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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顾 绪绪
《屯溪博物馆馆藏珍品集》收顾绪“梅

花”轴一件，画右侧题“顾绪写”，钤“臣绪印”
白文印和“述亭”朱文印。此画年代被定为
民国，依据大约是画上有许承尧题跋。然许
承尧乃为“老友寿翁同学题”，大约是寿翁藏
品，嘱许题跋。又，杭州博物馆藏顾绪“雪梅
图”轴一件，刊于《杭州博物馆馆藏梅花书画
精品集》，顾绪跋：“梅以雪生香，雪以梅全
洁。岁寒玉成心，一片和冰结。乾隆辛卯夏
五，述亭顾绪写。”钤“顾绪”白文印，“贻谋”、

“述亭”朱文印。其中“述亭”一印与屯溪区博
物馆藏品同。乾隆辛卯为乾隆三十六年

（1771）。《杭州博物馆馆藏梅花书画精品集》
文字说明“顾绪，生平不详”。屯溪区博物馆
定民国，与杭州博物馆云“生平不详”，皆因在
相关辞典上未能查到资料，实则《中国美术家
人名辞典》收有顾绪条目，但名字为顾述亭：

“清，南通州（今江苏南通）人。善写梅。”出处
为《墨香居画识》，《墨香居画识》为清乾嘉时
期书画家冯金伯所撰。《中国美术家人名辞
典》并收有顾绪子顾震条目：“清，字大震，号
溅雷，南通州（今江苏南通）人。述亭子。写
梅承家学，写竹喜写万竿烟雨，令人起潇湘之
思。”出处亦为《墨香居画识》。

一进宋村村口，飞布山下，布
射河畔，停栖数只白鹭，待小心停
车，捕捉一两画面，竟是闻声而
动，一振翅膀，空余一掠白影。虽
有遗憾，心中却是一喜，那得多空
灵的地儿，才能引来吉鸟一顾。
布射河发端上阳尖，所经无非山
里人家，自是一路清澈，让人欢
喜，当得白鹭一憇。仰望苍穹，倒
是不由想起刘禹锡的诗句了：“孤
眠芊芊草，久立潺潺石。前山正
无云，飞去入遥碧。”

布射河经黄村流入宋村地域
之首村便是松关村。虽已大雪节
气，漫山墨翠，溪流渐小，依旧鱼
游浅底，一片生机。松关村历史
上属黄村乡，现属桂林镇宋村一
自然村，虽无行政村建制，但村子
不小，多时逾半千人口。村口一
庙，供奉观音，香客众多。这里每
年都有四次祭祀活动，分别为阴
历2月19观音圣诞日、6月19观
音成道日、9月 19观音出家日及
春节。我们是在不年不节时进入
的，没有看到繁华的祭祀场景，仅
从厚厚的一地香灰上，也能猜测
出场面的盛大。

松关村临水而建，枯水季，
跨溪面而建的水泥路，可连通对
岸的公路，交通甚是方便。全村
江姓为主干，为萧江氏箫桢后
人，迁自屯溪南溪南，村中上了
年纪的老人为 36世，已延 38世，
由此可推建村历史当在 750 年
左右。

村中江氏祠堂闭户日久，想

找个管钥匙的开开门，进去看看，
竟是不能。在徽州，祠堂甚多，原
为一个家族商议大事、处理族务
的神圣之地，一旦失去这一功用，
也便逐渐淡出人们视野。少了烟
火、呵护，在时光的侵蚀下，大抵
逃脱不了消亡的命运。

虽是冬闲，村人并不闲着。
河滩里，空地上，晾着大片大片
的白菜，待至蔫了，切段入缸，加
盐 压 实 ，过 上 月 余 ，便 成 了 腌
菜。一个漫长的匮乏年月里，新
鲜的白菜无法储存，智慧的农家
人，就靠着这一方法，解决严冬
的菜肴需求。

与松关村下游相邻的是潘
村，同为宋村自然村。潘村村民
大多王姓。如果说，一个深山村
落带给我们的不外乎宁静的田
野里刀耕火种的延续，那么潘村
村民王有兰，早已借助当地的特
产资源，向家庭作坊式手工业文
明进军了。

