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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广场】
长篇小说《徽州往事》在歙县首发

文文 博 游 戏博 游 戏
【连载】

□ 程 鹰

【艺术人物】

□ 曹意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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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泉“问道”
【文化行走】

□ 余 悦

中年男子和“博古斋”的那位老板一
样，先盯着花瓶看了一会儿，然后捧起花
瓶，翻过来看花瓶的底部，再重新将花瓶
放到柜台上，不过他没有用手指去弹敲
花瓶，而是继续盯着花瓶看，看了很久，
再次捧起花瓶看底部，又看了很久，然后
将花瓶放到柜台上，动作很慢，很小心，
方有根这边屏住了呼吸，心中怦怦乱跳。

中年男子舒了一口气，说：“东西不
错，釉色好，胎质细腻，器形也好，完整无
缺，可惜是同治年间仿的。这件东西，你
要卖多少钱？”

“两千。”这回方有根有了点底气。
“两千？”中年男子微微摇了摇头，

“这件东西，要真是大明成化的，两千真
不贵，可惜它是同治年间仿的。”

“要不你给一千八，行不？”方有根
说。

中年男子还是微笑着摇头：“我最多
给你五百，因为它是后仿的。在这条老
街上，我做古董最公平，从不讹人，不信
你可以去打听打听。”

“我信。你这个老板一看就叫人
信！”方有根说，“可是一千八是汪老伯给
我的底价，我不能做主。要是我的东西，
两百我都卖。”

中年男子笑了，说：“你说的有道理，
看来我们这生意做不成了。你回去告诉
汪老伯，如果他五百肯卖，就来找我。如
果不肯卖，就一定要收藏好，别打坏了，
再过十年八年，说不定真能卖两千。”

“谢谢，谢谢。你这老板真是个好
人。”方有根说着，动手用旧青花布包花
瓶，没想到老板突然说：“等等，你这块旧
青花布能不能卖给我？”

“你要这块破布干什么？”方有根问。
“我觉得它好看。”老板说。
“一块破布有什么好看的？我送给

你算了，这个我能做主。”方有根豪迈地
说。

“不行，生意有生意的规矩。”老板说
着把五十块钱递到方有根面前，“给你五
十块，行不行？”

方有根的手伸缩了两下，最后还是
抓过了钱，说：“行！那我就回去了，吃完
午饭，还要赶下午的车回家。”

老板站起来，微笑着说：“那好，不
送，一路上注意安全。对了，听你的口
音，像是歙县人，你是歙县哪里的？”

方有根说：“歙县闵阳镇基坑村的，
老山里。”

老板点了点头，说：“明年春茶上来
的时候，再给我送十斤来，最好是明前

茶。”
“行、行，一句话！那我走了，不耽误

你做生意。”方有根说着，抱起花瓶走
了。走到店门口时，他回头看了一眼，见
那老板还站着，面带微笑望着他。方有
根心中不由一阵感动。

方有根走了不长一截路，就到了下
马路老街的出口，他又看到了那个牌楼，
昨天他认为牌楼上题写的“老街”二字不
好看，可今天他又觉得那两个字写得挺
好看的。方有根对自己这一趟来屯溪的
收获挺满意的，不到十五斤茶叶，卖了两
百多，一块破青布，换了五十块。花瓶虽
然没卖掉，然而他知道了花瓶是后仿的，
也能值五百块，回去完全可以跟汪老伯
交代了。他向两边的店铺看了看，看到
一家徽菜馆，他很想进去饱餐一顿，犒
劳犒劳自己，然后去汽车站买票回歙
县。但他想到帆布袋子里还有三个苞
芦粿，总不能扔掉吧？踌躇了半天，还
是到牌楼旁边一个露天的茶摊子前坐
下，将花瓶摆放在自己面前，花五分钱
买了一碗粗茶水，就着茶水啃苞芦粿。
苞芦粿已经变得很硬了，干巴巴的像是
啃树皮，一碗茶水喝掉了，才咽了大半
个粿下去，只能又买了一碗茶，慢慢地
啃着苞芦粿。

啃着啃着，突然有人轻轻拍了一下
他的肩膀，问道：“请问先生，这只花瓶是
您的吗？”

方有根一回头，见一个衣着华贵、五
十来岁的人站在他身后，面容慈和地望
着他。方有根被苞芦粿噎住了，一时说
不出话来，只得一边点头，一边往嘴里灌
茶水，好容易将玉米渣咽下去了。

那人又问：“你这只瓶子卖不卖？”
方有根觉得这个人的口音像广东

人，因为当时粤语歌很红，方有根也是听
过一些的，就说：“卖，卖。就是拿来卖
的，可惜老街上的老板出不起价，不识
货。”

那人一直儒雅地笑着，问：“那你这
只瓶子要卖多少钱？”

