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秧溪为带，枫岭作屏，蔚矣仙源
之秀；习武夺魁，修文称首，美哉世德
之隆。”这是黄山西麓焦村焦氏宗祠

“世德祠”的对联。上联提到的秧溪
河，源于光明顶，汇西麓诸峰水，穿焦
村田畈，绕枫岭蜿蜒曲折流淌。仙源，
乃旧时太平县的别称。下联是指焦村
焦氏宗族，在南宋时期，出了兄弟文武
双状元，焦炳炎和焦焕炎。

焦氏是当地的名门望族，焦炳炎
生于南宋绍熙五年（1194），焦焕炎生
于庆元六年（1200），兄弟俩，一个长得
端庄沉毅，茂异不凡。另一个生得体
貌丰硕，性情明敏。兄弟俩的祖父焦
源，宁宗庆元五年（1199）中进士，官至
泰州司户。父亲焦颐，在淳熙十年
（1183），就中了癸卯乡举省元，后赠

为通奉大夫。兄弟俩从小就对书籍很
感兴趣，哥哥炳炎除喜欢读书外，没有
其它的嗜好。弟弟焦焕炎更是奇才，
读起书来，是一目数行。

嘉定五年（1212）年，朝廷将朱熹
所撰《四书集注》和《白鹿洞书院学规》
颁于太学，作为教科书。翌年，焦炳炎
参加了嘉定六年（1213）的乡试，以书
经考题成绩优异，中癸酉科乡试举
人。乡试放榜次日，淮西路在寿春府
主持了“鹿鸣宴”。席间颂《诗经》中的
《鹿鸣》三章，跳魁星舞。参加宴会的，
有个叫黄榦的，字直卿，号勉斋。他是
淮西路安丰军的通守，亦称通判，又叫
监州，凡府州之事，通判无不过问。士
子经义的考试，是他主持的，在每份试
卷后面，他都要签上名字。

黄榦是朱熹的二女婿和高徒，朱
熹在世时，将理学的精髓悉心传授给
了他，他是朱子理学的第一传承人。
焦炳炎此时遇到了他人生中的贵人和
恩师。《万历太平县志》载：“黄勉斋奇
之。”《仙源焦氏宗谱》说得更具体些：

“时晦翁婿黄勉斋为通守，送客留公，
从容叩以先儒旨趣，且勉以向上事
业。”焦炳炎面相奇特，从小文武兼修，
有毅力有抱负，见过他的人都说他煞
气很重，“命带权杀”，是有勇武之气的
青年。鹿鸣宴结束后，黄榦送走客人，
让焦炳炎留下，并收为门生，随后领他
在先儒朱熹像前叩首，行跪拜礼，立志
要成就一番事业。

安丰军是南宋在淮西的一个军
城，位于淮河中游之南，处于战略要地
前沿，“虽颇有城，然可以御盗不能御
敌。”黄榦上书朝廷乞筑城墙。焦炳炎
的出现，让黄榦喜出望外，身处兵荒马

乱之际，老师建议先武后文，投笔从
戎，以保家卫国为己任。有了老师的
指教和栽培，焦炳炎在安丰军城六年
里的实战中，武艺大进。

嘉定十二年（1219）安丰城墙筑
成，这年，金国围攻安丰城未成告败，
可见黄榦的先见之明。翌年，嘉定十
三年（1220）的春天，焦炳炎去京师临
安，参加了春闱的会试，登庚辰武科，
赐武举第进士出身，授承节郎，从戎京
口（今镇江）。京口，在历史上曾是英
雄用武之地，此处是宋与金人对垒的
第二道防线。

嘉定壬午（1222 年）年，焦炳炎领
江东提举，后调任湖北蕲州蕲水县
令。一到任，就严惩当地贪赃枉法的
官吏，登记造册，把百姓编入户籍。对
于刑事诉讼与民事诉讼案件，了如指
掌，任期三年里，一方平安。后转修武
郎，知常德府未赴，间以浙漕请。