宋村种植葡萄，是近 30 年
的事情。宋村人利用当地昼夜
温差大这一独特小气候以及丰
沛的布射河水资源，积极发展葡
萄产业，面积逾 2000亩，一跃成
为皖南地区最大的葡萄村。数
年前，王有兰便有了延伸产业
链，开发葡萄酒的想法。得到家
人的认同后，王有兰不断实践摸
索，运用祖上土制秘方，通过酒
曲发酵，制造葡萄酒，也产米酒，
试验成功后，便被山外商客悉数
包下独销。近两年，王有兰的作

坊得以扩张，产量增加倍余，便
想闯出自己的品牌。徽州米酒
多产于率水之滨的休宁五城镇，
在布射有闻，亦是奇事了。

从人类逐水而居的习性上推
断，水源末端大抵水路交通便捷，
也当最早出现人类活动。宋村是
行政村驻地，在潘村下游，建村历
史在 800年左右。历史上，宋村
古迹甚多，现已毁坏难寻。宋村
以郑姓为主，迁自富堨青山村。
古稀之年的郑国平，谙熟村中历
史，成了我们的讲解员。

在老人的描述中，村里有一
社屋，上下两层，能容纳千人。入
冬戏班子进村，四邻八乡都容得
下。郑氏始迁祖康候公，村口数
株古木，便是郑氏入村时所植。
为守护水口林，假意让其叔父放
猪拱树，后逮而杀之，分肉村人。
村民见族长如此苦心孤诣，不分
亲疏，再也不敢放养家畜，水口林

得以保全。这一出“杀猪禁牧”之
戏，即便今天听来，亦当为其智慧
而赞。就这样，我们在思想中描
绘着曾经的宋村，宋村曾经的历
史和曾经的辉煌。

宋村有一古石桥，数百年
来，经受住了数次肆虐洪灾的考
验。无疑，这是劳动人民智慧的
结晶。而在当地却有一个说法，
建桥时，匠人在桥墩下埋进的铁
铸蜈蚣，成了一座桥的守护神。
郑国平道，天上之龙怕地上蜈
蚣，天龙行云布雨之时，见桥墩
下有蜈蚣驻守，便不敢造次了。

“要是没有这个蜈蚣，龙就会大
发威风，发大水把你这个桥搞
坏。”郑国平口中的铁蜈蚣，长约
尺许，水浸数百年之久，依旧不
毁。我们走上了石桥。布射水
在黛山掩映下，难以见底。只有
当地村民，夏日戏水时方可一见
真容。

宋村下游、布射河沿线之呈
村亦是宋村管辖。村中一倒圮
近半的老屋门楣石上，刻有“至
德光传”四个隶书大字，细察之，
竟为清末翰林许承尧所书。村
人大抵不知其屋根底，更不晓字
出何人之手了。好在此为村中，
无通车之大道，倒让这一名人石
刻保留至今。

呈村村民以吴、江两姓为
主。村人相告，江姓原为村中大
户，盖对面飞布上一石笋守护，
后有一道人进村，不知是何目
的，指使江姓儿媳刀砍石笋，致
使家族落败。

飞布山海拔 669 米，古称勒
山，又名主簿山和布射山，至唐
方改今名。山虽不算高，却是城
区周边最高山峰，相传宋抗金名
将岳飞曾多次登临。在当地，更
有岳鹏举斩徽州龙脉一说。飞
布山一年四季，季季有景。春天
山花烂漫，轻雾袅娜；夏日蓝天
白云，清新秀丽；秋风乍起，则层
林尽染，不逊春光；冬雪洒落，则
漫山银白，晶莹剔透。

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
只相似。宋村建村 800多年来，
村人主姓数次变更，却保留下了
宋村村名，这样的保留是不忘初
心、方得始终的别样传承。布射
水长年不息，伴随着历史的车轮
滚滚向前，在社会的快速发展
中，唯有铭记历史，尊重历史，方
能站在历史的肩膀上乘风破浪，
揽月摘星。

一年后的今天，再登箬岭，
古城墙巍峨依旧。关隘内外，远
山近壑，尽收眼底，天湛蓝、山清
澈，茶坦古村掩映在不远处的青
山翠竹中。与之前的断碑残壁
相比，供奉汪华的“忠烈庙”已修
葺如初。

