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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徽林漫步】

在皖赣交界“吴楚分源”浙岭北麓的
莽莽群山之中，藏着一个小小的村落——
梓溪，又名里梓坞。民国时期属婺源县浙
东乡，现为休宁县板桥乡。

这是一个灵秀而典雅的村庄。潺潺
的梓溪河，从山中塘坞、双源坞的绿海奔
泻而下，在村中弯弯绕绕呈蚯蚓状，穿村
而过，粉墙黛瓦人家散居两岸，十几座小
木桥像是彩虹连着两岸人家。村民坐在
小桥上休憩，一派闲适恬淡之景。400多
年来，村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过着艰苦
简朴的山民生活。

梓溪村为典型徽州村落，汪姓聚族

而居，为越国公汪华之七子爽公后裔，始
迁祖仕威公为明代中期的汪氏七十八
世。民国以前，村里几乎没有出过功名
之人。民国时期，似乎是应了一句话“深
山出贵子”，该村走出了一位上世纪四十
年代的风云人物、著名法学家——汪新
民。

汪新民，初名志善，别号定庵。1907
年 (清光緒三十三年)生，自幼聪敏好学，
性格文静，嗜好读书，在村中读私塾，平日

喜欢书法，在他故居的书房墙壁内，至今
还较为完好地保留着他当年习帖的书法
作品。14岁时，与其兄逸民，到离家十多
里地的海拔 1116 米的佛教名山——高
湖山的经馆读书，从学于婺源名塾师余
体先，专攻古文，如《史记》《左传》《古文
观止》以及唐宋八大家的文章，都背得滚
瓜烂熟，因此国学造诣很深，为他后来的
进修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汪新民家族为书香门第，教育世家。
其父汪永祥是当地有名的徽商，主要从事
木商，在杭州、乐平等地开有商铺，财力雄
厚。汪永祥是一个开明士绅，为村里的族
长，贾而好儒，比较重视教育，热心公益事
业，他曾请人在村里办起私塾，贫困家庭
孩子也能读书。他们家的祖训就是：忠厚
传家宝，诗文训子孙。汪永祥生有四子：
桂善、培善（逸民）、志善（新民）、宜善（泽
民）。其中汪新民为老三。

当年，汪永祥本指望汪新民与一般徽
州子弟一样读点书，然后做生意，接管他
的店铺，可汪新民却不认同，执意要深造，
而且要去上海读书。父亲不给盘缠，家中
的姐姐、嫂嫂和他妻子变卖首饰，凑钱供
他读书。他和邻近凰腾村的程裕周一道
到上海，先进入上海南洋模范中学学习。
他虽然读书较迟，没学过英语，但他悟性
很好，在很短时间内就学会了英语，成绩
很快脱颖而出，在中学和大学里各跳过一
级。

1931 年，汪新民毕业于国立中央大
学法学院法律系，获法学学士学位，同年
被聘为南京文化学院第一院教授，旋向

安徽省政府申请公费赴英国伦敦大学政
治经济学院学习。1933 年，汪新民赴英
国留学，入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院研究，
取得硕士学位。他在英国读书期间，以
高票当选过留英同学会的理事，两年半
的求学中，还担任了国民党驻伦敦支部
执行委员，负责联络华侨，宣传抗日思
想。

1936年他学成归来，因其学识渊博，
立即受到重用，先后在抗日名将、国民党
上将张发奎的手下担任少将军法官，荣膺
少将军衔。回到家乡，父亲汪永祥在梓溪
村内祠堂“五叙堂”内，为其挂匾，同时适
值其兄逸民续娶妻，合宴志喜。汪永祥特
地请戏班唱了一个星期的戏。当时盛况，
同学程裕周先生曾做联祝贺：硕士喜荣
归，雅量清心虚如竹洁如梅，是少将实是
大儒，羡梓溪越国增光允颂鹰扬旌不朽；
良缘歌好合，温情爱意重于山坚于石，属
名门亦属望族，笑洞里刘郎重度预占熊梦
发其祥。

抗日战争期间，他任第三战区文化委
员会驻会委员，第三战区政治部主任秘
书，第三战区政训班主任，第三战区将校
训练团政治部筹备主任，皖南实业公司总
经理等职。

“一颗心就是报效祖国，除了抗日，没
有第二句话。”这是抗战期间，汪新民先生
常说的话。有一回，汪新民所在地部队在
浙江天目山开会，日军连连进攻，直逼山
下，那时，大家一心只想打倒日本帝国主
义，生死早已置之度外，后来，所幸日军的
攻势最终被阻止于山下。