淳祐元年（1241）正月，宋理宗按
照史弥远的建议，诏以周敦颐、张载、
程颢、程颐和朱熹从祀孔庙，程朱理
学从此成为官方的统治思想。也就是
这一年，47 岁的焦炳炎，以江南省头
名，参加京城的辛丑文科殿试。金殿
策问时，他献《廷试策》，也称“万言
策”，文采飞扬，众官叹服，理宗叹惊，
得中殿试第三勅（探花，宋俗通称殿试
前三名为状元），殿陛欢动。宋理宗赵
昀见焦炳炎长得端庄沉毅，文武双全，
龙心大悦，带他立黼宸之侧，仔细端
详，赞誉有加，在集英殿策赐焦炳炎
为：“天下茂异第一名状元。”从《仙源
焦氏宗谱》对圣旨内容的记录上看，这
一天是“大宋淳祐元年辛丑三月壬辰
日”，即公元1241年 4月16日。

焦炳炎下殿后，独班称谢，亦是一
时荣光。勅赐进士及第，授秘书郎，寻
授宣教郎，以进士称。《南宋馆阁续录》
记载，焦炳炎在淳祐“二年（1242）四月
除 兼 枢 密 院 检 详 诸 房 文 字 ，三 年
（1243）正月为著作郎”。期间兼国史
院编修官，后为实录院检讨官，直秘阁
知袁州。

朝廷后任他为淮东湖北漕，未上
任，改吉州太守，仍除太常少卿，不得
已就职。《宋诗纪事补遗》中还载有焦
炳炎诗一首《去国示人》：“迹虽无地
著，心实有天知。一禽从不获，不改范
驱驰。”可见其铮铮铁骨。身处乱世而
不能为国建功立业，他的内心，是凄凉
的。他曾写诗感慨：“事至谏官言不得，
身为宰相有何荣！”好在，故乡的山水，
是他可以寄情的地方，《游黄山》可能就
是他那个时期回故乡的诗作：“秀出云
霄一丈探，诸峰高下护晴岚。丹成兔臼
香生杵，影见龙津月在潭。洞暖有花因
七七，云深无语住三三。粥鱼敲动山林
兴，合傍浮丘去结庵。”后历任官至起居
郎，朝散大夫，右文殿修撰。

晚年，焦炳炎寓居嘉兴府，他七十
大寿时，族谱记载是在“宝祐十二年
（景定五年，1264）春正月”，宋理宗指
派修撰国史杜范携圣旨前来祝寿，御
制勅赐他为“观文殿大学士”，官从二
品，虽无官守，无典掌，但资望极高，为
宋朝最高级别官职。并有祝寿诗赞云：

“卿家事朕已多年，一旦归闲返故园。
国史继修迈往哲，中兴抚治恤黎元。恢
宏皇祖丕丕绪，辅佐吾昆缉缉年。黾勉
留卿留不住，遗容仍志老臣贤。”这年十
月，宋理宗驾崩，焦炳炎伤心欲绝，君臣
亲密之情，可见一斑。也是这一年，蒙
古定都燕京，改称中都，改元至元。

宋祥兴二年（1279，元至元十六
年），这一年宋蒙进行崖山海战，十二
月，宋军大败，宰相陆秀夫负赵昺跳海
自尽，南宋彻底灭亡。冥冥之中有天
数，这年，焦炳炎八十五岁，国家灭亡
了，山河破碎，他的生命，也熬到了尽
头。他的凛然气节，是让后人怀念的。

农历五月初五是我国民间传统的端午
节，又称端阳节、午日节、五月节、端五、重午、
重五、夏节等。虽然名称不同，但各地都有过
这个节日的习俗。

“端午”两字最早出现在晋人周处的《风
土记》：“仲夏端午，烹骛角黍。”尽管这是个古
老的节日，可至今相沿不衰。每到这一天，在
民间仍可见悬钟馗像、挂艾叶昌蒲、吃粽子、
喝雄黄酒、系彩线、穿花裹肚等。而在各种丰
富多彩的民间活动中，流传最广的要数赛龙
舟活动，其风格独具，堪称中国一绝，已经形
成海内外闻名的中国龙舟文化。

