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徽州古道】

□ 黄良顺 文/摄

高湖山古道：绵延千年的故事

在徽州，最不缺的就是山。
“高湖山”却是特例——高山出平湖，

如同青海的“湖”、西藏的“措”、九寨沟的
“海”一样，在高原秘境中，即使是一汪清
水，也弥漫着一股浓浓的禅意。

高湖山位于婺源北部沱川乡与浙源乡
交界处，为婺源与休宁的界山，最高峰“摩
天顶”海拔 1116.6米，因“山上有湖，六七
亩，四时不涸，故名”。湖面位于“摩天顶”
下约百米处，宋代诗人汪铭燕《题高湖山》
云：“晴峦界断半边秋，雾锁山腰白浪浮。
无数小峰时出没，湖光万顷点轻鸥。”据有
关文献记载，民国时期尚有“满湖明月当
天照”的景象，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湖面已
缩至两三亩，近年，湖水已基本干涸，仅剩
一片低洼的湖面遗址，以及湖心那枚喷涌
了千万年泉水的石罅。

古时，湖边建有高湖寺、高湖书院。
相传寺院始建于宋朝，其时，“寺有神僧，
虎食其行者，僧遂仆其虎，时跨入市，若牛
马然”。寺院几经兴废、几度易名，明正德
年间由僧人结茅成庐，名“白云庵”，其后，
由休宁石田财主汪德善捐资发起兴建，名

“白云古刹”，因其大殿由生铁铸瓦，故有
“铁瓦禅林”之称。五十年前，“古刹”再次
圮毁，现存寺庙为 2008 年复建。高湖书
院建于何时已无从考据，传为明代官办经
馆，曾书生云集，可与歙县紫阳书院相媲，
如今也已遗废在历史的更迭中。

“高湖山古道”为古时香客朝觐之
路，以高湖山为中心，呈放射状通往山下
婺源、休宁各村庄，并连接至徽州各地，是
徽州古道中少有的“佛道”。我们选择了
休宁县板桥乡徐源村、经高湖山至婺源县
沱川乡田岭背村的徒步线路，单程约 9公
里。

秋天，行车在徽州山水间，总是很享受
窗外飘然而过的风景。柏油马路傍山依
水，银白色的汽车穿梭在秋色里，像一根拖
弋着长长黑线的衣针，把山的褶皱缝制成
一幕五彩的屏风，串起星星点点的村落，连

成一个动感的徽州。休宁村落的名字总是
那么诗意，蓝底白字的地名牌不断冲击着
视觉的速度：溪口，让人想起徽州的水口，
环流聚水，古树掩映，石径凉亭，有一种回
家的感觉；板桥，在这青山秀水间，有了粉
墙黛瓦、有了小桥流水，谁还在乎那一时的

“难得糊涂”；漳前，一株繁茂千年的古树；
徐源，一族避迹山野的大姓……

遐想中，公路已在两山聚拢间走到尽
头，一条青石古道连接着公路，穿过村庄，
缘溪而上，向山谷中逶迤而去。

古道宽 1.5-2米，均由平整的青石板
铺成。相传这段古道为一徽商遗孀捐资
修建，然而，我查遍资料，却未获详情。在
徽州，每条古道都是一段徽商的历史，都
有一个动人的故事，徽商叱咤商界三百
年，身后少不了马头墙下的孤灯倩影，“一
世夫妻三年半，十年夫妻九年空”，多少花
容月貌在相思中灯枯油竭，多少春宵良辰
在等待中晓风残月，又有多少徽商妇“三
十五载望穿秋水”……“十指尖尖白笋芽，
肩挑祭盒手拎茶。坟前点了一炷香，哭得
眼泪湿青衫”，剪下一缕青丝，铺就这条丈
夫回家的路，或许只为修炼一段今生未尽
的姻缘，换回来生的长相厮守。

古道穿行在一片茶园地里，淅淅沥沥
的秋雨却不期而至。

雨水冲刷过的乌桕树红得有些妩媚，
经历了数百年时光磨砺的青石板却更加
湿滑。约半小时，至山坳底部，见一路亭，
大家方入内避雨。

路亭开间丈余，块石砌就，每块石砖
凿刻平整，方正厚实，色泽青黑，虽布满尘
土，却依然不失当年修建时的大气。因山
谷狭窄，且雨雾笼罩，亭内昏暗，开启手机
电筒后，方见石壁上内嵌一碑刻，题额“饮
泉亭”“光绪十六年八月古旦”（1891 年）
等字样。路亭建于山溪边，常年泉水潺
潺，商旅行人行走至此，正可饮泉歇脚。
抑或是那位遗孀捐建此道时，饮水思人，
刻碑于此，以寄哀思。石碑下设一佛龛，

