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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山山岔村旅游事业的拓
荒者，黄剑杰老师 2020年 5月 22
日中午，在汤口镇山岔村相思
园，突然驾鹤西去。这一消息来
得太突然了，令我难以接受。我
认识黄老师已有三十多年了，印
象中他是一位健康、快乐、不知
疲倦，善于从危机中脱身的人。
三十多年，我没有听到他讲过

“困难”二字。就在前三天，即 5
月 19 日下午，他女儿咏梅来看
望我，问及她父亲近期健康情
况，她马上打开手机，让我看了
前几天她父亲整理资料的工作
照。他虽已八十九岁，仍然神采
奕奕。

咏梅告诉我，“父亲想回黄
山山岔相思园看看，我明天就陪
他去。”万万没有想到，三天后，
他驾鹤西去。

黄老师对黄山山岔相思园，
有着太深太深的感情。这里是
他一生主要创业的地方，他要把
灵魂安放在这里，护佑祖国最美
丽的黄山，护佑他亲自带领村民
们开发的翡翠谷、九龙瀑等十条
大峡谷，让它们永远成为黄山旅
游线路上的明珠。他更不能忘
记，他创造的《科学分类识字法》

是从相思园走出黄山，走向全
国，走向世界的。

黄老师早年入伍参军，参加
过抗美援朝。由于他文化程度
高，在援朝部队担任文化教员。
为了让战士早日脱盲，根据汉字
的特点，创造了一种快速识字
法，并立了两次三等功。回国
后，在某军军部工作。业余时，
继续研究汉字教学改革。由于
他的汉字教学改革理念与当时
最高汉字研究权威人士的观点
相左，受到不公正处理，被下放
到黄山汤口山岔下东坑落户。
他自建了简陋的小木屋（后来自
名为相思园），生产队分配他担
任民办教师。一家五口，其中三
个小孩，生活十分困难。但他不
叫苦，把小女儿取名为“咏梅”。
寓意“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
中笑”的品格。他对工作兢兢业
业，对他的汉字教学改革痴心不
改，并进一步以陶行知先生的生
活教育理论为指导，把研究工作
向前推进。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教
育战线拨乱反正。地区教育局
将黄老师调至徽州师范，专门从
事教研工作。他的科学分类识

字教学实验，获得成功后，教育
部 将 它 列 为 全 国 实 验 推 广 项
目。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列为“援
助加强基础教育项目”。中国少
年儿童出版社为他出版教材。
以后，安徽出版集团黄山书社为
他出版了中英文对照版本，向国
外推广。黄老师还应加拿大华
人组织邀请，亲赴加拿大讲课三
个月。

黄老师不仅汉字教学研究
获得丰硕成果，他还是黄山汤口
镇山岔村旅游事业的拓荒者。
山岔村自然环境十分优美，但耕
地很少，改革开放前，人们仅靠
出售木材、茶叶为生，住的是土
坯房，吃的是粗粮，连吃新鲜蔬
菜都很困难，年人均收入不足
200 元。黄老师看在眼里，急在
心上。他联络了徽州师范志同
道合的张家才、朱典雅等老师，
一有空就手拿柴刀，背上干粮四
处寻找可开发的旅游景点，经过
几年努力，终于在黄山东麓发现
了一条 15 公里长的大峡谷，内
有溪水、瀑布连缀的五彩潭池，
如块块翡翠。这就是今天闻名
天下的翡翠谷。

1987 年 7 月翡翠谷旅游公

司正式成立了，开中国农民办旅
游的先河。

2006年 2月 15-18日，山岔
村作为安徽省社会主义新农村
建设示范点，派代表出席了由中
组部在海南博鳌召开的“围绕社
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开展先进性
教育活动经验交流会”。在会
上，村支部书记张贵良还作了

“充分发挥优势、建设美好家园”
的发言，受到与会者的高度赞
扬。

黄老师探索开发大峡谷，为
农民发展旅游，一发不可收。他
先后探索了十大峡谷，无私地帮
助其他村民组规划、开发、宣传
旅游景点。形成了山岔村一个
以翡翠谷为中心的左龙右凤，龙
凤呈祥的旅游大格局。十条大
峡谷的地名和景点、物名，黄老
师根据历史文化渊源，深入研
究，一千多个地名、物名都赋予
它深刻的文化内涵，探索文旅结
合的新路径。