关于赛龙舟的趣闻，说法颇多，但较为普
遍的说法是始自纪念楚国著名爱国诗人屈
原。屈原，名平，是战国时代的楚人，出生于
秭归（今湖北省宜昌市秭归县）。据梁代吴均
所著《续齐锴记》曰：“楚大夫屈原遭谗不用，
是日（指农历五月初五）投汨罗江死，楚人哀
之，乃以舟楫拯救。端阳竞渡，乃遗俗也。”宋
代大诗人陆游更是把屈原家乡汨罗江端午节
龙舟竞渡的场面描绘得生动非凡。他在《归
州重五》一诗中写道：“斗舸红旗满急湍，船窗
睡起亦闲看。屈平乡国逢重五，不比常年角
黍盘。”在端午节的秭归县汨罗江畔，我们可
以看到：穿着节日盛装的人们，扛着龙头，先
到屈子庙前进行祭礼和朝拜，祭毕之后分成
青龙舟、黄龙舟、白龙舟等几个组，划手们都
穿这同一颜色的服装，与罗伞旌旗色彩相
配。到时一声炮响，众舟似离弦之箭，争先恐
后驶向终点。此刻，两岸助威人群激昂，水中
龙舟鞭炮震耳，一派热闹喜人景象。

当然，关于赛龙舟的起源还有其他说
法。近代著名学者闻一多在《端午考》中说：

“端午节本是五月民族举行图腾祭祀的节日，
而赛龙舟便是祭仪中半宗教、半娱乐性节
目。”四五千年前，居住在原始图腾社会水乡
部落的人们，受到蛇虫、疾病的侵害和水患威
胁，为了抵御这些灾害，人们尊奉想象中具有
威力的龙作为自己的祖先兼保护神即图腾，
把船建成龙形，画上龙纹，每到端午节进行竞
渡，以示对龙的尊敬，表明自己是龙的传人。

至于最早记载龙舟的文字，见于《穆天子
传》。它记载了在周穆王时就出现了龙舟，要
比屈原投汨罗江的时间早六百多年。

不管龙舟起源于何时，重要的是它在随
着时间的推移逐步形成独特的文化现象。
1985 年，中国龙舟协会在湖北宜昌市成立，
龙舟竞赛被原国家体委列为正式比赛项目。
并且，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印度等国家也先
后把该项目列为正式比赛项目。古老的中国
龙舟文化，已走出国门，为世界上众多国家所
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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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博 游 戏文 博 游 戏
【连载】

□ 程 鹰

【文海泛舟】【艺术行走】

□ 胡建斌

黄梅飘香 黄山有戏
——新编现代黄梅戏《远去的差距》幕后花絮

□ 张辰保

【文化掌故】

端 午 节 与 龙 舟 文 化
□ 邬时民

南 宋 黄 山 文 状 元 焦 炳 炎

2019 年 12 月 12 日下午，第十五
届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
表彰座谈会召开，省委书记李锦斌为
此作了重要批示，对获奖单位表示祝
贺。省委常委、宣传部长虞爱华出席
并讲话。

值得欣慰的是黄山市继 2018 年
参评的黄梅音乐剧《曙光曲》、歌曲《那
古道》荣获安徽省第十四届精神文明
建设“五个一工程”优秀作品奖之后，
2019年参评的新编现代黄梅戏《远去
的差距》、歌曲《徽州味》再次荣获第十
五届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
程”优秀作品奖，黄山市委宣传部荣获
优秀组织奖。

众所周知，排戏难，排大戏更难。
由于受人力、物力、财力等因素制约，
尤其是演出队伍不健全，行当不齐，我
市近二十年没有排演过戏曲大戏。没
戏可不行，黄山文艺一定要有戏。

远去的差距
2017 年，安徽省文化厅首次开展

申报戏曲孵化计划资助项目。这是一
次绝好机会，我们迅速启动这项工作，
认真策划，积极申报。11 月 1 日上
午，新编现代黄梅戏《远去的差距》开
排仪式在歙县文化馆门前举行，省厅、
市、县领导出席仪式。