供奉“南无泗州大圣神位”，左边石壁上写
有“国共两党合作万岁”的标语，历史的波
澜已定格在这个小小的石亭里。

雨渐止，我们继续前行，原先平缓的
坡地已被拾阶而上的山岭所替代。山岭
名为“吊石岭”，因山南一处两山夹一石的
景观而得名。我总觉得，此山名既不雅也
不吉利，千百年来，文人骚客路经此地，也
未曾取个优雅响亮的名字，实为憾事。

走过这段依山而上的石阶，即为一处
垭口，此为休婺分界岭，即所谓“吴楚分
源”的界点。回到三国时期，这也算“国境
线”了，没有“通关文书”是万万不可越界
的。如今横跨道路的关隘早已了无踪影，
路边亭舍的石墙依旧，檩椽瓦片已完全塌
陷在废墟中，行人至此，全然没有“通关”
的感觉。

历史的喧嚣早已逝去，但这处古代
“交通枢纽”的壮观景象依然不减当年。
此为一处十字路口，四条青石山道分赴东
西南北，在徽州古道中是绝无仅有的。

路边一块斑驳的石碑记载着前行的
方向：“左边：上山往高湖山，下山往庄前；
右边：平路往沱川，下岭往察关”，立碑人
为高湖山的自公和尚。

把时空回转到一两百年前，僧尼，俗
人，齐心善事，我们除了肃然起敬，只有敬
畏先人。

稍作休息，我们向高湖寺方向开跋。
这是一段横穿山腰的林荫匝道，路面比先
前缩窄近半，尘土落叶已覆盖大部分路
面，一些陡坡地段，已完全塌陷，幸有驴友
及村民偶尔经过，还能显露出石板的痕
迹。如果说“世间本来没有路，走的人多
了，就成了路”，那么世间的路，少有人走，
也就没有了路，正如道家所言，“无，名天
地之始，有，名天地之母”，万物之本源，顺
其自然而已。没有人走的路，让它消失在
岁月的风尘中，也未必不是一个好的归
宿，只是失落了当年那些前往高湖寺朝觐
修行的香客们。

相传，从垭口到高湖寺的路是由香客
们捐资修建的，每块台阶耗资三块银元。
高额的造价只因这是一条沿着陡峭山脊
扶摇直上的山道，当地人叫“十八弯”。

“十八弯”或许仅是一个吉利数字，这
段 Z字型蹬道顺着山脊盘旋而上，何止十
八弯，绝不亚于爬一栋百层高楼的楼梯。

迂回的山道被斑斓的秋叶簇拥着，虽
是一幅赏心悦目的画卷，但山间大雾笼
罩，五米不见人影，雨后潮湿的石板淹没
在枯叶尘土、杂草青苔下，踩踏其上，形似
探险。我们三步一叩五步一拜地攀行，倒
成了前往高湖寺修行问道“香客”了。

经过近三小时的行程，终于到了千米
之巅的高湖寺。

几栋新旧不一的建筑静默在山峰下，
周边约四五十亩平地。平地后枕摩天顶
峰，左右各倚一座山脊，缓缓而落，仿佛一
把巨大的“太师椅”。立于此处，极目远
方，群山迤逦，远峰近壑，一览无余，“左狮
右虎”，后祖前案，浑然天成，确是一处徽
州传统意义上的“宝地”。

黄墙黑瓦的“高湖寺”在这处青山怀
抱中尤为明显，只是并非我们想象中的寺
庙那样飞檐翘角、庄严肃穆，如果不是墙
面的黄色、大门上方“白云古刹”的题额，
它与山中一处民房毫无差异。其余的杨
令公庙、土地庙、五贤祠等佛家建筑，也简
陋至极，甚至不如一间路亭，完全没有当
年信徒络绎、香火飘绕的盛况。

古刹依山而建，后连观音阁，右为书
院遗址，院前正对“龙井”（泉水井）。寺前
为湖面遗址，“万顷湖光”最后收窄为水泥
围成的一圈“莲花池”，却也经不住时光的
漫漶，终将未能留住最后一滴湖水。只有
通天窍、狮子石，还有那个“皇陵正脉”的
传说和白云古刹里那位老尼，依然坚守在
这座人迹罕至的高山上。

