川村历史上一直属于古徽
州婺源县管辖，解放后才划归休
宁。关于该洞的建造由来，据当
地 85 岁的村民王森旺老人介绍，
当地一直有个传说。据说是明代
嘉靖年间婺源大贩人汪鋐，又名
汪天官，官至太子太保，吏部尚书
兼兵部尚书，曾为嘉靖皇帝在齐
云山求子成功。汪鋐为官期间，
因为性格耿直，得罪了部分江西
官员。汪鋐死后，江西官员便派

地理先生根据宋代江西堪舆大师
赖布衣的风水理论，破解婺源境
内村庄风水。地理先生根据沂川
地形特点，鼓动村民建了这一拱
形门洞来“固本”，明为接上龙脉，
其实是暗中布下迷阵，致使该村
文运不兴。

可惜的是村中通往沂源洞的
石板路在文革中被毁，成为当地
茶厂的墙基石。当地村民呼吁，
希望有关部门能将这一文物古
迹适当给予维修，除险加固，成
为乡村旅游的新亮点。这里距
黄山市百佳摄影点之一的呈村
花海非常近，有古道相通，可以
串点成线。

□ 汪红兴 文/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