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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载】

□ 程 鹰

【文海泛舟】

【艺术人物】

□ 凌 亮

祁韵堂主戴李平

某天夜里，应一朋友之邀，陪其省
城合肥来的朋友前去参观陶艺家戴李
平的工作室祁韵堂。老实说，我还真乐
意奉陪，因为去戴李平那是享受。一是
可以欣赏他的陶瓷佳作；二是可以领略
他的“戴氏幽默”；三可品茶。

认识戴李平，那是三年前的一次聚
会上。朋友辽意开玩笑说，今晚和玩泥
巴的、玩茶叶的、玩骨头的一块吃饭。其
中玩泥巴的就指戴李平。但戴李平给我
的第一印象不像是玩陶艺的，他身材魁
梧，相貌堂堂。虽剃着光头，但头顶的光
亮比起那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逊色多
了。一开口，风趣幽默的话语便让大家
笑个不停。如果他穿上长衫说相声，我
敢说他一定会出名，且会出大名。可他
确实是玩陶艺的，还玩出了大境界。

那天大家一路说笑来到了戴李平
祁韵堂的工作室。三间连体，上下两
层，空间颇大。走进店门，满堂瓷器，在
灯光的照耀下，青白蓝红、方平圆尖、高
矮胖瘦的各类瓷器发出自己特有的光
泽，组成了一个流光溢彩的世界。尤其
正中一硕大瓷缸，得要两三个人手拉手
方可抱得拢。这些光彩耀眼的瓷器，不
是他花重金买来的，都是经过他一手打
造、千锤百炼的艺术品。旁边的货架上
码放着半成品的瓷坯，靠墙堆放着正待
入窑淬炼成精的名家画就的瓷板，也有
烧成透出冷峻光辉的青花瓷画。如果
说这楼下的陶瓷坊影展示的是他工作
的场景，那么楼上展示的则是他精心创
造的陶瓷艺术世界。

细看戴李平的陶瓷作品，让人感到
他是真玩，是沉浸在陶艺世界里的吸古
纳今之后的推陈出新。你别看他年过
半百，艺术生命正年轻着呢。那些摆在
博古架上的作品，或瓷或陶，各具神韵，
几乎没有相似的。一枚名曰“动”的彩
陶作品，已经超出了传统的审美模式。
其形状宛似一件套在模特上身的衣衫，
两肩平平，肩头微微翘起，颈口很小。
白色的底子上，黑釉从肩头泼出，从上
自然淋漓而下。那黑釉流动的地方，打
破了原先的寂静，一下子赋予了这半身
陶泥以生命，由不得你不去浮想联翩。
这个作品取名曰“动”，看似静止，但它
分明在向人们展示着动的姿态。换一
个角度再看黑釉没染过的地方，又像是
有几只手在托着什么，在这动与不动、
似与不似之间，一个“动”字，恰值千金，
让欣赏者体会到艺术的无穷魅力。这
件作品 2016 年获得中国工艺美术百花
奖金奖，实至名归。

走进祁韵堂一楼展厅，是全国各地
陶瓷界艺术家和戴李平陶艺创新工作
室成员的展品，琳琅满目，瓷韵无穷。
这不仅给参观者一个了解中国陶瓷文
化的窗口，也看出戴李平在中国陶瓷界
的影响力。中国陶瓷协会会刊《陶瓷科
学与艺术》2019 年第 11 期封面人物就
是戴李平。

在各楼道的墙面上，则挂着戴李平
与名人合影放大的照片，既有中国工艺
美术大师汪寅仙、中国陶瓷界泰斗清华
大学教授张守智、中国陶瓷艺术大师邱

玉林、中国陶瓷工艺协会陶艺委执行会
长清华大学博导王建中，中央工艺美术
学院院长常沙娜，也有法国、德国艺术
学院的领导等等。与这些专业名人合
影，从某个角度也反映了戴李平热爱学
习、广交良师益友。在他的履历上我们
看 到 他 钻 研 陶 瓷 艺 术 的 艰 辛 历 程 。
1988 年进中央工艺美术学院陶瓷系进
修；1996 年在宜兴跟随中国工艺美术大
师蒋蓉学习紫砂技艺，并随中国陶瓷艺
术大师邱玉林学习彩陶；2011 年在景德
镇陶瓷学院进修一年；2016 年参加文化
部、教育部非遗研修培训；2017 年 4 月
在清华大学美术学院高研班进修。我
想，如果不是这番勇猛精进的长期执着
追求，上世纪 80 年代在祁门瓷厂试验站
工作的他何能在国内陶瓷艺术界争得
自己的一席之地？

