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徽州群峰间，竹是最常见的，有
竹相邀，青翠欲滴，窗前一丛竹，青
翠独言奇。超脱世俗的竹子，历来
被喻为君子的化身，文人墨客常以
此咏志言情，以慰藉心灵。

自古以来，画竹不胜枚举。文
同画竹，严整工细，富潇洒之姿，逼
檀栾之秀，疑风可动。李衎画竹，墨
线双勾，宣扬逸笔草草。柯九思画
竹，祖述文同，也曾师法李衎。刘玄
画竹，晴雨风雪，横出悬垂，荣枯稚
老，名极其妙。清人郑燮以“瘦竹、
幽兰、坚石”为题，以物喻己。文人
画竹，以书入画，诗书画印，相得益
彰，不求形似，重于意境。

竹文化历久弥新，文人骚客植
竹于庭院或付诸笔端，艺术滋养的
竹子，浓缩了竹子的高风雅韵。曾
作为文字传播的竹简，铁笔银钩，
凸显与凹陷，文化的积淀，得以延
续发展，文人的气息得以氤氲。文
人悟得竹子的品性，潇洒临幽轩，
劲节有高致，清声无俗喧；百姓懂
得竹子的本性，植竹、养竹为生存
所需、生活所迫，靠着它增收进食
以立足根本。

在我的印象里，徽州的竹子不
过成片、成林罢了，到了狮石乡，我
才感触到自己的孤陋寡闻。这里有
万亩竹海，绵延起伏，气势磅礴。从
谷底至山巅，从河口到源头，房前与
屋后，目力所及皆是绿波荡漾、群山
滴翠。“笋出徽州六邑，以问政山者
味尤佳。”问政山紧邻徽州府城，地
理上的优越，加之优质的土壤，因而
问政山出土的笋，声名远播，成为贡
笋。昔日的狮石交通闭塞，出产的
鲜笋，难以成为城里人餐桌上的美
食，只好藏在深闺鲜有问津。春入
狮石闲人少，家家炭火焙笋香。

狮石是绿色的土地，也是红色
的土地。从 1927年至 1937年，红军
就曾在这里开展革命斗争。狮石的
竹子，曾为红军生过火取过暖，曾为
红军遮过风挡过雨，曾为红军装过
水、蒸过饭，也曾被红军挑过行装、
担过粮食。红军就地取材，削竹布
上钉子阵，用竹作短矢、长矛、作梭
镖，锯成竹梆发信号，竹叶成笛传口
令，打得敌人鬼哭狼嚎。据当地耄
耋老人说，红军躲匿竹海，无米可食
时，便挖土取笋，不放油盐，无法生
火煮食，便以生吃充饥解渴。听说
竹有公母之分，当年红军只砍公竹，
留得母竹孕竹笋。红军每砍下一根
竹或挖走一根笋，都要放点铜钱给

主人。纪律严明的红军，一举一动、
一言一行，都让老百姓看在眼里、暖
在心里。

万亩竹海，留下了先烈们跋山
涉水的足迹，青山无言抱丰碑，赤诚
情怀、坚韧精神，红色元素碰撞的绚
丽火花，德昭后人，滋养着一代代狮
石村民。

狮石乡所在地为营川村，与同
在一市的休宁县结竹营村隔溪相
望，人家百余户，划为两县管辖，其
实是一脉相传。狮石在公路未开通
之前，村人进进出出，都须依靠双脚
去丈量，物资的搬运自然靠人们的
肩挑背驮，群山阻隔，山里资源难以
尽其所用，生活拮据，生存困难，一
度被视为穷乡僻壤之处。靠山吃
山，要想有出路，就得修好通车路。
狮石是全县最后一个通公路的乡，
皖南天路的开通，与邻省、邻县交通
线的相继串联，肩挑背驮的日子渐
行渐远，在这鲜花盛开的时代，通往
春天的路便在脚底铺开。春风送暖
入农家，绿水青山展新颜。

