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欢乐‘六一’节，童趣满方寸”。
在“六一”儿童节到来之际，翻开笔者
集邮藏册，品赏一枚枚充满童真童趣
的儿童邮票，方寸之间重拾那无忧无
虑的儿时记忆，追忆那金色童真的美
好岁月。

描绘儿童幸福生活的邮票。新中
国首套儿童题材邮票，是 1958年发行
的特 18《儿童》邮票一套 4 枚，图案分
别是“婴儿”“浇花”“游戏”和“放船”，
该套邮票以我国民间剪纸和木版水印
艺术设计，色彩艳丽，形象活泼，具有
鲜明的民族风格，儿童形象栩栩如生，
充分反映了少年儿童的幸福生活；新
中国第一枚附捐邮票是 1984 年发行
的 T92《儿童》附捐邮票一套 2 枚（图
①），该套邮票印有中国儿童和少年基
金会会徽，图名分别为：“在阳光下”

“健康成长”，每枚面值 8 分+2 分。其
中 8分是邮资，2分是给儿童和少年基
金会的捐款；1963 年发行的特 54《儿
童》邮票一套 12 枚，邮票画面展示了
儿童天真活泼的性格和幸福美好的生
活；1973 年发行的编号 86－90《儿童
歌舞》邮票，一套 5 枚连印，设计者用
中国传统剪纸表现了汉、蒙、藏、维、朝

五个民族少年儿童的传统歌舞表演；
1978年发行的 T21《从小锻炼为革命》
儿童体育专题邮票一套 5枚，以 1 大 4
小的票幅设计，反映了新中国儿童进
行体育锻炼的生动情景；1996年发行
的《儿童生活》邮票一套 4 枚，图案分
别为“欢乐心声”“助人为乐”“南极考
察”和“绿化家园”，展示了儿童生活或
理想中的场景；2017年 5月 31日发行
的《儿童游戏（一）》特种邮票一套6枚，
邮票图案展现了滚铁环、跳山羊、扔沙
包、荡秋千、踢毽子、跳房子六种广泛
流行于我国民间的儿童游戏；2019年
6 月 1 日发行的《儿童游戏（二）》特种
邮票一套 4枚，邮票图案表现了拼图、
挖沙子、滑轮滑、搭积木四种现代儿童
的游戏方式。

展现儿童绘画作品的邮票。1983
年 发 行 的 T86《儿 童 画 选》（图 ②）、
1987 年发行的 T117《我们的节日》、
1989 年发行的 T137《儿童生活》附捐
邮票、2000年发行的《世纪交替千年更
始——21 世纪展望》纪念邮票、2009
年发行的《祝福祖国》特种邮票，均采
用的儿童绘画作品和儿童邮票设计竞
赛获奖作品。邮票图案风格别致，含

义深刻，带给人们的是儿童般的天真
无邪，童稚可爱。

讲述儿童益智故事的邮票。为传
承和弘扬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
2004 年以来，我国邮政部门先后发行
了《司马光砸缸》《孔融让梨》《曹冲称
象》和《邯郸学步》《叶公好龙》《滥竽充
数》《鹬蚌相争》《愚公移山》《卧薪尝
胆》《毛遂自荐》《闻鸡起舞》以及 2010
年发行的《文彦博灌水浮球》特种邮票
等开启孩子智慧的益智故事和激励少
年儿童努力上进的成语典故邮票；童
话故事也是儿童题材邮票的重要选
题，如：1980 年发行的《童话——“咕
咚”》特种邮票、2005年发行的《安徒生
童话》特种邮票、2013年发行的《小蝌
蚪找妈妈》特种邮票等；更有趣的是，
2014 年发行的《动画——大闹天宫》
特种邮票一套6枚（图③），在邮票的边
纸上印有二维码，用手机扫一扫就可
以看到精彩的动画片。该套邮票选取
《大闹天宫》动画片中的经典情节，表
现了孙悟空神采奕奕，勇猛矫健的形
象，很受少年儿童的喜爱。

此外，我国发行与儿童有关的邮
票还有：1952 年发行的纪 14《国际保

护儿童会议》、1959年发行的纪 64《中
国少年先锋队建队十周年》、1966年发
行的特 72《少年儿童体育运动》、1975
年发行的 T14《新中国儿童》、1979 年
发行的 J38《国际儿童年》、1979 年发
行的 T41《从小爱科学》、1999 年发行
的《希望工程实施十周年》、2000 年发
行的《小鲤鱼跳龙门》、2015年至 2019
年发行的 5组《拜年》邮票和 4组《二十
四节气》邮票等。