如翡翠谷就是以陶行知先
生“爱满天下”的思想为主题。
步入翡翠谷就走上“行知路”。
进去，矗立着刻有不同写法的
100 个爱字石碑，再进去，25 米

直径的巨大“爱”字，它们启迪着
人们要“爱满天下”。

黄老师因为开发以翡翠谷
为中心的十大峡谷景观，并著有
《黄山探险记》诗文集，合作编著
了《黄山导游大全》，曾荣获首届
和二届“徐霞客旅游金像奖”一
等奖。

黄老师一生以伟大的人民
教育家陶行知先生为榜样，“千
教万教，教人求真，千学万学，学
做真人”。为提高村民素质，他
协助村两委成立了全国第一个
村级陶行知研究会。他协助编
印了一套三本的“爱祖国爱家
乡”读本——《陶行知文选》《陶
行知故事》和《翡翠谷——九龙
瀑、凤凰源》。组织村民学习，
让村领导和村民产生共识：不
能辜负新安大好山水，“东方瑞
士”的设想应在山岔村起步！

黄老师一生努力践行着陶
行知先生的格言“捧着一颗心
来，不带半根草去”。人生最后，
他还赶到相思园（小木屋），守护
黄山，守护大峡谷。他的精神催
人泪下，我们要学习他，他是一
位普通的高级教师，但他的事迹
和开创精神，将与黄山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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碧山村坐落在黟县盆地北
向，历史上是汪氏宗族聚族而
居之地，汪氏宗族在黟县聚居
之地较多，知名的有宏村、关
麓、碧山等，倘从历史久远来排
名，碧山恐要居首。

碧山村三面环山，整体环
境像一把太师椅，村落稳坐在
这太师椅当中，黟县的母亲河
——漳河发源于此，并从太师
椅下缓缓流出，相传李白当年
游览碧山，顺漳河一路踏歌来
到黟县桃源洞下的浔阳台，并

作诗“问余何事栖碧山，笑而不
答心自闲。桃花流水杳然去，
别有天地非人间”，可见当年碧
山的知名度和美誉度，所以隋
朝设歙州，州治首先摆在黟县
碧山，只是后来朝代更替，州治
不断迁徙，最终定在歙县。

先前也多次来过碧山，但
大多三五成群，走马观花，似这
样 一 人 一 车 绕 村 游 还 是 第 一
次，来到村前，我将车停在一棵
需双人合抱的香樟树下，眼前
是一片开阔的田野，路边一座

五层古塔耸立在空旷的田野当
中，砖砌的塔身上层层飞檐翘
角，每层六个檐角各挂了一个
风铃，微风吹过叮当作响，让人
联想到浩瀚沙漠中的驼铃。

古塔年代久远，名为云门
塔，建于 1782 年，塔高 36.4 米，
直径 5.28 米，古塔的铜顶有一
吨重，当初建造时能将这么重
的东西装上塔顶，不得不佩服
古人的技艺和智慧。云门塔下
旧时有座云门书屋，是汪氏宗
族子弟读书的地方，古人以文
入仕称之为平步青云，在云门
书屋埋头读书，走出书屋展现
云门塔般凌云之志，是汪氏宗
族世代的追求。

据说古塔刚刚建成时，夜
晚每一层都会点上灯，远远地
看去绚丽夺目，但在物资匮乏
的年代，长年累月灯油消耗让

汪氏宗族不堪重负，村中的智
者便建议说，“点塔七层，不如
暗处一灯”，于是，用来点塔的
灯油，则给了云门塔下的云门
书屋，以供莘莘学子长夜读书
之用，原本装饰景观的油灯，从
此照亮了汪氏后人的前程，而
云门书屋也确实为汪氏宗族培
养了许多栋梁之材，此举也算
得上是古人求真务实。

离开古塔，沿着田间小路，一
直走到了南宋汪勃故居——培筠
园，汪勃为南宋签书枢密院兼权
参知政事，相当于今天副总理级
别，之所以要将自己的住所起名
为培筠园，是因为筠者，小竹也，
相传汪勃是希望自己能培养出像
翠竹一般清正廉洁的节操，而汪
勃本人也经历了为官路上的大起
大落，从签书枢密院兼权参知政
事，到被迫辞官归田，再到后来重

新起用，依然委以重任。汪勃的
一生待人宽厚，为官廉洁，从政仁
慈，在家乡留下了很好的声誉，成
为汪氏后人的楷模。

走着走着，我突然想到一
句当今“激励”人上进的话：“今
天你对我爱答不理，明天我让
你高攀不起”，这话看似在鼓励
人们立下雄心壮志，但是仔细
想想是不对的，整个意思是在
我潦倒时，你对我爱答不理，当
有一天我功成名就时，也会还
你个爱答不理，如此恶性循环，
是有违德行的。