午后云开雾散，尘去凡来，高湖山并
未因我们的叩访而喧闹起来，静谧的空气
几乎随手一抓都能溢出檀香的味道。

我轻轻步入简陋的古刹。布施。默
祈。

我静立在寺前的“湖池”边，像在等待
一位云游而归的僧人一样，屏息等待湖心
石罅中泉水喷涌而出的奇迹……

顷刻间，刚刚散去的浓雾又飘袭而
来，弥漫着山顶上“通天窍”里喷出的水
汽，聚拢到“湖面”上空。白云古刹在浓雾
里若隐若现，于水天一色中渐入仙境。我
似乎已泛舟在碧波荡漾的湖面上，凝视着
湖边那棵被雷击而枯死的千年银杏树，触
摸着它根部发出的几十股新枝。在雾霭
中，几片黄灿灿的银杏叶随风飘零而下，
在湖面上随波漫舞。仿佛就是那群觅食
归来的“轻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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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历新安江】

□ 江伟民 文/摄

走江村：清江一曲抱村流

清江一曲抱村流，长夏江村事事幽。
自去自来堂上燕，相亲相近水中鸥。
老妻画纸为棋局，稚子敲针作钓钩。
但有故人供禄米，微躯此外更何求？

(杜甫 《江村》)
杜诗中的江村当是他处，但缠绕心头

的娴静、古朴、清幽，却又是那么地与布射
河畔的江村相似相融……在一个数九寒
冬里，我们寻找着诗中的境况，却在无意
中发现，一个村庄的一个角落，几幢老屋，
一个水塘，都能幻化出诗句模样。

歙县桂林镇江村岑山自然村跨布射
河有一古石拱桥，除桥拱石头上刻写的多
个“元”字外，再无其他历史记载。是否为
元桥，真伪有待考证。行走岑山古桥，蒿
草遍布，柴垛阻道，沧桑古意油然升腾，因
其临村一侧石拱多处破损，于 2012 年新
桥建成时弃用保护。除了一座古桥，岑山
村中古建再也难寻。

村人介绍，原本河道里都是砂石，桥
下积水亦深，水面与桥面不足两米，后修
路建桥时不断开挖砂石，裸露出了连绵百
米的麻石河床。岑山村背倚飞布山，山中
曾有一座许国墓。我们在走访雄村镇岑
山渡村时，亦有许国坟地传闻，其后，岑山
渡人还将埋有许国墓之蛇形山改称为阁
老山。许阁老疑冢甚多，或曰 18处，或曰
24处，何处为真，只有留待史家考证了。

“许阁老的坟四面全都有城墙，前面
有城门，城门中间有个大城门，城门里面
还有个小的。大城门一进去，一个大石乌
龟，上面一块大碑，上面的字不知道了。
后来怎么没有了？搞到河底下去了,做拦
河坝做掉了。”岑山村村民周裕民小时候
亲见过，数十年过去，想想依旧觉得可惜。

江村与岑山相邻，可用阡陌交通，鸡
犬相闻来形容。通俗地说，两村人大喊一
声都能听到。时空更迭，沧海桑田，江村

留给我们的古朴厚重虽然不多，或许连绵
百米长的水塘以及水塘后的七间楼就已
足够。七间楼建于明崇祯年间，至今已有
近四百年历史，正屋大厅门楼上书“恩褒
双节”四个遒劲大字，其上隐约可见圣旨
字样，彰显着当时的主人无上的荣光。我
们对江村的探访也就从这古老的建筑开
始了。

“恩褒双节”门坊，建于明代崇祯年
间，为表彰一对为丧夫守节的妻妾。在村
人口中，七间楼上的“恩褒双节”四字为董
其昌所题。村人道，董其昌曾在江村逗留
月余，作为当时的书法大家，确有题写的
可能。村人介绍，七间楼属江氏伯固门，
其祖上迁居扬州，转卖给同族笃本堂，也
就是现主人江建成先生的祖上。这些描
述只停留在部分村民的记忆里。我们也
没能从官方资料上找到有关七间楼的其
他记载。