二楼集中展示了他这些年呕心沥
血、化蛹成蝶、凤凰涅槃的精品力作。
作品“紫砂墨韵”2015 年在首都博物馆
举办七人连展；彩陶作品“动”“新生机”
分别获 2016 中国工艺美术百花金奖和
铜奖；“屹立”2016 年获第十一届中国
（莆田）海峡工艺品博览会优秀作品金
奖，“梦之情”入选 2016 中国当代工艺美
术双年展，以及当年应文化部之邀参加

“黄金时代——巴黎新春中国艺术节”，
获巴黎市政府颁中法艺术交流贡献奖；

“扇舞”2016 年获宁波东亚非物质文化
遗产博览会金奖；“流淌的记忆”2017 年
获“第十八届中国工艺美术大师作品暨
手工艺精品博览会”银奖；作品“跳刀青
瓷——神胆瓶”2018 年荣获安徽省工艺
美术精品博览会“徽工奖”金奖；“紫砂
提梁壶——清心”2019 年获中国工艺美
术“金凤凰”创新产品设计大奖赛金奖
等等。另外，还有“紫砂清泉提梁壶”

“跳刀水洗——青韵”“跳刀青瓷罐”“梦
之情”等作品被首都博物馆、中国陶瓷
馆、中国工艺美术馆收藏。

戴李平在个人取得不俗成绩的同
时，没有忘记自己曾经是祁门瓷厂试验
站的一名职工。在二楼展厅专门有一
角陈列着祁门瓷厂当年的诸多物件。
祁门瓷厂平面图、黄山旅游纪念的青花
瓷、祁门瓷厂获奖的证书、祁门瓷厂职
工花名册、祁门瓷厂当年生产的日用品
等等。这些物件见证了祁门瓷厂当年
轰轰烈烈的历史，也珍藏着戴李平那一
段美好的青春。曾经如火如荼的祁门
陶瓷，在今天淡出了历史舞台，但像戴
李平这样对陶瓷怀有深厚情感的艺术
家并未就此停下追寻陶瓷艺术的脚

步。戴李平数十年矢志不移地深耕陶
瓷艺术，让传统手工技艺与现代工艺相
结合、陶瓷文化与现代文化相融合，并
不断汲取东西方文明艺术的精髓，一路
钻研实践，一路成长收获，一路走到了
高级工艺美术师的职位。

目前作为黄山市非物质文化遗产
传承人、黄山市陶瓷协会会长的他仍然
孜孜不倦地带领着一群人传承和弘扬
着陶瓷艺术。无论再忙，一旦沉浸到陶
瓷泥与火、形与色的艺术世界，他就要
唤醒它们的精魂，让那敷在陶瓷上的釉
彩和刻在陶瓷上的线条充满无限生机
和意蕴。

我问戴李平，为何取名“祁韵堂”？
戴李平说，就是想让祁门瓷厂从某个意
义上延续下去。祁瓷曾有一段光辉的
历史，我们在戴李平的陶瓷艺术天地里
读到了穿越时空的祁瓷韵味。

□ 胡建斌

大年初三上午，方有根就把米儿
迎娶到基坑村来了。事实上，初二那
天下午，米儿她爸许碾子就把米儿送
到了方有根家，还和方老根吃了一通
酒。方老根觉得米儿就这样上门了不
好，没有面子，就安排许碾子和米儿到
闵阳镇上的招待所住一晚，第二天再
风风光光地把米儿娶进门。就这样，
初三上午会计五顺开着拖拉机，拖拉机
头上挂着朵大红花，搭着方有根到镇上
去迎亲。拖拉机后面还跟着几辆自行
车，龙头上挂着小红花，为拖拉机助阵
势。许碾子早就在招待所门口等着了，
远远地听见鞭炮声响，看见拖拉机过
来，赶紧点燃早已挂好的鞭炮，作为回
应。拖拉机还没停稳，许碾子和米儿就
把嫁妆抬出来，往拖拉机上放。总共是
两只刷着红漆、装着棉被衣裳的樟木箱
子，还有一只米儿她妈留下来的老红木
梳妆台。方有根把米儿拽上拖拉机后，
迎亲队伍就返回基坑村。

方有根家门上窗上堂前，到处贴
满了“囍”字，门口站满了看热闹的村
里人。方老根见迎亲的队伍过来了，
赶紧叫负责放鞭炮后生点火，不意叫
了几声没人应，想是这后生在最不该
上茅房的时候上茅房去了，只得自己
动手。方老根两手直哆嗦，点了几次
都没点着火，当年采石放炮的时候，也
没这么紧张。好容易点着了鞭炮，许
碾子、米儿和方有根已经到门口了，鞭
炮炸得他们一蹦一跳的。