如 今 云 门 塔 依 然 挺 拔 雄
伟，培筠园也依旧翠竹青葱，希
望每个去碧山的人都到云门塔
下、培筠园中去转转，既为周围
如画的风景，也为感受古人的
德操，从而在各自心里建立一
个属于自己的云门塔、培筠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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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皖南山区、新安江畔的歙
县，有一个风景秀丽而又古老的
村 庄 —— 瞻 淇 ，这 是 一 个 有 着
1300 年历史和近千户人家的大
村落。村名“瞻淇”来源于《诗经·
卫风·淇奥》中的诗句：“瞻彼淇
奥，绿竹猗猗，有匪君子，如切如
磋，如琢如磨。”诗中的“淇”是水
名，“奥”是指水边弯曲的地方。

“猗猗”形容绿竹的茂盛。此诗歌
颂周平王的卿相卫武公的君子美
德。毋庸置疑，“瞻淇”这个村名
显示了深厚的文化底蕴。其实，
村口那棵千年的樟树已见证了

“她”古老的历史；村里那条幽深
的雨巷诉说着“她”的往事如烟；
村边那道清澈的河流映照着“她”
美丽的身影。过去的“她”是连接
徽州与上海、杭州的必经之路，现
在的“她”已入选为中国历史文化
名村，每年引来无数的游客。这
个“绿竹猗猗”的村子就是我的祖
籍之乡，我永远难忘的地方。

瞻淇村保留完好的明清建筑
有 102 幢之多，这些房屋有着徽
州建筑共同的特点——青砖、黛
瓦、马头墙，给后人留下了珍贵的
文化遗产。村子虽然四面环山，
但除了村边的大河外，从南向北
还有着弯弯曲曲的两条小河，似
乎与“淇”“奥”相对应。河面不
宽，上面用青石板搭建着简易的
小桥，沿着河流的两边，坐落着大
大小小、高高低低的房屋。村子
的中央，是一条长长的用青石板

铺成的道路。据考证，这条路曾
是徽商必经的徽杭古道，路的两
边都是些高墙大院，十分气派。
我奶奶家就在这条厚重的青石板
路的中间，隔着一条窄窄的巷子，
便是村子里的合作社，那里有各
种好吃的；紧邻奶奶家的是一个
寂寞的古祠堂，祠堂的门口蹲着
一对石头狮子，一般没人靠近；奶
奶家的大门外，则是两块青石板
做成的滑滑梯，上面总有孩子玩
耍。小时候去奶奶家是我最快乐
的时光。

奶奶姓章，名翠六，但是村里
的人都喊她裕庭嫂。因为，爷爷
叫汪裕庭，听奶奶说爷爷是曾祖
父唯一的儿子。曾祖父在外经
商，但爷爷没兴趣，后来也在县里
有了份职业。没想到爷爷在奶奶
五十几岁时就病逝了，我都没见
过他。此后几十年，奶奶就在老

家坚守着，直到九十八岁与世长
辞。奶奶应该是当时村子里最健
康的老寿星，记得她九十岁以后
还是眼不花、耳不聋，背不驼、手不
抖，能上山种菜。村里人都羡慕不
已，老是问奶奶有什么长寿秘诀
……但家里人都知道，奶奶除了每
天早晨一个鸡蛋清（用开水冲生鸡
蛋）外，饮食上可谓粗茶淡饭，不是
萝卜青菜，就是玉米山芋等。除了
过年过节，几乎没有大鱼大肉。那
奶奶的养生之道是什么呢？现在
的我终于找到答案了。

坦然面对生死，这是人们最
难做到的，但我的奶奶做到了。
我从懂事起，就经常梦见奶奶去
世了，于是哭喊着醒来，等回过神
来，惊喜至极！那种心情简直难
以言表。那时候，奶奶只有六十
几岁，当她得知这个情况后就经
常和我说，“我死后你千万不要难

过。人都会死的，这是自然规律，
就像地里的玉米，老了都会倒
下。毛主席那么伟大的人物都会
死，我有什么特别的呢。所以，你
不用哭的呀！”奶奶一边说还一边
弯腰比划着，像在说家常一样。
我紧张地说：你可千万别死呀！
那时候的我祈求奶奶万寿无疆，
现在的我知道这是做不到的。而
奶奶的叮嘱不正是庄子对待生死
的观点吗？《庄子·大宗师》曰：“死
生，命也，其有夜旦之常，天也。
人之有所不得与，皆物之情也。”
庄子认为，人的死生是必然而不
可避免的，如同永远有黑夜和白
天一般，是自然的规律。这是不
随人的意志为转移的，都是万物
的本性。庄子可是个哲学家呀！
奶奶却是一个连自己名字都不会
写的农村妇女，奶奶太伟大了！