“两万。”方有根猛地冒出这个数字，
心想反正这只花瓶也是卖不掉的，不如
穷开心瞎闹一番。

“两万？是人民币吗？”那人轻声地
问。

“当然是人民币，”方有根说，“别的
钱在我们山里又不能花。”

那人又盯着花瓶看了一会儿，说：
“先生，我可以拿起来看一看吗？”

（未完待续）

道，顾名思义为“道路”；古道，字面
的意思即为“古旧的道路”。重走古老的
路，踏寻山中的静谧幽然，如果遇见眼前
一亮的风景，这又该是多么的欣喜！“问
道”近山，山也会渐渐用美景涤荡心情，
走近我们的内心。捧读徐霞客《游黄山
日记》，他说“乃一路奇景，不觉引余独
往”，在黄山温泉“问道”，该是同样的心
境吧？

如果说黄山古道初始于唐，发展于
明清，成形于民国，宛如一部无字的故事
书，叙述着岁月长河间的动人往事；那么
古道的历史，又是怎样地贯穿过去与现
在，成为我们急于“问道”的缘由——

黄山登山步道，也称磴道，以天海为
中心，分为东、南、西、北四条主干道，从
温泉经慈光阁、玉屏楼至天海的古登道
是四条古道之一。温泉景区在黄山风景
区占据十分重要的枢纽位置，古时，从休
宁、歙县进入黄山，多取道汤口至温泉，
路经温泉紫云路、温玉路，可以到慈光
阁、云谷寺、小脚岭等地。唐代歙州刺史
李敬方怎样从汤口进入温泉，他没有写，
我们只能想象，但他作为地方主官，修汤
院，刻石壁，进出温泉景区，该有官舆相
伴，至少有轻骑相从吧？明代谢肇淛写
《游黄山记》，里面有句子描述：“……（于
祥符寺）寝兴。舆十里至汤口……”，由
此可见，从温泉祥符寺到汤口，明朝时候
是可以坐轿子的。这样一段平坦山路，
至少明清时期可算是“通衢大道”了吧。

古道修筑凝聚着先人的辛勤和汗
水，直到今天，多条黄山古道还是观景的
首选。沿着徐霞客曾经游黄山的线路，
可以发现黄山的古道多就地取材：或利
用黄山的花岗岩铺成；或直接在山岩间
凿刻出供人行走的简易道路，如罗汉级、
鲫鱼背；或用悬木为梯，辅以铁链；……
修筑古道没有今日那么多的工具相助，
没有铲车、切割机、压路机等，古人一点
一点，一步一步，硬是在花岗岩坚硬质地
的崇山峻岭间，沿着陡峭地势，像描绘一
幅山水画一样“凿石开径”。元代汪泽民
游黄山，“由焦村南道二十五里至汤岭
上”，“又十里，憩祥符寺”，见“寺有南唐
碑，初名灵泉院”，顿觉“予心甚欲游，而

鸟道如线，不可乃止”，这游记中的寥寥
数字，记录下他游山的心情，也反衬出筑
路者付出的艰辛。

可以说古道是古人登高览胜的智慧
创造，体现了古人“更上一层楼”的探索
精神。徐霞客在《游黄山日记》中写道：

“石峰片片夹起；路宛转石间，塞者凿之，
陡者级之，断者架木通之，悬者植梯接
之”，这形象的描写，写出古人乐观、聪慧
的登山之境。读元朝冷谦《黄山图》，他
在跋记中写“援萝及巅”，抓住藤萝攀上
了山顶，这何尝不是一种领悟！走在徐
霞客曾经走过的古道上，反观幸福的现
代人，既可走游览步道，又可乘观光缆
车，山水白云间，游人轻松地观赏黄山美
景，时间和体力都不再成为挑战的压力。

黄山古道，沿线一般都是山泉溪径的
流淌之处，那些修葺的亭台楼阁、桥梁磴
道，与周围景观融合相映，既有“一朝风
月”的雅致，又有中华园林的意趣。行人
至此可以小憩，可以暂避风雨，可以饮水
吃粮，观赏古道古亭，游山之路不寂寞。

走在温泉的古道上，暖暖的阳光在
青苔小道上洒下婆娑简影。微风拂面，
路边的紫荆花静静绽放，想象古时祥符
寺里传出的悠扬钟声，吟诵着唐代诗人
常建“山光悦鸟性，潭影空人心。万籁此
都寂，但余钟磬音”的诗句，心情变得轻
松，脚步也欢快起来。踩着被青苔和枝
叶铺满的小路，拨开那杂草、树枝和乱石
中的路障，不知不觉，到了徐霞客曾经走
过的“罗汉级”下。它位于今天的人字瀑
陡直的岩壁上，乍一看，差不多和地面呈
70度角，但是壁上有很多能够攀登的痕
迹，这就是旧时的一条“鸟道”。徐霞客
说“过汤池，仰见一壁，中悬鸟道，两旁泉
泄如练。余即从此攀跻上，泉光云气，撩
绕衣裾。”这是一种怎样诗意的飞掠之
旅！