引路的村人相告，房子主人江建成性
情怪僻，若不得允许，是不能进其宅第
的。江建成与其兄长居于七间楼西侧两
间，其他楼房土改时分了他人。我们获得
了许可，沿边门一窄小甬道拾级而上，到
得后堂。尽管外面冬阳甚好，庭院深深的
江宅内，却是寒气逼人。屋内摆设简单，
色调暗灰，倒是病家送来的锦旗，红黄色
彩，撑起一个家的温暖。

江建成年逾古稀，是当地的老中医，
擅长儿科、眼疾。只是老人有个习惯，每
日的就诊时间得过了下午一点，其他时间
概不接待。我们与江医生的交流并不顺
畅，到得后来，与其聊起他钟爱一生的医
学，算是拨开了老人心中的雾霾。

七间楼中间一楼，住着一位 80 来岁
的老妪纪杏兰，子女都不在侧，显得更为
孤寂。或许时光带走了她的脆弱和依赖，
倒是习惯了现在的生活。纪杏兰健谈，在

她的人生岁月里，有关血吸虫的天灾记忆
再也挥之不去，毕竟她的父辈、祖辈都死
于此疫。

江村的历史上，出过许多重要人物，
抗清名将江天一（1602～1645）就是其
中之一。顺治二年（1645），江天一佐休
宁人金声抗清，收复旌德、宁国、泾县、宣
城等地，后败退绩溪，固守丛山关数月。
后金声被执，江天一返里拜辞老母：“吾
昔与金公举事，义不能使公独死！”随后
追上押解金声的清兵，遂一并被俘。情
义昭昭，可见一斑。

行走江村，布衣上交天子的故事，大
人小孩都能说上几句。这布衣就是大盐
商江春。江春故居已毁，遗址上建了新
房，仅存房后一排斑驳老旧的墙体。江春
(1721～1789）字颖长，号鹤亭，寓居江都
（扬州旧县）南河下。因熟悉盐法，遂深受

盐运使倚重，被推举为两淮盐业总商，历
40余年。江春练达明敏，才略雄骏，举重
若轻，谋深虑远，在维护国家安定、解救民
众于水火上仗义疏财达千万两之巨，乾隆
六次南巡、两次东巡，江春均接驾供奉宸
游，为盐商之冠。文学家袁枚称“恩遇之
隆，古未有之”。

江村历史当逾千年，先居萧江、程二
姓，以橙子培山名名村。北宋明道二年
（1033），济阳江姓迁入，子孙蕃，遂以姓
名村。明清时济阳江氏为村族主干，因江
天一抗清失败及太平天国战乱，族人纷纷
避迁他乡，今江姓只占全村总人口九分之
一。歙县党史地志办主任邵宝振介绍，太
平天国叛乱平定之后，又加上血吸虫疾病
的流行，江村这个千灶万丁的大村，人口
大量减少，十户成一。解放之后，政府对
血吸虫进行了有利防治，才使得人口逐渐
地兴旺起来。

村口古井依旧热闹，洗衣，洗菜者，你
走我来，从未停歇。青石井沿内侧数道深
深的绳索痕迹，记录下了或繁华或衰败的
村落文明。我们的到来，就像一个闯入
者，当我们行走的脚印，与古人行进的步
伐重叠的瞬间，当会涌上一缕时空穿越的
默契吧。

我们期待这样的神交过程。
我们期待通过少有佐证的想象，弥补

江村遗漏的历史。

【吉砚斋脞语】

□ 董 建

“ 两 政 ”

有友发马寅初款对联图片咨询
真伪。联语为“寡欲清心多静趣，名
书古画广搜求”，有长跋云：“复初贤
阮敏而好学，孜孜不倦，尤喜书画，精
于鉴别，虽当壮年而恬淡冲和，毫无
时下习气，诚吾宗千里驹也。今出其
所撰联句索书，爰缀数语以赠，即希两
政。丙子秋九月，马寅初识。”读完跋
语，即知此联为伪，而不必纠缠书法本
身。盖问题出于“两政”二字。跋语明
确说明此联为“复初”所撰联句，而请
马寅初来书写，但马寅初竟然请“复
初”两政，政即正，是谦词，希望对方对
楹联和书法均加以指正，令人喷饭。
如果是一个不通文墨、附庸风雅者写
的，倒也未必东西就错，但是说出自教
育家、经济学家、一生著述颇丰的马寅
初之手，则断然没有可能。友人图片
来自“×拍堂”，又好奇在网上搜索，发
现竟然与此联相同者有几件，均为大
小不等拍卖场之拍品。