法学家汪新民与故乡法学家汪新民与故乡（（上上））

□ 汪红兴 汪用斌 文/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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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走徽州古道，我脑海中总会冒出一
个“徽”字——青山覆盖，绿水萦绕，道路
阡陌，人文荟萃——这似乎是徽州人与生
俱来的情怀。“榉根关古道”就是这样一条
凝聚着山水情怀的古代交通要道。

榉根关古道南起祁门县箬坑乡，北至
石台县仙寓镇，全长 7.5公里，是古代“徽
池古道”的一部分，因穿越仙寓山上的榉
根关（榉根岭）而得名。此道北接“鸡头岭
古道”，直达长江南岸，是古徽州通往池州
的“官道”，也是南北商旅往来的咽喉要
道，于 2013年 5月被国务院确定为第七批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徽州古道的荣辱兴衰，总是融入在它

经过的每一个村落之中，如“文昌古道”之
于文山村、“箬岭古道”之于许村、“思贤岭
古道”之于洄溪村。按徒步惯例，经过村
庄，总要拍张民房的门牌，留个记号，但
是，当我们驱车经过狭长的山谷，到达公
路尽头的村庄，找遍大小新旧民房，却未
见一个门牌，取而代之的是一块门牌大小
的铝质标牌，蓝底白字，写着“小水电代燃
料户”及其数字编号。

徽州古道总是割舍不了青石板的情
结。但再厚实的石板，也经不起时光的磨
砺，榉根关古道上这一万八千多块长 150
厘米、宽 60厘米、厚 10厘米的青石板，早
已被踩踏得珠圆玉滑，如同一位耄耋老
者，满头灰白色已覆盖了当年的青涩。据
古道边《修砌鸡头岭碑记》记载，古道最早
修建于明嘉靖年间（1522—1566）；“杠梁
桥”头的《重修碑记》记载，清嘉庆三年
（1796 年）重修“祁西榉根岭，自圆通庵
起，至皂角树止”。记载中的“圆通庵”紧
邻古道入口处的“红旗水库”，如今仅剩遗
址，那棵“皂角树”早已不见踪影，就是那
据以冠名的“榉树”也未曾见到。

徽州古道总是攀行在崇山峻岭上。
但榉根关古道却是傍溪而行，迂回于溪
水之间。古道旁涌动的清流，或自峰石
间倾泻而下，咆哮如雷；或从岩洞中泉涌
而出，汩汩而鸣；或湾流处拍岸而起，低
沉雄浑；或山谷中涓涓而流，叮咚清脆。
人行其畔，如同一个跳动的音符，控制着
这场宏大的交响乐曲。星星点点的阳
光，透过浓密的原始森林，洒落在水花
上，偶有彩虹，或隐或现。一只蜻蜓停在
水边的嫩叶上，伸展着彩色的翅膀，一条
蜥蜴飞快地窜入路边的草丛，惊起一只
水鸟，很快都消失在绿色深处，叽叽喳喳
的鸟鸣声，伴奏着抑扬顿挫的流水声，回
响在整个山峦中。

在这清澈幽深的溪水边，总是让我想
起一种徽州野味——石鸡。它避迹喧嚣，
生养在深山老林的甘冽清泉中，常与蛇为
伴。当今模拟野生环境养殖的石鸡，虽然
延续了上天赐予徽州人的这道绝佳美味，
但总觉得缺少那么一点自然山水的灵气。

与这条古道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还
有另一道徽州佳肴——臭鳜鱼。

相传，古徽州不产鳜鱼。徽商走南闯
北，衣锦还乡，总会捎上几条长江里的新
鲜鳜鱼，然经池州、石台，过榉根关进入徽
州，天热路远，鳜鱼难免变质，又不忍丢
弃，只得抹上食盐保鲜，不料阴差阳错，成
就了一道绝无仅有的徽菜极品。