我们进得庙内，脱下湿透的
鞋子，撸起沾满泥巴的裤脚，甚至
解开衣服，又在身上清理出一两
条“马大姐”（蚂蟥）。以此方式

“祭祀”“汪公大帝”，确有不尊。
然狼狈的外表也掩饰不住我们对
这位徽州圣贤的敬仰，抹不去对

“汪公文化”的记忆和传承。
据 史 料 记 载 ，汪 华（公 元

587—649 年），生于歙县登源里

（今绩溪县）。隋末群雄割据，汪
华率兵平定婺源山寇，受遣开拓
箬岭官道，因受暗算，发动兵变，
占领新安等六郡。唐武德四年
（公元 622 年），汪华顺应民意，
奏表归唐，促成国家和平统一，
使民众免受战乱之苦，被封“越
国公”。汪华以“捍境保民”为口
号，抵御外来兵燹战乱，化解徽
州山越人与南迁中原衣冠贵族
的长期矛盾，净化山野民风，为
宋元之后的朱子理学以及徽文
化的繁荣奠定了社会基础。

唐天宝年间，百姓为纪念汪
华开拓箬岭官道之功，在箬岭关
下搭建小庙，四时祭拜。宋恭帝
德祐元年（1275 年），此庙被敕

“忠烈庙”匾额，且加封扩建。
元、明、清期间，“忠烈庙”历经四
次 大 修 ，但 文 革 期 间 被 毁 。
2016 年，歙县许村张氏兄妹捐
资百万方得修复。

“忠烈庙”恢复的不仅仅是房
舍庙宇，还有箬岭百姓积德行善
的古风。如今庙内无人看守，无

“功德箱”，礼佛者所需香纸自取，
布施钱物自行放置在桌上一箩筐
内。庙内桌椅板凳等用具均可自
由取用，用后放回原处……

“忠烈庙”旁的泉水井也已
砌筑一新，井旁置有舀水、洗刷
器具，行人可洗可饮。在这千米
高山上，泉水咕咕而出，常年不
枯，实为奇观。井内还有十几尾
柳叶大小的小鱼，自由游弋，这
大概就是箬岭特有的柳叶鱼吧？

传说，古时一乞丐来茶坦村
乞讨，村民施其米饭、蔬菜，并表
万分歉意“家穷买不起鱼肉”。

“有饭吃已难得，何敢言鱼
肉？”乞丐边吃边说，边说边走。

顷刻，乞丐又匆匆赶回，告
知村边水坑里尽是柳叶大小的
河鱼。村民蜂拥而至，果然清澈
的小溪里多了一群群小鱼。

原来乞丐为仙人下凡，见茶
坦人心地善良，便扯一把柳叶丢
入水中，即成游鱼。

第一次登箬岭时，曾在茶坦
一“农家乐”就餐，一桌土菜，甚
是丰盛，但并未品尝到柳叶鱼。
没沾上仙气，只能将好人有好报

的传说吃进肚里，消化在心里，
也算是一次修行。就像茶坦村
里稀稀拉拉的留守老人一样，将
当年车马往来、店肆林立的盛景
删繁就简地刻在他们沧桑的皱
纹里。

和沿途各村店肆一起萧瑟
的还有箬岭关前几座客栈，如今
仅剩半截石墙，仍坚守着昔日商
旅络绎的记忆。唯一不变的就
是眼前这座建在两山之间、平坦
如砥的关隘建筑。现存关隘重
修于清顺治四年（1647 年），青
石块砌成，高约两丈，厚丈余，两
翼石长城连接至山顶。拱形门
洞三尺余宽，内有一兵道通向关
台，大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
势。南北拱门上方各刻有“天险
重开”四个大字，为时任歙县知
县■■■所题。

然固若金汤的箬岭关并未
挡住燃烧的战火：清同治二年八
月（1863 年），太平军古隆贤部
经箬岭至徽州府，在许村，一把
火烧了三天三夜，大半个村庄化
为瓦砾，许家泽之母宋氏等九妇
女在大宅门内被杀焚尸。民国
十七年（1928 年），过箬岭的某
军在许村哗变，准备洗劫，许韵
清只身冒死前往说服叛军，幸保
一方平安。1934年 12月 25日，
方志敏带领的北上抗日先遣队，
过 箬 岭 关 遇 敌 ，激 战 几 昼 夜 。
1949 年 4 月 28 日，李德生率领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第