润笔以金为主，郑燮润例直
云：“凡送礼物、食物，总不如白银为
妙。公之所送，未必弟之所好也。
送现银则中心喜乐，书画皆佳。礼
物既属纠缠，赊欠尤为赖账。”然亦

有明示以物易者，邓散木曾于1927
年发布以绍酒代润例。白蕉润单
特标注如有好笔、佳纸、旧墨出让，
必有精彩书画回报。余亦偶有酌
情以需要之新出书籍易者。

润 笔润 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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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 年年初，中国国民党中
央宣传部向国统区颁发了数十
条抗战春联。春联晓白明了，朗
朗上口，大多以鼓舞民众抗日斗
志、动员民众团结起来不怕牺牲
勇于与日寇作殊死抗争为主，亦
有呼应国民党政府开展的新生
活运动的联句，以勉励大众在大
敌当前、死亡威逼之下也注意礼
义廉耻，并且有作为有担当地为
实现民族复兴而有尊严地生存
着。当时的《徽州日报》刊载了
其中的 21 条抗战春联，其内容如
下：

1.驱彼倭寇，还我河山。
2.拥护领袖，保卫国家。
3.人人敌忾，步步设防。
4.自强不息，多难兴邦。
5.实行新生活，还我旧河山。
6.发扬民族精神，完成革命天职。
7.集中抗战力量，排除暴敌侵

略。
8.以实力贡献国家，拿生命保

障政府。
9.建国大道三民五权，立身要

纲四维八德。
10.有钱出钱有力出力，闻胜

无骄闻败无馁。

11.齐心协力抗御外辱，节衣
缩食捍卫国家。

12.救国不分男女老少，守土
莫论南北东西。

13.以弱御强在愈挫愈强，转
败为胜须再接再厉。

14.是黄帝子孙不做汉奸，保
中华国土贵在吾民。

15.万众一心保障国家独立，
百折不回争取民族生存。

16.彻底认识抗战到底之意
义，坚决抱定最后胜利之信心。

17.当前抗战武力有赖广大群
众，最后决胜中心全在各地乡村。

18.人不论男女老少共同贡献
能力，地无分南北东西一致拼命抗
战。

19.大丈夫献身为国，好男女
壮志凌云。

20.为整个民族求解放，从长
期抗战谋复兴。

21.革命完成国家独立，抗战
到底民族复兴。

这 些 抗 战 春 联 距 今 已 有 80
年，抗战胜利也已逾 70年，但作为
中国人世世代代都不能忘却我们
曾遭受的凌辱，不能忘却我们曾经
的抗争与牺牲。

2000年 1月 29日，农历腊月二十三，即小年这一天，国家邮政局发行
《春节》特种邮票，全套 3 枚，小型张 1 枚，图案分别为“迎新春”、“辞旧
岁”、“闹社火”和“合家欢乐”。

我国农历的正月初一为春节，即传统的新年，是中华民族最隆重最热
闹的节日。它起源于殷商时期年终岁尾的祭祀活动。相传古时有一怪兽
叫“年”，它形象狰狞，生性凶残，每隔 365天的夜间便窜到人群居住的地
方残害百姓，鸡鸣破晓时便返回山林之中。人们便把这可怕的一夜称为

“年关”，每到这一天，家家户户准备丰盛的晚餐祭神祭祖，祈求神灵保佑平
安地度过这一夜，期待新的一年五谷丰登、吉祥如意。饭后全家老小要团团
围坐，谁也不敢睡觉，通宵守夜，
点燃蜡烛，象征把一切邪恶照跑
驱走，初一到来还要鸣放鞭炮来
除恶辟邪。久而久之，“年关”便
成为亲人团聚、进行各种娱乐活
动的喜庆节日。1949年 9月第
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
过议案：新中国采用公元纪年，
农历新年随之改为春节。《春节》
邮票借鉴了民间年画、剪纸等多
种艺术形式，勾画出贴窗花、放
鞭炮、点花灯、舞长龙、打手鼓、
合家团圆等春节期间百姓们的
喜庆活动场面。

□ 韩加宁

抗 战 时 期 的 春 联抗 战 时 期 的 春 联

【文史钩沉】

□ 党玉占

邮票传承节日文化邮票传承节日文化
春节——辞旧迎新合家欢

【方寸天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