竹子全身是宝，笋可食，竹可
观，用途广。挺拔修长的毛竹，曾被
广泛运用于生产、生活。经竹匠巧
手，编筐、编篮、编篓用于生活；经建
筑工人之手，可制作预制板或搭脚
手架，也可筑成竹楼；经雕刻大师之
手，可雕琢价格不菲的艺术品。绿
水青山便是金山银山，一些外出闯
荡的年轻人，赚了钱后，陆续返乡创
业，他们利用家乡优质资源，开始做
活竹文章。以竹代木，以竹代塑，以
竹代钢，靠山会用山，带着梦想走生
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

好山好水好风光，狮石是个绿
色的大氧吧，现今归而不隐的山居
生活，成了山外人修身养性的向往
之地。“竹海天浴”是当地的一家民
宿，一听名字就很浪漫，这是土楼改
造的民宿，得天时与地利，让这户红
军后代从寒冬走进了春天，如今这
家民宿日渐红火。我慕名而往，泡
着天然温泉，数着星星，对着月亮，
倾听涛声，恍若仙境。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长期的浸
润熏陶，让质朴的狮石人，读懂了竹
子的虚心、坚韧的气节。“清风无私
雅爱我，修竹有节常呼君。”竹海深
深绕舍青，置身万亩竹海，远离城市
喧嚣，荡涤心灵的尘埃，赏山品水观
海，在山野清风中，在时间的流逝
中，去真正读懂竹子的内涵，去感悟
不辞长作竹海人的情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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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员外”笔下的徽州
——读许若齐《晨起一杯茶》

□ 黄立华

当我敲下这个题目时，文字已经和
我要表达的意思大相径庭。我其实想说
的是内心的或者历史上的徽州。

离开了新安江，谈不上徽文化。徽
州人说新安江是母亲河，不仅在于地表
径流和农业意义上的灌溉滋润，或许，更
多地在于一条河的文化脉象，这才是最
亲近，最割舍不断的。

当 我 第 一 次 和 真 正 的 徽 州 人 交 流
时，他们口中冒出的“一府六县”，就像谈
及隔壁家阿三小四，自然，真切，眉眼间
都是掩饰不住的骄傲，在我，已经五雷轰
顶目瞪口呆了。

如今，徽州“一府六县”已经在行政区
划上不复原样，婺源划归江西，绩溪隶属
宣城市。许是对徽州人心理的一点抚慰，
把原来的一个镇升格为徽州区，虽偏安一
隅，倒也像一个解甲归田的乡贤，偶尔行
走在皖南的田间地头，多少能唤起“徽州”
人对往日阔绰华丽日子的回忆……

我也是费了太多的周折才弄清黄山
的隶属关系和行政区划变革。而梳理的
过程，恰好和我慢慢走近徽州认知徽州
的过程同步。

有一段时间，我为生在皖北平原而心
生内疚，甚至羞于说出自己的籍贯。在皖
北平原，放眼望去一马平川，视线是直的，
人的性格是直的，连村庄的名字也是直
的。村里姓张的多叫张庄，一村的草房子
中突兀地有一家大户的几间瓦房，庄里人
又以刘姓居多，就叫刘瓦房，某个马姓居
多的村庄恰好坐落在河湾里，便叫了马家
河子，两个村庄紧挨着且都姓师，为了区
别，便有了前师店和后师店……

徽州则不，你可以开着车，漫无目的
地在那里转，路标上告诉你村庄的名字：
唐模、呈坎、潜口、碧山、南屏、石潭、祖

源、白际……每一个名字都需细细琢磨
费尽猜量，还未必能解出地名的含义。
恰是这种含混不清的深奥，让你必得对
这片山水报以最大的敬意，因为，地名的
背后不仅是秀山丽水，更可能是文脉的
绵长和家传恒久。