该剧讲述了历史上曾经繁荣的千
年古村歙县三阳镇梅家坞村，由于种
种原因成了远近闻名的穷村。从梅家
坞走出去的大学生洪兰花，不忍家乡落
后于飞速发展的当代，怀着对故土深深
爱恋及扶贫先扶志的信念，毅然和丈夫
离开都市回到深山。作为村党支部书
记的洪兰花，抓住高铁将在歙县三阳镇
设站的机遇，依托本地丰厚文化、旅游、
生态资源，创办民宿旅游合作社，带领

村民共同致富，让一个沉寂多年的乡
村，焕发出新时代的青春光彩。

这台大戏由市委宣传部、市文化
委、市扶贫办、歙县政府联合出品，由
黄山市艺术剧院、歙县文化馆倾情演
出。剧组的导演、作曲、灯光设计是省
内专家，编剧是本土剧作家余治淮，主
演郑芳、施兴华、陈琳、方全富等均是
我市优秀黄梅戏演员。

“万事开头难。”排练场地在歙县
影剧院舞台，条件比较简陋。炎热天
气下，演职员克服困难，认真排练，大
汗淋漓，手脚酸疼，膝盖磨破，个个珍
惜这次难得机会。

剧本剧本，一剧之本。这次我们
邀请余治淮老师担纲编剧，大家从题
材到剧名，从剧情合理性，到剧本结
构、戏剧冲突等进行了热烈讨论。最
后，确定以歙县三阳高铁站建设为切
入口，贯穿脱贫攻坚这条主线。由于
选题准，我们成功入选了 2017年安徽
省戏曲创作孵化计划项目十台大戏之
一，并列入 2018年安徽省戏曲创作孵
化计划大戏打磨项目，为成功演出奠
定了物质基础。

经省厅秦处推荐的导演汪静，是
安庆市黄梅戏剧院国家一级演员，现为
安庆市黄梅戏学院国家一级导演。汪
导与黄山素有渊源，曾经主演的黄梅戏
电视剧《半把剪刀》等，大部分场景在黄
山一带拍摄，本地许多黄梅戏演员与她
熟悉，双方无需磨合。她的认真、敬业，
为大戏的成功演出立了一功。

同时，我们力邀省作曲家徐代泉
老师为大戏作曲，徐老师获悉我们的
困难后，欣然答应，很快完成大戏的作
曲创作工作。

当然，为大戏演出做出贡献的幕

后英雄还有很多很多……
经过一个多月的紧张排练，大戏

分别于 2017 年 12 月 13 日下午，2018
年 1 月 5日晚，在黄山市、歙县“两会”
首演。

女主角洪兰花的扮演者郑芳扮相
俊美，表演细腻，嗓音甜润，成功塑造
了一位有理想、有担当、有作为的农村
基层干部形象。施兴华、方全富、陈琳
等分别扮演的文生、得贵、秋香等角
色，也赢得全场观众好评。

演出超出我们预期效果，观众反
映强烈。“演员演得很真实，就像是发
生在我们身边的事！”“我含泪看完，第
一次看这样的戏曲，太感人了！”“这场
戏以扶贫为切入点，以兰花为全场主
线，编排紧凑，对比鲜明，震撼的是人
心，不忘的是初心和使命！”一位有类
似经历的基层代表，激动地走到后台，
邀请剧组去他们村演出。

特殊的意义
良好的开端是成功的一半。在这

么多场演出中，我觉得有三场更有特
殊的纪念意义。

一场是我们 2018年 9月 21日、22
日首次赴安庆参加由文化和旅游部、
省政府联合举办的第八届中国（安庆）
黄梅戏艺术节优秀剧目展演。

安庆是戏窝子，尤其唱黄梅戏，我
们去演黄梅戏，似乎班门弄斧。刚开
始演出，演员们忐忑不安。未料到，生
动感人的故事情节、丰满的人物形象、
演员们细腻自然的表演，赢得现场观众
一片喝彩。记得我座位旁，一对带着孩
子观看的年轻夫妻，动情地说，我们都
在基层搞扶贫工作，这戏演得真实，我
们这几年就是这样干的。因艺术节主
办单位取消评奖，我们获得了文化和旅
游部颁发的优秀剧目展演纪念证书。