好容易等鞭炮放完了，新郎新娘
这才站定，从一只红竹篮里抓出香烟
糖果，撒给看热闹的村里人哄抢。

因为方有根家门口的场地小，只
能摆三张桌子，于是只能吃流水席。
一拨人吃完了，收拾干净，再来一拨人
吃，这样一直吃到晚上。方有根一轮
又一轮地敬酒，天还没黑就喝醉了，躺
到新房里面打呼噜讲梦话去了。接下
来的陪酒，全由许碾子一个人独当。

方有根一觉醒来，已是夜深人
静。房中漆黑，方有根感到陌生，正恍
惚着，突然觉得身旁有个人动了一下，
吓了他一跳。这一吓倒是醒了他的
酒，他想起今天是他结婚的日子，他身
边的这个人是米儿。

方有根拉亮电灯，见米儿披着红
棉袄靠在床头，手里攥着一把剪刀睁
着眼发愣，方有根吓得身体往后一缩，
惊异地问：“你、你拿剪刀干什么？”

米儿幽幽地说：“这剪刀是我妈留
下的，我想我妈了。以前她都是用这
把剪刀为我和爸做衣裳，以后我要用
它为你做衣裳。”米儿说着，把剪刀放
到枕头底下……正月十五这天晚上，
方有根陪着方老根喝酒，喝着喝着，方
有根问：“爸，我今天的脸色怎么样？”

方老根朝方有根望了望，说：“比
前两天好些了。”

“那好，”方有根对方老根和米儿
说，“明天，我就要到屯溪去了。”

（未完待续）

周德成，雷州半岛人，老家在今广
东省海康县松竹镇东井村，生于元至正
元年（1341），明洪武二十四年（1391）病
逝于休宁知县任上。他出生于官宦世
家，父亲周政在元朝做过钦州路判官。
少时的他，跟随父亲生活，父亲对他管
教甚严，“家法崭然，不敢为子弟豪放
事，日惟杜门读书”。

明洪武十三年（1380），周德成任福
建省泰宁县税务大使，任满后调任山东
莱州递运官，洪武十七年，以贡生荐升
休宁县知县。在任七年间，除奸宄，平
冤狱，公正廉明，被誉为“包拯再生”。
他轻徭薄赋，爱民如子，广施仁政，励精
图治，重学兴教，举荐人才，敦化民风，
被号为“休宁之何武”“休宁之召杜”。
何武，西汉郫县人，任鄠县县令、扬州刺
史等职时，仁慈厚道，秉公执法，举荐人
才，被老百姓呼为父母，官至前将军。

“召杜”，是“召父杜母”的合称。召，指
西汉召信臣；杜，指东汉杜诗。召信臣
与杜诗先后担任南阳太守，行善政，使
人民得以休养生息，安居乐业，南阳人

说“前有召父，后有杜母”。后人以“召
父杜母”颂扬政绩显赫的地方官。周德
成被誉为“何武”与“召杜”，足见他在人
民心中的位置。

周德成改革弊政，解放和发展生产
力，深得人民群众爱戴，同时也触犯了
既得利益集团，多次遭受诽谤与诬告，
甚至被有关部门逮问，几于被革职，好
得有一大批正直的地方绅士和平民百
姓一次又一次地为他申冤担保，才得官
复原职。他受诬被逮后，冒险到京城南
京申冤保奏，愿以性命财产担保者众，
其中有个人叫范再。

范 再（1314-1389），字 续 卿 ，号 缉
斋，休宁博村（今属屯溪区）人，为休宁
博村范氏始祖范传正 18 世孙。范再身
材修长，相貌古朴，性格刚强，临事尚道
义，警敏而果断。宋元明三代，休宁博
村所出名宦名儒名贾，不胜枚举。范再
人生富有传奇，早年他醉心于四书五
经，后弃儒从商。明朝建立后，振兴农
业是当务之急，范续卿与村民勤力耕
作，赢得“耕隐”雅名，自称“耕隐山人”，
积极投身社会公益事业。