而在一些临近古徽州的地方，显然
是受了徽文化的浸润，地名越发更上层
楼，比如旌德县的版书，比如贵池区的梅
龙，就那两个字，已经让人心旌摇荡了。

所以，仅从地名看，皖北更像是外家
拳师，而皖南俨然深藏不露的内家高手，
让人因无法参透而更生出太多的好奇。

就像当年看了电影《少林寺》后无数
年轻人怀着梦想一次次去嵩山“朝圣”一
样，我的每一次黄山（徽州）之行，也是怀
有无限向往的。

很多人是冲着徽州的山水之奇丽而
去的，博大的徽文化自不必说，每个村落
建筑独具特色也是自然，单是徽州的器
物，每每让人忍俊不禁。

我的朋友潘成，本就是徽州人，又是
安徽日报黄山站摄影记者，看他的朋友
圈，一年四季的景致豁然分明。春天漫
山遍野的油菜花和映山红，夏天绿满眼
的稻田和水色，秋天层林尽染的山林以
及尤其醒目的乌桕，冬天收割后的稻田
里的薄雪和充当淡淡背景的粉墙黛瓦
……通过他的镜头，你会知道，“前世不
修，生在徽州”已然成为徽州人略带骄傲
的自矜，“无梦到徽州”才是他们对外地
人含蓄的诱惑。

深冬的时候，潘成发了一组照片，一
个村子的老人聚在村中心的广场上，大
约是县里某个单位要来搞活动，热闹得
很。村里的老人和孩子，每人胳膊上无
一例外地挎一个不大的竹篮子。看那架

势，当是须臾不会离身的，就像行色匆匆
的城里人手上拿的手机。

因为去徽州的次数多了，我自然是
认识的，那是徽州人冬天必备的取暖工
具，火熜。

火熜的形状像葫芦，竹篾编就，中
空，里面放上陶土钵子或铁皮圆桶。做
好了饭，把炉膛里未燃烧尽炭火放在钵
里，盖上铁丝拧成的网状盖子，带着厨房
的饭菜香和微微的温暖，便可以走村入
户转悠了。走到哪里，烟火气便带到哪
里。

冬天之前，徽州人家总会在山墙边
堆满劈柴，码得整整齐齐，像极了做事一
丝不苟的徽州人脾性。

据说，最适合火熜的是山茶籽壳做
成的炭，可以用一整天。想想都令人心
醉：吃饱了饭，喝足了茶，再提着散发着
山茶清香的火熜，往高大且雪白的山墙
下一坐，无论什么样的表情，都该是一幅
衣食无虞怡然自得的乡村风情图。

当地人说，火熜除了暖手，晚上一家
人坐在厅堂里聊天，可以把脚搭在上面
暖脚，睡觉的时候，脱下的衣服搭在火熜
上，第二天起床时穿一定是微温的。

而且，徽州人家嫁女时，嫁妆里必有
一只崭新的贴着喜字的火熜，寓意为香
火绵延。我倒觉得，可能是家人更希望
女儿把在家时享受的温暖能够带到以后
的日子里吧。

忽然忆起自己淮北平原上的少年时
光。冬天再冷，是没有取暖设备的，只好
把能穿的衣服都穿在身上。小时候没有
棉裤，我曾经把所有的四条单裤全部穿
上，洗澡后需要换衣服，就把中间的那条
贴身穿着，原来贴身穿的套在最外面。晚
上是嗷嗷叫着钻进冰冷的被窝，早上再嗷

嗷叫着脱离暖了半夜才热乎的被窝穿上
冷冰冰的棉衣。奇怪，那样的日子，那时
竟然也不觉得苦。现在认识了皖南的火
熜，才突然觉得从前的日子寒气逼人。

第一次见到火熜，是在宏村。大冬
天的，我们缩着脖子在古老的巷子里转
悠，却看见一个老太太系着蓝布围裙坐
在门口，面色红润。一问，老人也不讲
话，只笑着掀开围裙，呀，下面一只文火
氤氲的火熜。