还有一场值得纪念，2019 年元月
3 日下午，是黄杭铁路开通第一天，剧
组全体演职员以饱满热情，冒着凛冽
寒风，在三阳高铁站站前广场，临时搭
建的舞台上，演出《远去的差距》，吸引
三阳千名村民前来观演，这场演出有
一种神圣的仪式感。天很冷，每一个
人的心却很热。

当 然 ，最 值 得 浓 墨 重 彩 的 ，是
2018 年 12 月 20 日、21 日在北京的演
出，这是新中国成立后，黄山市第一次
黄梅大戏进京演出，意义非凡。首次
进京，全体人员非常兴奋，但也有些许
紧张。“高铁拉近了城乡距离，从黄山
到北京只花了 6个半小时，希望我们的
演出也能拉近黄山和北京观众之间的
距离。”女主角洪兰花扮演者郑芳演出
前由衷地说。

从节目排练，到舞台装置，音响话

筒，布景道具，灯光效果，导演每个细
节都要求大家一丝不苟，有时也急得
发脾气。好在，大家理解。

当晚，全国地方戏展演中心剧场，
人头攒动，异常热闹。北京的观众来
了！中国剧协领导来了，国家戏曲专
家来了！歙县籍在京工作的老乡和黄
山走出去的著名京剧演员华鸾夫妇也
来为家乡的演出捧场加油。

铃声响了，观众区座无虚席，鸦雀
无声，让我们见识到首都观众的高素
质。第一场间隙，观众礼节性鼓掌，但
不很热烈，我想可能还没入戏吧！又
有些担心。接着第二场、第三场……
掌声热烈，许多人流下热泪。

“看得心里热腾腾的，要办好一件
事真不容易，无论是戏里的洪兰花还
是戏外的主创们，我为故乡骄傲。”17
年前离开家乡歙县杞梓里镇到北京创
业的张翼说。74岁的北京大爷万大松，
是一名黄梅戏迷，这场演出让他眼前一
亮。“题材新颖，剧情契合当下主题，是一
部充满正能量、接地气的好戏，希望能有
更多这样的戏来到北京，让戏迷过足戏
瘾。”华鸾老师也高度评价：“剧本写得非
常好，导得也好，演员演得也投入，是黄
山与黄梅的有机结合，既有传承又有创
新发展，希望黄山市能多排一些这样的
戏，多挖掘精准扶贫、乡村振兴背后的酸
甜苦辣，多到黄山周边各省市巡演，既能
锤炼演员，又能传播文化。”

我们的演出赢得 2000多名首都观
众的强烈共鸣。演出成功了，我们进京
演出成功了！媒体纷纷报道，给予高度
的评价。观众这一关过了，我们还有国
家专家这一关没有过。演出一结束，我
们抓住这次难得机会，立即召开座谈
会，请教专家，听取他们的建议。中国
剧协副主席、北京昆剧院院长杨凤一，
安志强等专家一一点评，既充分肯定剧
团和剧目，也提出中肯的意见，为黄山
戏曲乃至文化事业发展把脉问诊。

杨凤一主席表示，该剧从对剧本
的解读，到舞台最终呈现，都让观众在
欣赏戏曲之美的同时，感受到黄梅戏
的独特魅力，演员们在舞台上呈现的
人物都很到位。这部戏可以继续打
磨，成为老百姓喜闻乐见、顺应时下正
需要的精品之作。“树无枝干难生叶，
人若无志难远行。”看完戏后，大家认
为这是一部接地气，有泪点、有情感、
有筋骨的精品力作，题材让人暖心、剧
情打动人心、结局满怀信心。