最让我敬佩的是，奶奶竟然

没有一点点重男轻女的思想。
奶奶一共有三儿一女，第三代中
有 3 个孙子，2 个外孙，其他都是
女孩子，一共有 8 个女孩子。我
们家就是三个姐妹，一个兄弟。
每年，老家来的亲戚总是对弟弟
说：你是家里的儿子种，宝贝着
呢。我幼小的心里总有些不服，
男女不应该一样吗？奶奶却没有
一次说过这类的话，而且她让我
觉得对我们这些孙女更疼爱些。
从小到大，我没有丝毫男尊女卑
的念头，一定是与奶奶的偏爱分
不开的。后来，当我听到有的干
部甚至教师鄙视女子不如男时，
就愤愤地想，他们怎么连我奶奶
都不如呢？他们的书都读到哪
里去了呢？奶奶一辈子没有离
开过徽州，她到得最远的地方就
是离老家七十里路的我的屯溪
家中。要说见过多少世面谁都

不信。但奶奶怎么就这么开明
呢？听大人说她的娘家可是个
知书达理的人家呢，可惜奶奶的
父亲去世得早。

奶奶从不说教，却让我们不
断受教。奶奶的孙子辈有几十
个，都在城里工作。其中，有政府
机关的领导，有企业的负责人，有
工厂的厂长和保卫科长，有上市
公司的老总，有部队干部，还有大
学老师与医生，等等。不论谁，说
起奶奶，没有一个不是由衷敬佩
的，都说自己不如奶奶的聪明才
智。奶奶的话成了大家的座右
铭，就连孙媳妇、孙女婿也赞不绝
口。我家先生常常在酒桌上赞美
奶奶，说到最经典的情节时更是
眉飞色舞：叔叔的女儿要出嫁了，
临出门前，奶奶嘱咐她三句话：一
曰家和万事兴；二曰孝顺公婆是
天理；三曰上床是夫妻，下床是兄
妹。特别是最后两句，先生说得
是娓娓道来、绘声绘色，一桌子的
大学教授们听得津津有味、个个
叫好。由此，我悟出了一个道理，
素质与学历是不能完全划等号
的。

家庭是一所永远毕业不了的
学校，在奶奶的这所学校里，我们
受益无穷。

童年去哪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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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去世后母亲来到小
城，我们每年除清明冬至回老
家，平时很少到乡下了。

我兄弟姐妹六个，在我头
上的一个姐姐，我出生后不久
她不幸落水夭折。母亲一生，
为此在内心都隐忍着那份内
疚和疼痛，记得以前每年做清
明冬至时，她一说到我这个姐
姐时她的眼眶都含着一丝泪
花。

母亲出生在书香之家，外
祖父的一句话她经常挂在嘴
边：“三代不读书，就是一笼
猪。”读书，不是为了要当多大
的官，读书是为了遇事明理，读
书让人知道自己应该做什么、
不应该做什么，读书才能让人
不会忘记自己的根。记得，我
第一次出门，母亲在小村那个
晚上，她眼里含着泪花说：“命
是父母给的，路是自己走的。
以后走到哪里，娘心都跟着你
在那里，别忘记这个家。”处事
要心地善良，做事手脚要快，遇
事要冷静，利益面前不要私心，
该是自己的就要，不是自己的别
拿，手脚一定要干净。如今，一
晃三十年过去，母亲当年的话语
一直在我耳边响起，我已为人之
父，面对自己的女儿教育，我过
去想得最多的还是让她怎样获
得知识和技能，在做人处事的素
养上还从没有细心想过。母亲
一直以来的细心教育，才有子女
一生的平安和恬静的人生格局，
与乡村朴实、宽厚的母亲相比不
免内疚和惭愧。

父亲离开我们六年了，他
静静地睡在故乡那片热恋的泥
土。他从二十多岁就奔走在乡
村小道，为他一生的信仰和理
想而奋斗，如今的故乡，一条由
青山湖流淌的小河，河水清澈
明净……青山湖，仿佛像人生
的一面镜子，把一代人的信仰