古道沿山谷溯溪而上，既无陡峭山
崖，也无云梯般台阶，刚刚还沉浸在鸟语
花香中，不觉已至榉根岭岭头。与其它古
关隘不同，榉根关关隘并不在垭口，而是
修砌在垭口北面山坡下二三十米处。此
处视野开阔，山势陡峭，略加营建，即可成
坚固工事。纵观整座关隘，进可攻山下来
敌，退可靠自然山体，确有“一夫当关万夫

莫开”之势，乃古时兵家要塞。历史上，此
处曾发生过十多次大小战役，如今，依然
能感受到当年刀光剑影的寒气。

榉根关由“关门”及两端“石长城”组
成，据《池州府志》记载：“咸丰间，曾文正
公 (即曾国藩，笔者注)相度形势，建置石
堑于此，以御粤匪（即太平军，笔者注）。”
虽经百余年岁月剥蚀，关隘仍保存完好，
但关门并没我们原先想象中的巍峨，高不
过三四米，厚约五米。石长城倒是有些壮
观，东起祁门大山村，西至石台安民山，依
山而筑，长达十四公里，目前仍有一公里
左右保持了历史原貌。

古道上有数十处古亭、桥隧、寺庵。
“启源亭”“玉泉亭”“古稀亭”“继保亭”“圆
通庵”“仙寓庵”等，这些明清时期的石构
建筑，见证了这条古道昔日的繁华，如今

却仅剩残墙断壁。那些烙印着历史的“重
修碑记”“杠梁桥记”“输山碑”“普祭孤魂
墓”碑石，已经满目字迹漫漶。慢慢地模
糊在岁月的尽头。“玉泉井”边，那厚重的
青苔在表白着其功能的变迁，只有它那优
美的故事依然带给人们一种生活的气息：
相传，仙人铁拐李为解路人口渴，用拐杖
凿成此井，雨雾时节，井水乳色，白玉一
般，故称“玉泉井”。

榉根关古道穿行在仙寓山中，传说，
此山为仙人居住。为体验那份仙境，我们
原路返回到榉根关后，走向另一山谷——

“七彩玉谷”。
“七彩玉谷”与古道隔一山垅，据专家

考证，峡谷形成于三亿四千万年前，是地
壳运动、岩浆喷射所致。“玉谷”河床相对
开阔，秀水川流，瀑布相接，碧潭无数，似
悬挂在山谷中的一串翡翠项链。河中大
小卵石以棕红、纯白为主，间以青、蓝、黑、
灰各色，随着光照、水流的变化，变幻出不
同的色彩，千姿百态，令人犹如漫步仙境
一般。河床两边，绿树簇拥，山花映衬，其
间一幅天然壁画，长约百米，有高山流水，
似龙纹飞瀑，有古树参天，似梅花点点，有
千古人物、珍禽异兽，惟妙惟肖，气势磅
礴。

顺着河水回到古道起点——“圆通
庵”遗址，两条山谷的秀水，像叶落归根的
徽商一般，带着徽州山水的情怀，汇集到
一起，再融入水库，“红旗水库”宛若一颗
巨大的翡翠镶嵌在仙寓山下，晶莹剔透。
那倒映在碧水中的仙寓山，倒成了一支神
笔，书写着一个巨大的“徽”字：榉根关
——巍峨耸立的“山”峰，“七彩玉谷”——
滋养徽州的水“系”，青石古道——漂泊大
江南北的徽商（“彳”）以及他们创造的灿
烂徽文化（“攵”）。

朱师辙的儿子朱俊异先生在
一个温情脉脉、阳光铺满了大地的
秋日，和自己的子女、堂侄们一行
回到了他半个世纪都魂牵梦绕的
故乡，寻访儿时记忆中的朱家老宅
和祖墓。笔者有缘与之相见，故有
机会亲闻朱俊异谈他父亲朱师辙
的一些鲜为人知的轶事。

在中国古代文化史上，有曹氏
一门两代三人；近千年后，又有苏
氏一家父子三人，可谓了不起的人
文奇观。然而在清末民初，黟县也
出现了石村朱氏祖孙三代朱骏声、
朱孔璋、朱师辙治学精深、著述宏
富同被录入县志，传于后世。朱骏
声，还作为人名词条被收录《辞海》
中。石村朱氏也是黟县人的骄傲。

根据听闻所得，特录之以示对
家乡先贤的景仰之意。
“陈老总不愧为外交家啊！”