周德成担任休宁县知县后，与比他
年长 27 岁的范再结下异乎寻常的友谊。

周德成办案迅速，裁剸如流，秉烛
视事，勤于政务。他将全县三万余户划
分为 247 里，各设里长，每里一图，户口
赋税悉疏其间，徭役三等九甲，周而复
始，“吏不敢欺，民从其令”。洪武十九
年又设粮长，“察有害民者，立除之”。他
坚持清廉节俭，反对奢侈浪费，他经常挂
在嘴边的话是“官无侈用，则民无妄
费”。在任期间，无论事大事小，凡有利
于民的就极力倡办，凡有损于民的就坚
决抵制，坚持“革陋规，厘正法”，最终使

“休民富足，家有储地”，因而深受全县人
民爱戴。周德成律己甚严，县署办公后
堂，有他自己亲自书写的“正己”匾额。

在任，他除暴安良，昭雪沉冤，巧断
悬案，故事比较多。当时休宁某地有一
个横蛮之人，凶悍残暴，人畏之若狼

虎。此人无端地杀害一名小军官，多次
拘审都不认罪。案移周德成后，人犯赶
紧低头认罪：“周相公来，我尚何词。”休
宁十七都有个村民，其耕牛在山上被人
割了舌头，因无法查到凶手，便来向周
德成报案。周德成问他是否有人向他
买过牛，村民说：“有，因价格谈不拢，不
欢而散了。”周德成说：“就是那个人
啦。只要你杀了这头牛，他必定来我这
里告你私宰。”村民回去后立即把牛宰
了，果然被告官。经追查，查得实情，人
犯割下的牛舌还在。人们将周知县断
案与包公审案相媲美。

洪武十九年七月间，有人无中生有
地罗织罪名陷害周德成。七月十一日，
明廷钦差将周德成逮往应天府南京治
罪。年届古稀的范续卿得知这一消息，
不禁感叹：“一个廉能爱民的县令，竟落
得自身难保，这总不是大明皇帝的意旨
吧，我们不能袖手旁观，见死不救。”于
是，他倡议并亲自率领本县德高望重的
耆民金立民、毕德崇、朱巽斋等 27 人，于
七月十三日星夜上路，经绩溪丛山关、宁
国、宛陵（宣城）等地，行程七天，赶到金
陵。二十二日，他们以自己的性命和家
产担保，具状于通政司蔡相公处陈告。
次日早朝时，洪武皇帝朱元璋知道以范续
卿为首的 27 人来京城担保县令周德成，
传旨光祿寺赐膳，通政司核查。二十五日
早朝，范续卿等人被引礼官引至朱洪武皇
帝御前，当面奏陈周德成爱民情实，洪武
皇帝“诘问再三，应对毅然”。皇上当场令
给事中发牌至刑部，赦放周德成，官复原
职。为嘉奖范再等耆民崇尚道义，皇上
还特地赐予酒馔，奖赏楮币。

范续卿等人保奏父母官得到大明
皇帝礼遇，这件事轰动朝野，“诸朝士儒
绅歌咏其事者，载道不可殚述”。大明
开国谋士休宁人朱升，名儒赵东山（名
汸，字子常）等人，对范续卿原本甚有好
感，经过这件事以后，对他更是刮目相
看，“深相器重”。元末起兵保乡里、入
明后被诏为左春坊左司直郎的婺源人

汪仲鲁与河南参政歙县人郑桓声称范
续卿“才堪民牧”，一再举荐他出山为
官，范续卿以母老力辞。

洪武二十二年，范再离开人世，享
年七十六。这年，周德成任期也满，按
惯例应异地他任，但因休宁“耆民老稚，
遮道扳留”，特别是耆民方德茂等坚决
请求“还举再任”。尽管徽州府官中有
人“媢其廉能，诬以他事”，休宁县衙中
也有人“上其奸弊事”，但他最终还是被
留任为休宁知县。又过了两年，到了洪
武二十四年（1391）春上，由于军事问题
与兵部产生误会，周德成被逮兵部审
问，休宁耆民朱良弼等人再次请愿举
留，兵部终于“悉允所请”。由于迭遭摧
残，这年三月二十日，周德成在返回途
中病逝于旅馆。休宁老百姓多悲痛大
哭，相约罢市悼念，并把他的灵柩迎回，
由耆民朱崐献地，将他安葬于休宁县城
南。休宁人民还“更相率买田置宅，为
之代耕输税，终养其妻子”。后来，周德
成遗骸移葬雷州故里，今广东雷州市龙
门镇演家岭有周德成墓。

在官不求名，去官民怀思。接替周
德成任休宁县令的甘以声，也是一个好
官，他顺应民心，列举德成政绩，向朝廷
举荐表奖，立碑刻石，予以纪念。又请
明初翰林学士湖南茶陵人刘三吾代表
朝廷撰写墓志铭。刘三吾仰慕周德成
至德高风，慷慨激昂，如实总结了周德
成不平凡的一生，他在墓志铭中写道：