品赏儿童题材邮票，既充满童真
童趣，又蕴含着时代气息，方寸之间展
现了祖国的花朵，在中国共产党的阳
光雨露下茁壮成长。

历史上西溪南不光是经济重镇，又
是碑帖重镇，还是古玩重镇，更是文化重
镇。1160年前，精通堪舆（俗称“风水”）
的休宁凤湖街宣议郎吴光来到这里，惊
叹此处土宽而正、地沃而厚、木秀而茂，
遂筑堂而居，并以柏、梓、桐、椐为柱，兆

“百子同居”之祥。视近凤形山之屋为龙
头、前厅双井为龙眼、大门外东西巷为龙
须，图“龙兴凤翔”之吉。千丁之族，未尝
散处。千载谱系，丝毫不紊。孙枝蕃秀，
人才辈出。

西溪南位于丰乐河南岸，因而别称
“丰南”，而丰乐河正是从黄山流下的清
溪汇聚而成。522 年前，西溪南外甥祝
枝山不禁在此赞叹“记得唐贤佳句在，千
寻练带晚含香……镜铺浩渺金波泛，帘
挂玲珑玉液虚”。西溪南吴氏从商早、人
数多，巨贾如云，富甲徽州，如明代吴良
儒（两浙盐商祭酒）、吴士奇（两淮盐商祭
酒）、吴守礼（吴养春祖父）、吴东皋（杭州
首富）、吴荣让、吴鸿胪、吴一敬、吴一莲、
吴天行、吴新宇、清代吴禧祖（两淮盐业
总商，于扬州构春流画舫、建万松叠翠）、
吴之骏、吴尊德等，其中吴彦先七世业
盐。吴氏致富不忘公益，如清初吴凤翔
在武汉朝阳庵大悲阁西置买土地，以葬
旅榇之无所归者。戏曲家汤显祖说“欲
识金银气，多从黄白游”，似乎用这句话
来指西溪南最为恰当不过。丰乐丰乐，
丰美之乐。丰南丰南，丰于皖南。

西溪南不仅富甲徽州，而且风景之
异、祠宇之多、华屋之丽、亭阁之美、园林
之精、津梁之众、碑帖之珍、古玩之丰、大
咖之多也首屈一指。

风景之异，杨（雄）班（固）不能赋，顾
（恺之）陆（探微）不能画，主要有祖祠乔
木、东畴绿绕、西陇藏云、南山翠屏、竹坞
凤鸣、梅溪草堂、清溪涵月、山源春涨等
八大景。元代吴希德撰《溪南吴氏八景
记》，寓追远之诚，寄修藏之迹，乐仁智之
道，备养祭之需，景德辉之余，勉惠济之
志。祝枝山据丰溪八景之名和意境各赋
诗一首，并将八首律诗书写成卷，由唐伯
虎题跋后送给西溪南舅公。清康熙年间
吴氏后裔将此八景诗摹勒上石，立于家
园，现仅存一碑，今藏新安碑园。康熙
《歙县志》山川图共 48 张，其中就有《丰
南》。丰溪吴南高临画僧石涛《溪南八景
图册》，每画引题祝枝山诗一首，今藏上
海博物馆。清代学者胡长庚亦游此，写
有丰溪八景诗。河滩枫杨林成为电影外
景地，游人如织。

其祠宇之多，华屋之丽，亭阁之美，
园林之精，津梁之众，皆令人叹为观止。
而碑帖之珍，则更是天下无双，如明代万

历年间吴国廷藏书画法帖甚夥，入清后
半归内府，著录于乾隆九年（1744）内府
朱格抄本《石渠宝笈》者甚多，其中最著
者，当属贮养心殿上等天字一号晋王羲
之行书《快雪时晴帖》素笺本 28字（乾隆
视为三希之首，并在帖前御书“天下无
双，古今鲜对”“神乎其技”），留存歙县的
有请松江董其昌、陈继儒鉴判王羲之《官
奴帖》、王献之《中秋帖》、虞世南临《兰亭
帖》（张金界奴本）、颜真卿《蔡明远帖》、
米芾《评纸帖》等，并请知名书画家杨明
时钩摹上石，称之为“余清斋石刻”，现存
刻石 33方，28方为双面镌刻，合计 61块
版面，今藏新安碑园；吴家凤藏王羲之
《平安帖》（停云馆刻碑）、王献之《鸭头丸
帖》（宣和小玺）、虞世南《积时帖》、杨凝
式《夏热帖》、苏轼《六月帖》、魏了翁《轿
上帖》等；吴修远藏赵孟頫临《十七帖》
等；吴文长藏米芾《知府》二帖、《绛县帖》
等；吴永言藏苏辙《乍热帖》等。