朱师辙家中悬挂一副对联：
“到老姓名无党籍，一生经历在图
书。”一次陈毅元帅去看望朱师辙，
看到此联，心中默诵而微笑不语。
在当时倡导知识分子要积极改造
世界观，做到“又红又专”的大背景
下，这联的消极意义不言而喻。朱
老心里当然明白这一层，试探性地
问：“这联写得怎样？”“很好很好！
这副对联只有你能用！”陈老总爽
朗地笑着答道。

后来，朱老谈及此事，总是感
叹说：“陈老总不愧为外交家啊！”

这副对联本是现代学者、书法
家张宗祥（1882—1965）在解放前
为自己撰写以抒决不与旧官场同
流合污心志的。解放后，张宗祥受
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的感召，加入了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于是此
联于张自己已不合时宜。张宗祥
和朱师辙交情甚笃，也知其性情，
就将此联送给朱师辙，并题“此联
不能用矣。师辙先生见而喜之，送
卿补壁”。

“毛泽东是谁？”
1950 年代初，叶剑英到中山

大学看望朱师辙，并向朱老转达毛
泽东主席的问候。朱老问：“毛泽
东是谁？”这一“天问”惊呆了所有
在场的人。叶帅也惊讶不已，稍
缓，回过神来又说：“润之先生你
认识吗？”“润之先生当然认识啦，
当年在北大图书馆我看润之先生
写字，我还跟他讨论过他的书法，
我说像‘板桥体’……”朱老激动
地说。叶帅告诉他：“毛泽东主席
就是毛润之先生啊。”主客双方疑
惑俱释。

从旧时代过来的知识分子是
如此单纯，做学问以至到“两耳不
闻窗外事”境地！

“这是‘变天账’，不能动。”
朱师辙晚年居家，经济并不宽

裕。平时写作，纸张都舍不得买。
在国家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
会主义改造期间，好多单位原来备
用的空白账本就成了废品。朱师
辙把这些“废品”买回。这自然花
费低，更节省，更划算。他只要灵
感忽生、诗情突发，就随手把诗歌
抄到账本上。日积月累，抄写了厚
厚几本。

文革期间，朱师辙用把毛泽东
1951年写给他的亲笔信用镜框装
好高挂在自家大门口的方法，暗示
来者，使他的晚年诗作得以完整保
存下来。

朱家存有两部《清史稿》，劫后幸
余的一部半，现保存在浙江图书馆。

附：朱师辙(1878～1969)，字少
滨，生于安徽黟县，祖籍江苏苏州，
教授，文字训诂学家。1951 年秋
退休，定居杭州，为浙江省政协委
员。他藏书甚富，以毕生精力，从事
汉学研究，造诣很深。其祖父朱骏
声为清代著名学者，于道光年间任
黟县训导，后定居黟县城郊石村。
其父朱孔彰，生于黟县，清代著名
经学家、汉学家和历史学家。民国
初年，朱师辙与其父朱孔彰相继任
清史馆编修，与名学者缪荃等，汇
集清代史料，成《清史稿》536卷。

【徽州古道】

□ 黄良顺 文/摄

榉根关古道榉根关古道：：此处山水最徽州此处山水最徽州
【名人轶事】

朱 师 辙 轶 事

古徽州北扼黄山，南据天目、白
际、五龙山脉，形成一个独立的自然
地理单元。自三国时起，徽人开山
架桥，在崇山峻岭间凿出纵横交错
的登山步道，而成“九龙出海”格局，
这些登山步道成了古代官方驿传、
商旅往来的生命线，也是兵家的战
略通道。如今这些古道大部分已被
现代公路所代替，少量残留在荒山
野岭者也早已淡出寻常百姓的生活
视野。但作为徽州历史的重要载
体，它们是徽州社会变革、徽商发
展、历代战争的活化石，且已成近年
乡村旅游的新领域。为此，本报将
陆续刊出“徽州古道系列”，以飨读
者。



















 

关 隘

路 亭 残 址

□ 朱来平

沈阳文友凌家善、佟秀梅老夫
妇 2015年 11月间来歙县古城玩了
一天，是好字不离口。一年后，应笔
者之请，再游歙县古城。他们说，一
年时间不算长，可徽州古城比先前
好看多了，古朴典雅多了，游客更多
了，这是出乎他们意料的。