十二军三十五师从箬岭入歙县，
随后徽州全境解放……

历史的风尘云烟就像我们
刚才的“大逃亡”一样，劫难之后
总是迎来新生。除了“忠烈庙”
外，箬岭古道也已完成保护性修
复，残缺的石板基本补齐，并增
设导示路牌、垃圾池等设施。在
箬岭关前简餐后，我们启程下山
至谭家桥。八公里的古道已恢
复如初，平缓悠然地蜿蜒在密林
竹海中，如清道光十五年（1835
年）重修箬岭（色岭）古道石碑中
所记——“集腋可以成裘，崎岖
变为坦道矣”。

行走在古道上，迎着草木清
香的山风，吸着湿润清甜的空
气，近处山花烂漫，鸟鸣蝉嘶，远
处山峦叠嶂，黄山七十二峰遥相
呼应，让我想起明代诗人胡沛然
的《度箬岭望黄山》：“千廻鸟道
萦青嶂，一啸鸾音落彩霞。山气
出云浑作雨，泉声拂树半成花。
到来邱壑酬心赏，别去风麈上鬓
华。三十六峰看咫尺，欲从轩后
问丹砂。”

如今，行走箬岭古道，除了
躬耕山野的农民，就是我们这些
所谓的“驴友”。“忠烈庙”不再是
追远报本之所，青石古道也远去
了其交通功能，箬岭关更是冷兵
器时代留下的一张发黄的照片，
它们已装订成一本厚重的徽州
史书，正在被现代人一页一页地
翻开、品读。

过阳和门，便是古徽州的府治和
县治的核心区，徽州府衙端坐其中。
徽州府衙坐北朝南，西边解放后开
了一道门，为便民出行往来。券门
洞上刻写有中国文物泰斗罗哲文先
生题跋的“徽州古城”四字，意为广
迎来歙城访古问今的八方来客。门
外是风光迤逦的练江，若从古老城
墙布局来看，练江正是府衙的“护城
河”所在。初冬的练江如绸似带，薄
雾缭绕，飘蒙如梦，仿若从远古踏歌
而来。

府衙的正对面是“南谯楼”。
唐代以前，城台均以土夯建筑，所
以建筑门楼，必须在门阙靠壁立
柱，南谯楼共立柱二十六根，中门
阙门扇隐去二根，只显出二十四
根，所以当地人又称它为“二十四
根柱”。出了南谯楼，便见新复建

“东南邹鲁”坊，过了此坊右侧转弯
便是潮水门，也是古城的西门。此
处历史上曾建有蓝将军楼。西门
外，建有“瓮城”。瓮城在古老的城
墙里是个凸显智慧的地方。古人
在南谯头一侧，看似随意地开了一
道名为“潮水门”的小门洞，内里则
是做生意的街坊人家。若从外及
内入“潮水们”，让人误已安然入
城。实则不然，倏而一个拐弯，蓦
然又见一个城门，若锁上此道城
门，才惊觉这是布了一道“瓮中捉
鳖”的好戏。

出了西门往西走百余米便是
“太平桥”，也称为“河西桥”，桥建于
明弘治年间，为多孔巨型石拱桥的
代表。传说，古代民间只准建单孔
桥，造双孔便有欺君之罪。歙县一
寡妇为修善事，建造了这座 16 孔
桥，因为双数而犯了王法，钦处剥皮
之刑，致使此寡妇含冤而死。所以
后人称太平桥为“人皮桥”，也称“寡
妇桥”。

沿着南谯楼边的台阶走上城
墙，城墙上的每一砖，每一瓦，无不
渗透着历史的气息。主城墙有七
八余米宽，城墙约十余米高度，城
墙垛口约在成人齐腰位置。这里
便是徽州古城墙保存最完好的精
华段，长约 1500 米。城墙的基础
为赭红的红麻石所建，后有青色的
城砖砌上修复，修旧如旧，最大化
还原了城墙的历史风貌。