徽多进士，丰南尤多，文进士有吴继
隆、吴士奇、吴一新、吴骏昌、吴绍澯、吴
绍浣、李汝节、李先芳、李名芳等 26 人，
武进士有吴士彦、吴璠、吴之骅、吴之杞，
留下“四朝卅进士”的美谈。除 4人为李
姓外，其余均为吴姓，堪称“徽州同宗进
士第一镇”。1938 年芜关中学迁来此
地，以吴氏宗祠为校舍，造就人才颇多，
学人胡味痴撰有联“八皖好山河，弦咏犹
存，试看黄岳钟灵剡溪分秀；一堂佳子
弟，干城是赖，毋忘陶塘烟雨赭塔晴岚”。

徽俗重风水，甚于他地，正如曹雪芹
所说“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外在
的、有形的风水并不是重要因素，重要的
是内在的、无形风水，因为拥有至德之
风、上善若水，并且子孙永守、世代笃行，
在哪都是好风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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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博 游 戏文 博 游 戏
【连载】

□ 程 鹰

【文化掌故】【非遗故事】

□ 陈 琪

目 连 戏 迷 王 秋 来

□ 周洪林

【藏品鉴赏】

徽 州 古 镇 西 溪 南
□ 方有正

充满童真童趣的儿童邮票

1997 年我到祁门文化旅游局工
作，旅游是祁门工作的弱项，如何打开
局面，我想乡村旅游应该是祁门旅游
的发展重点，也是今后旅游发展的一
个趋势。而历溪村自然风光优美，民
俗民风淳朴，应该是发展乡村旅游的
好地方。

在历溪调研中我得知村里有剧
团，问能演什么戏，村民们说能演黄梅
戏，以前也演过目连戏。目连戏！我
眼前一亮。就演目连戏，黄梅戏不是
自己的东西，目连戏才是祁门的“土特
产”，要让这个戏剧“活化石”重现乡村
舞台，为祁门的旅游增光添彩。为什
么说目连戏是祁门的“土特产”？这当
然与祁门人有关系的。

目连戏剧中目连的母亲“打狗开
荤”，被打入地狱，目连得知母亲在地
狱中备受煎熬，就历经千辛万苦解救
母亲。内容只有几百字，但它提倡的

“孝”义，却符合徽州“程朱理学”伦理
道德。

明万历时，祁门人郑之珍将目连
救母的故事进行了整合，以“劝善”为
主题，穿插了徽州民间一些忠孝节义
相关联的故事，撰写出《新编目连救母
劝善戏文》，很快便在祁门、休宁、石
台、婺源、歙县等地广为流传。郑之珍
是祁门清溪人，他怀才不遇，就在石台

剡溪外婆家那里当私塾老师。他往来
两县经过牯牛降脚下的历溪，就把徽州
的一些民间故事融进了戏剧，这样子历
溪人对郑之珍的戏剧也非常熟悉。

刚开始搞目连戏的时候，最活跃
的就是王秋来了。为了能尽快排练，
我和五六个老艺人天天泡在一起，定
剧目、扎道具、画布景、做调查。开始
只有王秋来、王鑫成、王步和、王道照
四位老人，一个人要扮演几个角色，秋
来就根据每个人的特点分配角色。没
人演的他自己演，常常两场之间角色
换装都来不及。没有道具就自己做，
扎牛头、画马面、糊灯笼。半年的时
间，秋来他们就排出了 6出戏，戏虽说
很粗糙，但接地气，有神秘感。当年
10 月央视《华夏文明》拍了专题，从
此，历溪目连戏撩开了那神秘的面纱。

2003年 2月合肥有个国际学术研
讨会，来自加拿大、日本、德国、韩国等
90多位专家要看历溪村目连戏。那天
历溪出奇的冷，我担心老人们会感
冒。秋来说，外国人关注目连戏不容
易，来了我们不能让他们扫兴，4 出戏
硬是在大雪纷飞中表演完成，外国专
家们不断为他们竖起大拇指，拉着秋
来等老艺人合影留念。

2015 年到香港演出，秋来是终生
难忘的。他说山里有些人连县城都没
有去过，别说坐飞机到香港了。7月 2
日晚，香港油麻地戏剧院 300个位子座
无虚席，秋来等 20 多个农民要演 8 出