徐霞客一生两游黄山。他说：“薄海
内外无如徽之黄山，登黄山天下无山，观
止矣！”在美丽的黄山，无论你是在哪个
季节来，春日青山红花，夏日古道斜阳，
秋日漫山红叶，冬日白雪如云，在高耸的

“天上都会”回望，古道青天，丛云铺卷，
这山间一日的物语，胜却人间无数。

由安徽省青年作家张万金先
生创作的长篇小说《徽州往事》日
前在歙县首发。该书以徽州雄村
为背景创作而成，讲述了抗日战争
时期，雄村茶庄老板曹正泰为营救
美军飞行员，付出巨大牺牲；他的
两个女儿作为隐蔽战线上的中共

党员，多次截获日军机密，为国奉
献、为国捐躯的惊心动魄故事。小
说情节扣人心弦，两姐妹的爱情故
事凄婉动人。当天，安徽文艺出版
社还向歙县王茂荫思想研究会捐
赠 了 一 批 马 克 思 主 义 理 论 书
籍。 ·吴小朋·

公元 280 年在中国历史上称为晋
太康元年，与陶渊明《桃花源记》中所
说的晋太元中，相差 100 年左右。那
时还是司马炎治下的西晋，刚灭了三国
中的江东集团——孙吴，东汉末年以来
分裂了数十年的中国复归统一，就在这
一年，立郡 70多年的新都郡更名为新
安郡，郡所设在现淳安县沉在新安江水
底的威坪镇，离街口仅15公里。

当年新都郡的设立因“三天子都”
而得名，三天子都是什么概念，暂时不
表。后更名为新安郡，是在将新定县
改为遂安县之后，因始新与遂安两县
各取一字而得名，与祁门的新安山绝
没有啥大关系，甚至新安山那里不一
定在当时新安郡的版图内。

街口因街源河流入新安江之口而
得名，街源河的源头是长陔，古时应该
叫垓（同陔）源，意指从长陔流出来的
河流。街与陔在徽语中是一个读音，
是后人将错就错混淆演变而来。南
源，本意是指从长陔村南边流入陔源
河的源头小河及周边山庄村舍的统
称，也可泛指陔源河。可以命名并贯
穿一条河源的地名，究竟是啥来头，这
里就不得不说说长陔。

可以想象作为文化的长陔像陔源
河一样，始终贯穿于新安时期，那是魏
晋南北朝时代的文化，南渡的中原大
族精英与“蛮夷”杂处并得到提升融合
的年代，魏晋士人的特立独行与独立
担当所形成的魏晋风度，使那个时代

关乎生命与自由的言说变得很时尚。
那是一个至今令人流连和神往的

时代。
近日闲暇，翻读所收集的历史文

书与族志等文献资料，发现其中记载
了不少有关街源的人文景观内容，尤
其是一些历代名人与长陔结缘的诗文
篇章，今天读来，作为一个生于斯长于
斯的长陔人，更是爱不释手。

“仄蹬回峰外，孤村曲涧西。瑶花
非世有，琳馆与云齐。

猿捷时相引，莺慵暖不啼。秦人
不相识，当是武陵溪。”

这是明代诗人程诰游南源所作的
《登南源山回望长垓》（见明·万历《歙
志》艺文）五言诗，现在读来仍觉古意
盎然，与荒村古道意境极为相配。

程诰，明歙县人，与长陔程氏或有
宗亲连带关系，是明代本地稍微有名
的诗人，大约生活在明孝宗弘治年代
前后。号桴溪山人，能诗文,遍游名山,
晚年结社天都峰下,吟咏自适。因结社
天都峰下，猜想桴溪即为浮溪，浮丘峰
下今黄山猴谷那条溪流，过汤口寨西
汇入丰乐河。

南源山即为歙岭山中，歙岭即古
称“危峰岭，峰下龙湫能兴云雨，岭巅
小岭七十二，可通遂安。”

“瑶花”与“琳馆”，是指作者看到
的长陔景观有如世外仙境，那里不仅
风景优美，一路山花烂漫，而且古风犹
存，人文景观有会胜寺、汉洞院、南源
古寺和名家石刻书法遗迹。

诗中描写的是作者去往遂安途中
因攀歙岭顶而登南源山回望长陔的情
景。这条通往遂安的古道，曲折婉转，
绵延三十里不着村社，在古代是连接
歙县与遂安县的官道，一路上留下许
多各朝各代名人雅士的书法遗迹。