走过一段城墙，看见府衙的后
院是相通的。古时候，府衙内的官
员若要视察城墙外情况，非常便
捷。城墙本是古老特殊的军事建
筑，如此布局极有利于布局作战。
走上城墙观其外，运筹帷幄，步步
为营。

徽州古城墙从建成至今，据《歙
县县志》记载，已历经宋方腊起义，
明倭寇，清太平天国……等大小数
次战争，在南宋末方腊起义和元末
农民战争后，曾经大面积修缮。在
其他前后年代，又有数次重修。由
此可见，城墙在战争中，真真切切起

到了保卫作用。如今，在歙县老农
机厂和歙县师范学校之间，依然可
以看见沿着古城墙基所建的老房
子，历经岁月洗礼的古城墙，断垣残
壁若隐若现。历史无法重来，人们
在如此一座厚重沧桑的古城墙前，
或者在心中，可以临摹出古代金戈
铁马的战争厮杀场景，从模糊到清
晰，是血腥的，也是真实的。

有人说，带城墙的城才是真正
的古城，有城墙的城才更有家的感
觉。城墙是一重又一重的堡垒，保
家卫国，她给与人们的更多是安全
感。徽州人的传统根深蒂固，终其
一生，信奉的是“艰苦创业，大兴土
木，荣归故里，美好生活，安度晚
年”终极理念。追逐一个圆满的过
程，从起点回到原点，如此存念是
徽州人一生的真实写照。

歙县古城墙是徽州的“徽”里，
山，水，人，文里一个无可替代的一
份子。练江一如既往，徽州先贤陶
行知塑像在赭红的城墙外伫立着，
依然在教诲着后人们“生活教育”独
特理念。1986年歙县古城被国务
院列为“国家历史文化古城”，古城
的风采依然，她掩映在厚重璀璨的
徽文化里，淡看千百年风云变幻。

城墙外，亮黄的银杏叶纷纷翩
跹起舞，随风飘落在赭红的城墙
上，岁月更迭，徽州古城又增添了
新的年轮。站在古老沧桑的城墙
上，胸腔蓦然升起君临城上的豪
迈。作为古代特殊的军事防御建
筑，徽州古城墙早已经完成了她的
历史使命。

徽州古城墙曾经守护了一方
百姓的安危，亦是势力的彰显。她
不仅与战争有关，更与民族的尊严
气节相关。她是一种威严不可侵
犯的象征。如今，风雨沧桑了八百
载的徽州古城墙，隔着练江和对岸
的宋代长庆寺塔遥遥相望。徽州
实在是太厚重了，她们和更多其他
无以计数的徽州历史遗存一起，向
后人们传承颂读着徽州精神。

在赭红的城墙掩盖下的歙城，
老人们在城墙下下棋，孩子们奔跑
嬉闹着，卖家的吆喝声不时传来，市
声依然熙攘，人们忙忙碌碌穿梭其
间。“阳和门”上的钟声在歙城的上
空悠然响起，在凌冽的寒意中更添
一份威严。时光一直向前，恒古不
变。今日的徽州也终将会成为历
史，传统和创新，如今正在交汇碰撞
着，是延续，是传承，更是发展。

有城墙庇佑的城池，才是中国
城市最远古最本真的传统面目。
但任何事物需要用辩证的眼光去
看，城墙的存在同时也在警醒着世
人，战争是残酷的，和平极其宝
贵。秉承“让消逝的成为记忆，传
承的成为延续，创新的成为发展”
建筑文化理念，徽州古城墙正在新
时代的感召下，继续肩负传播她传
统神圣的徽州古文化使命。

【徽州故里】

□ 姚顺涞 程云芬 文/摄

徽 州 古 城 墙徽 州 古 城 墙
沧桑八百载沧桑八百载（（下下））

2月6日，歙县徽城镇中和社
区“徽州香情”老年舞蹈队在徽州
古城表演民间歌舞“葡萄架”。

“葡萄架”民歌是上世纪
五十年代民间艺人余诗灏根
据徽剧板式、腔调创作而成，
当时在徽州地区广为传唱，
近年随着对传统文化重视和
挖掘，“葡萄架”被编成歌舞
亮相古城，再现徽州人采摘
葡萄的喜悦。·吴建平/摄·

【文化短波】

““葡萄架葡萄架””民间歌舞再现古城民间歌舞再现古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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