目连戏。候场时，秋来叫其他人不要
紧张，自己化装时的手却不停地颤抖，
一连几次去卫生间。

大幕拉开，一切都按剧情在演，乡
里的锣鼓，熟悉的语言，秋来他们把下
面中外观众当成了乡亲。整个剧场静
得出奇，连呼吸都能听得清清楚楚。
当演出结束时，观众报以长时间热烈
的掌声，示意秋来他们连续谢了两次
幕。剧场的经理说：油麻地戏剧院这
么多年来，第一次接待一色的农民演
出，演得真好。

王秋来与戏结缘也许是冥冥之中
的事，他父亲在他前面生了几个小孩
都没养成。按着徽州人的习俗，他刚
生下来，父亲就将他寄养到村中的嚎
啕庙中，这嚎啕神是徽州的戏神，以至
于秋来一生与戏相伴。

有人问他是跟谁学的？秋来说当
然是跟父辈学的。他父亲叫王永元，
在剧团里演金奴唱女声的。徽州女人
是不能抛头露面的，更不能演戏，旦角
都是由男性装扮。伯父王永康打大
鼓，也表演盘彩。盘彩是一种杂技，要
在两根木杆之间用 3 丈 6 尺长的布交
织在一起，人如蜘蛛在布条上不停翻
转，做出各种高难度动作。演出前要
签下生死状。如果摔死，杉木和白布
就用做棺木和裹尸布了。

他 7 岁时跟父辈四处演戏。四月
采好茶叶出去，到冬天回来。白天做
事，晚上睡觉就跟他讲目连戏故事。
十几岁的秋来就能够唱整出的目连
戏。父亲看他有唱戏的天赋就鼓励他
上台演出。从小耳濡目染让秋来熟悉
了目连戏的唱腔唱词，一些基本演出
的动作，为他后来正式进入戏班打下
了坚实的基础，使他成为历溪目连戏
班的主要角色。他一个人可以扮演金
奴、猿猴、判官等角色。原来跑猖的时
候，他还可以用嘴喷火，现在老了，没
有牙齿了，喷火表演不了啦。

秋来演目连戏是吃过苦头的。刚
开始搞目连戏时，村里有人反对。说
打目连赶鬼，搞得村里鸡犬不宁，妖魔
鬼怪要进村的，这戏不能搞。一时间
村人见到他就戳戳点点，让他不要牵
头演目连戏了。

一些村民认为这目连戏班是秋来

牵头搞的，把秋来打倒了，这个戏班就
搞不起来。怎样才能让他不演戏？于
是就有出主意要“修理”他一下。

一天，村中一小伙子在镇上吃酒回
来，要与秋来说道说道，谁知话不投机，
争了起来。小伙子趁了酒兴把秋来打
倒在地，秋来老婆跑了出来，话没说完，
头也被打破了，一对年迈的夫妻倒在地
上。他女婿知道后，用车把他们送到乡
卫生院，后来又转到祁门县中医院住了
20多天。

派 出 所 要 追 究 责 任 ，秋 来 说 算
了。那小伙子上有老下有小，都指望
他一个人做事。再说真要判了坐牢，
到时谁给他家老人送终，那样不是不
能尽孝？到时我良心也过不去。

有次黄金周去牯牛降景区演出，
临到开场，司鼓的师傅才发现忘记带
大鼓了。没有大鼓就没有了指挥调
度，秋来当时就发火了。“自己吃饭的
家伙都没带，来干什么呢？”心急如焚
的秋来一边让佤族舞蹈增加一个节
目，一边让人骑摩托车去高枧村借个
大鼓。半个小时解了燃眉之急。回来
后，当事人觉得秋来不给他面子，又吵
了一架。

秋来自己也说，自己嘴比较“碎”，
喜欢批评人。别人演得不好，唱不到
位，他都要讲，搞得别人都烦他。他自
己也知道，所以也很孤独。村里人评
价他，“秋来嘴巴碎，人不坏。没有他，
历溪目连戏不会有今天的样子。”

秋来非常痴迷目连戏的。为了演
好猿猴精那种古灵精怪的表情，他也
不知道看了多少遍《西游记》连续剧。
他说：“演员要吃得苦肯钻研，动作要
模仿到位，都是有讲究的。”一有空他
就对着镜子跟着六小龄童模仿，一招
一式不放过一个表情，别人说他模仿
猿猴不仅形似，关键是神似。

徽州有一句老话，“锣鼓响，脚板
痒”。秋来今年 82 岁了，身体没有以
前那么硬朗了。但只要听见村头戏堂
的锣鼓响了，他就会不自觉地赶去张
罗场子。他说现在跑不动了，但还是
可以唱一些文戏，可以辅导一些新的
演员，帮忙他们化装排练。