现在，很多人家都有了空调，烧饭也
用上了天然气。但徽州人走到哪都带着
火熜的习惯仍然没有改变。我曾在一户
人家看到，盛放杂物的储藏间堆着十多
个火熜。新编的带着竹篾清幽的本色，
用久了的染上了润泽的酒红包浆，已不
知用了多少年。主人家说，孩子在外打
工，过年总要回来的，新火熜就是给他们
预备的。

也曾在一个定居在合肥的徽州朋友
书房看到一只火熜。在合肥，自然是无
法也无需用的，但朋友摆在那里，你就知
道了他的身份。

我的一个皖北同乡，同样定居在合
肥，因为习惯了老家的面食，竟然在商品
房逼仄的厨房里安置了一方小小的案
板。难怪，他经常在朋友圈不无得意地
晒自己做的面食，让我馋涎欲滴。他是
怎么做到的！

看来，旧光阴深植于每个人的血脉
深处，无论南北，概莫能外。人呢，无论
身处哪座城市，工作中说着地道或不地
道的普通话，几个老乡聚在一起，几句话
之后，全部操起了只有自己才能听得懂
的方言，而且越聊越欢，越说时间越长，
那感觉，就像每个人胳膊上都挎着一只
看不见的火熜。

许若齐是当年刚恢复高考时
的幸运儿，1978 年进了华东师范
大学，毕业后到了省城合肥，可是
四十多年过去，我总觉得他的魂
还一直留在徽州，留在徽州的老
屋、村舍、田野，还有家人、伙伴、
发小的舌尖、记忆和调侃当中。
每当他在异地，只要看见毛豆腐、
刀板香以及竹笋、山蕨等食料，胃
里馋虫蠕动同时，他都会涌起思
乡之念；而只要端起一杯茶水，也
总要细细观察、品尝，然后在脑子
里迅速地与家乡的毛峰、松萝详
加比较，两天之后，说不定就在他
的博客里看到一篇有关“老徽州
记忆”的文章。

《晨起一杯茶》（合肥工业大
学出版社 2017年版）这本集子无
疑就是这样的产物，在“徽事闲
谭”“家常吃喝”“这村那乡”和“昔
痕旧迹”四个板块里，作者追怀徽
州的历史、回味个人的成长、品嚼
家乡的美味、重温故旧的相聚，全
然从亲力亲为切身体验的角度写
出徽州这片土地与他之间那份特
别的渊源和缘分。家庭传统的熏
陶、灵山秀水的滋养，造就了他既
敏感又厚实的天性，加之后天专
业与科班的训练，运用起语言文
字来既平实朴素、又轻盈生动，全
无端着身架、生怕别人不知他是
作家的矫情。朋友们谈起若齐的
文章，总是对他的语言赞不绝口，
此次整个读完他的集子，由衷叹
服：此言不虚。无论历史掌故，还
是衣食住行，乃至疗痔出恭等等，
在作者笔下，都能写得趣味盎然、
引人入胜，诙谐之中意在写出人
性与人情之况味，读罢之后，还能
让读者回味不禁。

“晨起一杯茶”，这是作者对
地道徽州人生活习性的准确把
握，徽州人种茶、制茶，也爱茶，每
天紧张的忙碌从饮茶开始，正是

“能使人爽”的清茶让人精神饱满
地去面对生活的千头万绪、保持
遇事不慌、处变不惊的沉着；而在
炭炉上的“文火”意象中，作者发
出了“文火是一味成熟之火，稳健
之火”的认识，进而悟出“文火也
在相当的程度上暗合了传统徽州
人的气质与性格——沉稳、内敛、
守拙”。可见作者善于从日常生
活的角度去观察和琢磨他的徽州
同乡，其实也是一种对自我的内
省和体察。关注于日常生活的点
滴，于细微处见精神，体现出作家
特有的对人进行观察和思考的方
式，相比之下，倒让人觉得比一些
所谓的研究家动辄赋予徽州人