与追求，都镶嵌在时代的洪流
之中。

今年，母亲已八十六岁高
龄。自从父亲去世后，她的话
语渐渐少了起来，由于近五年
我忙于创作，平时在家里很少
与一家人言语交流，跟母亲说
话的机会相对更少了些。每次
匆匆忙忙地进家，又匆匆忙忙
地上班，只是习惯地问候说声
走了、晚上吃了没有，很少到她
的房间坐下来聊一会天。只
是，我无论多晚回来，她只要一
听到开门的声音，她都会从床
上起来走到客厅，朝我看一看
笑一笑。然后假装着上趟卫生
间，又回到了自己的房间。近
来，我忙完了一年的工作和创
作交流，在家闲暇无事时想与
母亲多点交流。可是，我突然
发现母亲每天在家话语异常地
少了，有时一天也听不到她说
上几句话，只是脸上那双不再
明亮的眼光，总是在不停地追
着我的行踪滚动……老家的两
幢老房子还在吗？母亲一边问
着，一边盯着我的眼睛。我说，
都没倒，房子还在呢。她听完
后，急速地转过了脸，一边小声
地呢喃道，就是没倒，你们也不
要了……

在故乡，我度过了十八个
春秋，小村每一片泥土的气息，
都如一泓泉水一样甘甜。人生
最初的十八年，宛如一棵幼稚的
禾苗，如果没有大树的呵护，又
怎经得起风雨的洗礼。母亲在
八十六年的风雨人生中，为抚养
一大家的儿女，她付出了自己的
青春和所有的爱，是那样的无私
和崇高。

夜色浓浓，我站在母亲的
窗口，仿佛感到今夜故乡的小
村，天空闪亮着几颗小星，她是
那样的明亮和温暖着每一个游
子的心。

乡村，
有一盏明亮的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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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年，应该是人生中最美好、
最无忧无虑的一段时光。辛弃疾
笔下的“最喜小儿无赖，溪头卧剥
莲蓬”，写活了童趣。可是，现在的
孩子，却在不知不觉中丢失了他们
的童年。

因为帮着改了一些作文，接触
到了不同的孩子。通过这种看似
间接的方式，却是直接地认识了他
们的内心。

最近布置的一篇作文叫做《我
要争一口气》。看到这个名字我便
暗暗期待，这一次会不会有特别的
惊喜。一篇篇地改下去，却是越来
越失望。几乎每个孩子的文章都
是相似的——考试没有考好，受到
了别人的嘲笑，于是努力地看书，
终于取得了好成绩，便对别人嘲笑
回去。于是，争了一口气。

记得我小学的时候，对成绩并
不是很上心，似乎玩才是世界的中
心。现在想想，那时的同学，似乎并
不会因为成绩而互相敌视。在我的
印象里，考得好的人决不极尽炫耀
之能事，考得差的也不会被师生讽
刺或者挖苦。而作文中这些孩子的
身边，几乎都发生过因为成绩而被
嘲笑的事。当说到考得好而炫耀的
人，孩子们都是满心的不爽与气
愤。但是当他们争了一口气，取得
了好成绩时，却又不约而同地选择
了嘲笑他人。

在大多数孩子的作文中，父亲
母亲都是极其严厉的，打或者骂都
是再平常不过的事。有一个二年级
的孩子，只因为他写作业用了薄一
些的本子，而父亲要求用厚一点的
本子写，结果写了满满一本的作业
被撕了个精光，还为此被打了一

顿。被问及此事，他毫无异样，甚至
觉得，那天那一顿根本算不得打。

我的心中除了震撼还有惶恐。
这个孩子，已经将打骂当做一种如吃
饭喝水一样平常的事，他的生活中，
又充斥了多少次无理由的斥责与拳
脚相加？而这样的惩戒已经让他麻
木，那他将来的教育又该以怎样的方
式进行？父母因为自己的坏情绪而
迁怒于孩子，这又将对他以后的教育
产生多少不可估量的坏影响？

在这些孩子中，我发现了一个
有灵气的孩子。这个四年级的小男
孩很是可爱，从他的语言中总是能
找到一些妙趣横生的东西。他很是
有些想法，每次看到题目总是认认
真真地想，然后得意地说：“老师，我
肯定能写出不一样的东西。”他的文
章总是和别人的不一样，看到他，总
让我想起小时候的自己，《家乡巨
变》这个题目老师前前后后总共布
置了五次，而我交了五篇完全不同
的文章上去，宁愿在家绞尽脑汁痛
苦不堪，也坚决抵制雷同。

从他开始的流水账般的小文
章，到现在生动有趣的故事，我的
心中有满满的欣喜。而谁又能想
到，他其实是一个有多动症的孩
子。我很庆幸，我改的是作文而不
是其他的作业，透过这些稚嫩的笔
迹，我看到了这群孩子们真实的想
法。可我却又懊恼，我能改的只是
作文而不是其他，我看到了他们的
想法，却又无能为力。

教书育人，本就是一项艰难而
持久的重任，也许通过这些小小的
评语，小小的鼓励来引导他们、改
变他们是一件不自量力的事，但我
还会继续做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