他说：国家给我补助这个钱呢，还
是要做传承的，带好徒弟，要把这个目
连戏传承下去。

王秋来，大山深处的一个地道农
民。一个为戏而痴迷的艺人。

www.huangshannews.cn

屯溪是徽州的集散地，又有一条文化
意味浓厚的“宋街”，此时就理所当然地成
了古玩交易的发祥地，一时间老街上的古
玩店工艺品店鳞次栉比，一批又一批来
淘宝的外地人如过江之鲫，都希望能在这
条老街上捡到宝贝，从此改变命运。

这一天下雨，老街上游人不多，方有
根一个人坐在店里打瞌睡，“游击队员”
波子进来了。波子很年轻，身材矮小，皮
肤白润，长着一张娃娃脸，眼睛滴溜溜地
转，显得很精明。波子也是做古董的，只
要是古董，他都做，是个杂家。之所以称
他为“游击队员”，是因为他没有店面，四
处游走，随机买卖。老街上这样的“游击
队员”也不少，大约可以凑成一个排。波
子在这支队伍里，是战绩最佳的一个。

波子站在柜台前面，笑嘻嘻地看着
方有根，说：“方老板真有耐心，大雨天还
守在店里等顾客，精神可嘉。”

“你比我更可嘉，大雨天还在街上找
顾客。”方有根朝他翻了个白眼。

波子从口袋里摸出一只小玉瓶子，放
在柜台上，说：“你看看这件东西怎么样？”

方有根看了一眼小瓶子，见瓶子上
雕着兰花，质地细腻温润，说：“看上去倒
是蛮好看，别的说不上来。我不搞杂件，
看不懂。”

“什么？这个你都不知道，你还做什
么古董？”波子诧异地看着方有根，见方有
根的表情似乎是真的不知道，就说：“这
是鼻烟壶，清代、民国时期权贵们用的。”

“鼻烟壶……”方有根眼光有些涣
散，他想起了他埋在刘相公坟头的那个
小瓶子。

波子见方有根发呆，就推了他一把，
说：“想什么呢？想杀我价吗？痴想！”

方有根缓过神来，支吾着说：“没、没
想什么？我没见过这样的瓶子，我杀它
价做什么？”

方有根说着将小瓶子还给波子。
波子看了看天色，说：“天快黑了，不会

再有顾客了。快关门吧，我请你吃臭鳜鱼。”

“你今天何地这样大方？发了一
笔？”方有根问。

波子搓了搓手说：“今天上午打麻
将，风色好，赢了七八块。走走走，吃饭
去。吃完了我带你去看打麻将，省得你
一到晚上就缩在那栋老屋子里，人都要
变成古董了。”

波子说完就开始搬门板。方有根犹
豫了一下，也就跟着一块上好店门，随波
子吃饭去了。

吃完饭，波子带方有根进了一条偏
僻的巷子，七拐八弯地到了巷子深处的一
栋三层楼前。楼看样子是拆了老屋新建
的，面积不大，有围墙围着。波子在院门
前打了几声唿哨，不一会儿，院门上的一
个小窗口打开了，出现一张老头的脸。那
老头见是波子，就开了院门，让他们进
去。一条狼狗警惕地盯着方有根，喉咙里
发出低沉的吼声。方有根吓得直往波子
身边躲，老头呵斥了狼狗一声，狼狗就止
住了低吼，很不情愿地走到一边去了。

波子带方有根直接到了三楼，推开
一间房门，一股浓烈的烟味从里面冲出
来。房间里面有四个人，三个男的，还有
一个年轻女子，正在打麻将。那年轻女
子见波子来了，就说：“你来得正好，刚才
他们缺一个角，非要我上来顶。我打完
这把你来接。”

年轻女子对面的一个中年胖子说：“你
不能下去，赢了钱就想走？那可不行！”

另一个皱着眉头拼命吸烟的男子跟
着说：“三个和尚抬尼姑，我都输惨了。
你要下去，也要打完这个东才行。”

那女子边抓牌边笑着说：“那好那
好，我就陪你们打完这个东再下去。要
不然谁给你们续茶、做半夜餐啊？”

这边方有根看着那年轻女子，眼都
直了，恍若梦中——眼前这个年轻女子，
分明就是“富春园”饭店那个一直甜笑着
的姑娘。此刻在牌桌上，依然是甜笑盈
面的情态。方有根干咽了两口唾沫，觉
得嘴里渴得慌。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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