“这种特点”“那种品质”更接地
气。研究徽州和徽州人，有两个
最好的切入点，一是居住、二是饮
食，这里面把方方面面的主观客
观因素和特征都包括进去了，若
齐先生的这本书，恰好这两方面
的内容最多，恐怕也是一个地道
徽州人的本色使然。

除了是一个徽州人，许若齐
还是一个成就不菲的作家，文学
创作是他的本行，而且主要是散
文写作。写这篇文章前，我曾问
过他，除了散文，是否还尝试过小
说之类，他说他只写散文，可见对
此的专注了。他文学学养很深，
古今中外文学名著涉猎极广，且
多有心得，吸收后的营养皆化作
专心写作散文的资源，一心用于
经营他的以徽州记忆为中心的散
文天地。书中有一篇《阅读纪事：
1962-1982》的文章，记录了他从
五六岁开始在小人书摊偷看《三
国演义》到进了大学在大师指导
下追踪新时期文学脚步的完整过
程，每一个阶段皆伴随着个人思
想的成长；可以说，作者的人生发
展轨迹同时就是一部文学接受和
影响的历史。因此我们在读许若
齐的文章时会感到他虽然写的是
徽州、写的是日常生活、写的是吃
喝住行，但内里却有着一个对生
活和世界的理解的更大的背景、
一个文学表达所汇聚的人生体
验的积累，绝非仅仅停留于“这
村那乡”的表面掠影和“昔痕旧
迹”的孤芳自赏。沈从文当年曾
有感于读者“不去注意他文字表
面背后的东西”，我们今天来读
若齐先生的文章，也当要用心去
感悟他文字背后的奥妙，尤其是
他面对笔下徽州的村落、房屋、
古 道 、饮 食 以 及 民 情 和 风 俗 等
等，皆能以一种立足当下的心态
从容透视。

退休以后的许若齐有了更多
的空闲来去于徽州与合肥之间，
但每次往返大都不忘继续他的散
文写作，集中好多篇文章皆是退
休后的创作。此时的作者，被圈
内人称之为“徽州许员外”，似乎
他本人对此也还认可，曾在《岭
南》一文中自称“休宁许员外翻山
越岭来见婺源程员外”，然而又竭
力撇清自己与旧时真正的员外的
雷同，因为“旧时徽州员外须有
三：良田千顷、华屋数栋、妻妾成
群”，但许若齐对故土桑梓的厚
爱、于家乡山水之间的不懈奔走
然后化作锦绣文章的热诚也自有
一份传统徽州读书人的传承。

庚子疫后，余出深闺，风雨入
荆。扮作男儿，客宿江浦之畔。偶遇
美瑶，见其丹罗轻裳，影鬓香风，即取
袖中头钗相赠，以姊妹亲之。时，日
暮霞飞，楼阁云旋，南眺巫山，感楚王
雅会，又值求学远赴，初入洞庭，而盛
世鼎新，地灵人杰。遂有唱和之作。

予言美瑶曰：“昔闻胜境躬逢，
知己相与，唱和之音不绝，咏叹之声
长闻。于此荆楚旧地，遗风雅会，虽
女儿之身，敢效男子之采乎？岂不
闻文姬有胡笳之叹，易安善婉约之
词，谢道韫称咏絮之才，林黛玉号妃
子之名。况率为巾帼先，穆金花巧
破天门阵，冯婉贞大胜西洋军。既
览物之心，客居之遇，游学之历，读
书之志，焉其异哉？

观楚江之浩荡兮，来听月之明
宇；望洞庭之涵清兮，衔飞波于流
渠。横聚长江之气象兮，纵接黄原
而雄踞。星散棋布之形兮，罗地璀
璨于尘泥；龙藏虎卧之杰兮，鄂人震
烁乎古今。竹篁耸荫兮，拔拔乎云
台；榆杨拢翠兮，蔚蔚于石脊。伏羡
曳尾之恣鳞兮，寄情展翅于舒羽。
龙息岛渚之上兮，凤巢斯安于寝。
游携芝兰之裙衣兮，悬佩薜罗与香
芷。朝辉粼粼兮，迎我以桂棹；晚霞
赭赭兮，调我之绯笑。暮投身之渔
村兮，夜逞心于幽皓。鹦鹤之高鸣
兮，轻舟放于深溪；猿猕之哀啼兮，
持杖访于胜迹。极目云梦之台兮高
唐 情 雅 ，游 想 春 秋 诸 贤 兮 公 子 才
佳。襄王赴神女之约兮，宋玉有璧
人之姿。须眉风流兮人心庶几，其
意若何兮愿闻其说。”