现代黄梅戏《远去的差距》展演和
获奖不仅增强了我们的信心，也鞭策
黄山文艺工作者再接再厉，再出佳作。

黄梅飘香，黄山有戏。
（配文图片：汪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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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一定不认得我了，可我还记得
你。”方有根说，“一年多前，我在‘富春
园’吃过饭。”

女子双眉一挑，略显惊异地说：“哎
呀，你记性真好。我是在‘富春园’做过
事。往来的顾客太多，我记不起来了，真
不好意思。”

“那是当然的。要是个个顾客都记
得，那还了得？”方有根嘴上这样说，心里
却未免有些怅惘。

“以后就记得了，没事你就过来玩
牌。”女子又是甜甜地一笑，问：“老板你
贵姓？”

“我姓方，叫方有根。不要喊我老
板，搞得我不好意思。”方有根抖了抖肩
膀，问：“你呢？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姚惠芹，人家都叫我小惠。”女子
说着，见砂锅里已经滚沸了，赶忙去掀锅盖。

那只狼狗悄无声息地进来了，充满敌
意地盯着方有根，喉咙里发出低吼。方有
根吓了一跳，不由后退了两步。小惠轻叱
一声，狼狗缩了缩脑袋，转身走了。

小惠对方有根说：“你上楼去看牌
吧，这狗认生，别叫它咬了。我做完半夜
餐就给你们端上去。”

方有根踟蹰了一会儿，实在找不到留
在厨房的理由，只好重新上楼看牌去了。

半夜时分，小惠用一个托盘，端了五
碗茶叶蛋肉丝面上来。方有根赶上前
去，接过托盘，给麻将桌上的人面前各放
了一碗，见还剩有一碗，正犹豫着，小惠
说：“那一碗是你的，你吃吧。”

方有根说：“那你呢？”
小惠说：“我在楼下吃过了，你只管

吃吧。”
大家都在呼呼啦啦地吃面条，小惠

给大家的茶杯里换茶叶，方有根放下面
条，帮着倒开水。波子打趣说：“真看不
出来，方老板还会做家务。”

方有根说：“你再说一句，我就把你
杯子里的茶倒了。”

方有根说完，端起面条来吃。起初
他觉得这是他吃过的最好吃的东西，可
后来想到麻将桌上那四个人也吃了，不
由又觉得这面条的味道一般。

大家吃完面条，麻将继续开战。小

惠从楼下又端了一张凳子上来，让方有
根坐在波子身后看牌，自己下楼洗碗涮
锅去了。

方有根坐在波子身后打瞌睡，但只要
小惠间或进来一下，他立刻就会醒来。后
来，小惠回自己的卧室去睡觉了，方有根
也就在波子的身后轻轻打起鼾来。

麻将赌到凌晨才散场，方有根昏头
昏脑地走回家，倒在床上就睡着了，做了
一上午的春梦……

从此后，方有根每天晚上都要到小
惠家去看打麻将，并且带上一些骨头肉
去给那条狼狗吃。尽管他的心不在麻将
上，可看的时间久了，也就会打了。麻将
桌上三缺一的时候，他也会在别人的怂
恿下，上去顶几圈。他最盼望的是缺两
个角，这样小惠就不得不上来顶，因此他
就可以和小惠同桌打牌。运气好的话，
他还可以在洗牌的时候碰到小惠的手。
其他打麻将的人，都不喜欢方有根上场，
因为他不按常理出牌，自己输了不说，还
害得大家一块输。只要方有根在桌上，
赢家一准是小惠。奇怪的是每当小惠赢
钱，方有根竟显得比自己赢钱还高兴。
起初人们以为他不太会打，乱出牌。时
间一长，人们就看出来了，这个方老板分
明是在给小惠喂牌，小惠需要什么牌，他
就打什么牌，宁可自己输钱。开始有人
怀疑方老板和小惠是在打联手，后来才
发觉方老板是在讨好小惠，感到又讨厌
又好笑，一般都不让他上场，实在没角
了，才让他上去凑几把。 （未完待续）

端午即景 叶森槐/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