长陔从唐朝得名，村民主姓为毕
氏。村名在宋淳熙《新安志》上有载,长
陔毕氏因毕经担任过清溪县尉（治所威
坪），故 于 北 宋 开 宝 末 太 平 兴 国 初
（973—978)由休宁双溪迁入，新安毕氏
家族开启于黄墩，繁衍于休宁碧溪，在
宋代诞生了一位伟大的发明家,他就是
四大发明之一的活字印刷术的发明家
毕升。

“新安大好山水”一语源于梁武
帝语。据《梁书·列传·徐摛》考，东海
郯 人 徐 摛（474—551，字 士 秀）受 梁
武帝爱重，听说徐摛自思年高，又爱
林泉，想到一处风景绝佳之地当官，
以颐养天年。于是召徐摛，对他说：

“新安大好山水，任昉等并经为之。
卿为我卧治此郡。”于是，徐摛赴任新
安太守。

梁武帝即萧衍（464-549），字叔
达，南兰陵（今江苏常州）人。与任昉
同为竟陵八友，尽管任昉在新安太守
任上不到二年，于 508年终老新安，终
年 49 岁。徐摛出任新安太守是 532
年，期间空缺有 20多年的新安太守是
哪些人在治理尚无可查，梁武帝虽然
并未亲临新安，以任昉精于地理的描
述和其他任职与游历新安人员的不断
回应，梁武帝本人对新安的认识早已
烂熟于心，也是比较向往的。

任昉终老新安，即今徽州的歙县，
曾经之地都有他生命的遗迹。富资河
的两条支流，一曰昉溪，一曰升溪，溪
旁有石曰任公钓台，溪上有桥曰任公
桥，溪头有岭曰昉岭，岭上有亭曰升
亭，亭下有寺曰任公寺，寺外有坟曰昉
坑。任昉和他的子嗣，在新安山水里
诗意地栖居。

“新安大好山水”溯源
【文化徽州】

□ 徐向东

由黄山市文化和旅游局、杭州市文化广电旅游局主办，
安徽中国徽州文化博物馆、上海圣菱文化艺术有限公司承
办，中国美术学院中国水彩画研究中心、黄山市美术家协会
共同协办的“溯江观山——国际水彩名家邀请展”，将于 10
月 19日在安徽中国徽州文化博物馆开幕，展览为期一周，
持续至10月 25日。 ·金 蕾·

“溯江观山——国际水彩
名家邀请展”即将开展

近日因偶然的机缘，我看了一批
中国画，这些作品出于一位名不见经传
的地方画家。当时我的第一反应是仿
佛重新感受到了久违的国画气息，一种
内敛于元明文人画的神趣与质感。

谈起中国画，批评家和画家都喜
欢说其精神是“笔墨”，而所谓的“笔
墨”指向历代杰出画家借助绢、宣纸和
毛笔这类特殊媒介所积淀的技艺与艺
术效果。尽管从史学角度看，中国画
经历了再现性（如宋画）和写意性（如
元画等）多元交替的变迁，自元之后，
笔墨气韵更是逐渐压倒其他因素，主

导绘画品评与画风追求。其实，以笔
墨写意而获得的神韵即是文人画的气
质。如今，这种人文理想效果似乎成
了国画的代名词，乃至“中国画的精
神”。然而，放眼当下，狂野粗俗之作
充斥国画画坛，以潦草冒充写意，以粗
狂假装大气，以浑浊假冒清高，以笔墨
游戏掩饰格调的低下，实则与气韵生
动、骨法用笔的国画精神相悖甚远。

而我看到的这些作品，可谓医治
当前画坛弊病的一方良药。首先可医
治浮躁之风。这位地方画家淡泊名
利，抱朴守静，视艺术为独立于天地的

精神寄托，其画面的宁静气息源于安
守寂寥的生活方式。归根结底，中国
画的境界是宁静致远，这是往昔杰作
的共同特质，而在文人画中更为凸
显。这位画家笔下的人物、花鸟、山水
无不师友造化，得心应手，曲尽玄微，
极研自然之生趣。中国画讲“逸”，

“逸”即“活”，不仅形象之活，而且笔墨
之活，两相融化——无一笔是物，无一
笔是形，无一笔是笔，无一笔是墨；物、
形、笔、墨在画中相消长、相生长，自然
融化为一。按照董其昌的说法：“画家
以神品为宗极。又有以逸品加于神品

之上者，曰‘出于自然而后神’也。”
自然便是文人画的至高境界。我

写这段文字的目的，不是为这位已故
地方画家定位（他的名字叫鲍黎健），
我也不知道他将来是否会被艺术史发
现，但我感觉其一生沉默地努力，的确
体现出中国文人画的本质气息：简之
入微，则洗尽尘滓，独存孤迥（见《南田
画跋》）。

（本文画作皆为鲍黎健所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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洗尽尘滓 独存孤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