美瑶答曰：“文石斐斐，憔悴我
心。敷粉扑妆，拙献于君。煌煌之
城，人杰地灵。生于斯民，长于斯
地。先王开国，筚路蓝缕；列圣遗

文，楚风独倚。东湖之梅，晴川之
阁，黄陂之寨，珞珈之樱。嫘祖临沮
之故，屈公秭归之里。桑织启于人
文，离骚先乎国殇。北城远水跨长
桥，飞鹄别去，龟蛇通锁成玄武；西
塞荆门堑牙山，硉矹潏湟，龙虎壁立
争淴泱。垂天之游目，千崖险峰流
万壑；侧舟以闻耳，老叟渔樵对晚
阳。南浦有连山喧鸣，东湖生一林
幽芳。滔滔之浩浩，涵曦以送香；澹
澹之滟滟，森淼而浮茳。

盛世之泰，思不敢忘。仰观斗
府之下，紫薇星曜；俯觑尘碌之上，
红心蕊芳。洞庭玉镜，初扫娥眉作
昭君；大岳仙山，也试玄心学玉皇。
翩 翩 兮 凤 舞 回 迂 ，离 离 兮 花 绮 悉
张。闺阁多暇，补团花绣于甲胄；妾
身有意，刺襟袍缏以纹妆。丹青绘
于白案，贤书诵出红窗。既去桑梓，
至于汉阳。如星在天，熹微之光；似
萍逐水，愁郁而彷。思项公之风节，
八千子弟复旧邦；慕清照之雅怀，半
百诗词谪潇湘。不敢称才，岂无知
良？月寄涟漪，风起阮湘。感天慈
之懿恩，幸有上公；怀才情之重遇，
辅以亨昌。腾心穹宇，鼓翅翱翔。
大块之业，功成四海；微末之名，忝
达三江。有感初时，而游故地；幸甚
至哉，乃逢于君。荆楚古风，国以雅
颂；青年时彦，厦之栋梁。但为君
故，月照游廊；但为君缘，辞身而唱：

妾身好锦绣，山河以为媒。许
心英雄子，折腰金甲盔。

万里平野阔，樱李满天飞。好
风来东南，游子待何归。”

我为君歌，思怀雅量；来者可
期，登高以望。噫吁，生我于斯地；
至矣，逢公于今时。“夜深明月上，余
心恺悌。欲请入阁，辞以有别。遗
遗暗恨，乃赠披帛，别于卿卿。”

黄山忆，
最忆是烟霞。
山隐重霄经日月，
水含琼玉沐霜华，
五岳岂堪夸？

千峰秀，
此地有仙家。
云海奇松泉笼雾，
怪石冬雪瀑蒙纱，
相见忘天涯。

忆江南·黄山
□ 雷鹏锋

你可曾见，
一墙粉黛千古韵。
你可曾见，
一路青石万世长。
望不断，
农家袅袅炊烟起；
听不够，
清泉潺潺绕村淌。
我多想，
掬一把清凉的山泉，
泼洒你水墨的画卷。
你可曾见，

一山四绝笑迎客，
你可曾见，
一水三潭枇杷香。
望不断，
新安悠悠烟波渺；
听不够，
莲花亭亭松涛响。
我多想，
捧一束盛开的杜鹃，
妆点你不老的容颜。
啊，徽州，
我心中永远的徽州。

永远的徽州
□ 孙婉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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