（周德成）以廉能结主之知，慈祥恺
弟得民之心。在邑几二考，而秉心一
致，临事不惑，字民如子，是故民怀其
德，一有所事赴逮，即奋力往救，如子弟
之如父兄，至愿没入田产，以赎其罪，盖
惟其心切乎民，民亦切乎官，官民以心
相感，朝廷以心相应。

【文化徽州】

廉能爱民的周德成

徽州文化历史悠久，博大精深，是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重要组成部分。习
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没
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
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要
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
路，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建
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作为一名宣传
文化工作者，在新时代，如何以文化自
觉的责任担当，以文化自信的坚定态
度，进一步传承、传播好徽州文化？我
们任重道远，责无旁贷。在这进程中，
哲学和文学艺术等人文科学无疑发挥
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建筑被称为凝固的艺术。读者朋
友，当你徜徉在徽州山水之间，浓郁的
徽文化气息扑面而来，徽州古建筑让
你目不暇接，一幢幢粉墙黛瓦古民居，
镶嵌在绿水青山间，仿佛一幅天然水
墨画卷。这些凝聚着徽州先人无限智
慧和徽州工匠辛勤汗水的古建筑，鬼
斧神工，技艺精湛，让今人惊叹不已，
思绪万千，勾起你心底浓浓乡愁，永远
挥之不去，让你充分感受到“天人合
一”，人与自然和谐理念。

一座座高耸古牌坊，直冲云霄，诉
说着“忠孝节义”感人故事。一幢幢庄
严古祠堂，展示着“礼仪徽州”祠堂文
化。一条条留着先人脚印古道，见证
着徽州沧桑历史。古水口溪水潺潺，
仿佛徽州历史长河中滴滴水珠。

2009 年始，历时五年，黄山市委、
市政府在全市实施“百村千幢”保护工
程，取得初步成效。2014 年始，打造

“百村千幢”保护工程升级版，大力实
施徽州古建筑保护利用工程。 2017
年 12 月，经安徽省人大常委会审议通
过并颁布了《黄山市徽州古建筑保护
条例》。央视新闻联播第一时间报道，
人民日报等媒体进行深度报道，这是
一项功在当代，造福子孙的文化遗产
保护工程。

为宣传好徽州古建筑保护利用工
程，增强全社会保护意识，我们做了大
量工作。出版这本书，缘于几年前黄
山市文化委策划的一次徽州古建筑征
文活动。当时，经李平易先生介绍，我
们连夜赶往黟县，我与安徽省作家协
会副主席潘小平等商谈联合举办征文
活动事宜，他们觉得活动很有意义，欣
然答应。我们商定的方向是：用文学
的笔触，写走心的文章，以徽州古村
落、古民居、古祠堂、古戏台等为切入
点，述说发生在你身上和徽州古建筑
之间的故事。之后，便有了《粉墙黛瓦
忆徽州》书籍出版……

众所周知，徽州古建筑直观体现
了徽州文化的繁荣兴衰。历史上无数
典籍记载，民间口口相传的故事，让我
们看到一代代徽商“盛馆舍以广招宾
客，扩祠宇以敬宗睦族，立牌坊以传世
显荣”，这一切，成就了徽州建筑的精
致与丰富。行走在徽州古建筑之间，
流连于古村落，发思古之幽情，抒文化
之情怀。本书收录的文章，以文学的
形式，引领读者走进徽州昨天，了解文
化传承的今天，展望美好明天。

一位位作者凭借对徽州这片沃
土的热爱，依据真实丰富的一手资
料，凭借个体独特视角，以散文、随笔
等形式，书写徽州大地的地域文化、人
文伦理、民间传说、风土人情、非物质
文化遗产等，或以物咏怀，借喻颂之，
意蕴深邃，或放歌山水，一咏三叹，回
味悠长，抒发出浓烈而美丽的“乡愁”
与家园情怀。这些作品内涵丰富，视
野广阔，有深度、有广度、有温度、有筋
骨、接地气，观照现实，亦有思考，也
写出了诗与远方的浪漫。文章结集
出版，既是一次文学总结，也为徽州
文化传承传播献上一份礼物。这，当
然也是我们编印出版这本书的本意
和初衷。

是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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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 是

周德成像

抹 不 去 的 乡 愁
——《粉墙黛瓦忆徽州》序

创作中的戴李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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