歙县徽州古城与四川阆中古
城、山西平遥古城、云南丽江古城
同为中国四大古城。歙县徽州古
城 ，北 倚 黄 山 ，西 临 杭 州 ，历 经
2300 多年漫长岁月的风风雨雨，
以独树一帜的徽州文化，凭借物华
天宝，人杰地灵，成为华东唯一雄
踞皖南的一座经典古城。1980年
12月 8日，又被国务院命名为国家
历史文化名城。

歙县徽州古城，秦置县制，隋
为歙州，宋宣和三年（1121）五月改
歙州为徽州，州治地歙县，辖休宁、
绩溪、婺源、祁门、黟县六邑。元、
明、清、民国近 800 年间均为郡、
州、府治所在地。

歙县筑有二城。隋末唐初汪
华（唐封越国公）始建“周一里，四
十二步”王宫州治子城。明嘉靖三
十四年（1555）筑接府城东郭，东枕
问政山，北经玉屏山，西接府城倚
斗山，南接府城长青山的环城城
垣，成为有府县双层城垣的古城。

徽州几千年历史文化需要传
承，歙县徽州古城古建筑需要保
护，徽州民风民俗需要挖掘。2016
年 11月 21日《歙县徽州古城保护
条例》正式颁布，成为黄山市有立
法权后的第一部地方法规。一年
来，歙县依据这部法规，力行有法必
依，执法必严，使徽州古城出现从未
有过的保护力度与效果；歙城居民
更是依据这部法规来规范自己的行
为举止，从自己做起，由自家做起，
从小事做起，从大局长远着想，为保
护徽州古城尽心尽力尽责。

《歙县徽州古城保护条例》实
施一年来，城内的粉墙黛瓦、马头
墙的徽州建筑风貌更加展风采显
魅力。徽州井观、九月徽州、西街
一号、百阶民宿、素舍等一批破旧
老屋翻新如旧的民宿，将徽州人的

乡音乡俗乡风呈现给了外地客人，
使他们再一次“无梦到徽州”。徽
州府衙，再现明清府署历史，大徽
班证实徽剧乃京剧之父，四宝堂显
出徽墨歙砚之神奇，南谯楼听徽州
典故，东谯楼倾闻历史钟声，许国石
坊传许国传奇。黄宾虹纪念馆，陶
行知纪念馆，一为新安画派宗师，享

“南黄北齐”之美誉，一为有“二千年
前孔仲尼，二千年后陶行知”之赞，
现均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一年
来，对徽州古城的得胜门、瓷城、潮
水门闵雨楼、徽州路一线的城楼城
墙进行修缮与加固，进一步彰显了
徽州古城的古与老的神韵。

目前，歙县徽州古城保护正着
力办好三件大事。一是将打箍井
街、中和街及滨江路的一些卷闸门
统一改装成徽州木雕格子门；二是
在徽州古城核心保护区的中和街
等六条主要街路进行机动车辆、非
机动车辆禁（限）骑工作，以保护古
城环境和行人安全；三是与河南开
封等六县市组成“8+6”中国明清
古城墙联合申遗。歙县已完成歙
县徽州古城墙修缮和展示工作计
划的编制。

一年回眸，歙县徽州古城保
护，不负众望，得到众人首肯，但保
护无止境，今后更任重道远。窃以
为，一要原原本本去宣传条例，认
认真真贯彻执行，持之以恒，不忘
初心。其次，对非保护中心城区的
小街古巷、历史典故地段的保护工
作，应加大力度，将湮没的古建、淡
去的典故、失传的民俗，能恢复的
恢复，能挖掘的要抢时间、细整理。
如新南街的砌砌贞节坊、八眼井的
故事，新路街口牌坊的修损等，使古
城保护无死角，全方位覆盖。再次，
一部法规的出台不易，实施更不易，
执法部门、管理部门既要兢兢业
业，更要用心用意，做好歙县徽州
古城保护工作，使徽州古城成为徽
文化保护试验区的传习中心，成为
国内外游人的旅游目的地和首选
地，使走进歙县徽州古城的人，如
同走进明清及其远古时代，如同
走进徽州历史文化博物馆。

【徽州故里】

不负众望不负众望，，任重道远任重道远
——《歙县徽州古城保护条例》实施一周年有感

□ 许安斌

汪新民故乡梓溪村全貌

徽商门第 酷爱读书 伦敦留学 委以重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