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汪昱庭出身贫寒，跟大多数徽州少
年郎一样，十三十四，往外一丢，离开故
乡，闯荡上海滩，先是学徒，而后是一纱
厂老板，日子还滋润，赚得了一桶金；但
在他内心深处，更多的是不甘。阴差阳
错，他酷爱琵琶，一爱成瘾，又幸遇名师
们的指点，他博采众长，大胆创新，自成
一家。抗战期间，所办纱厂被日军炸
毁，夷为平地，困顿之中，于是潜心研究
琵琶艺术，培桃育李，免费传授，遍地瓜
果，聊以为生，但从不缺失风骨。

斗转星移，春秋代序。汪昱庭谢世
后反倒像是一块深埋在河边沙土中的
金子，历经岁月的淘洗愈发熠熠生辉。
先是在 1959 年，被上海浦东派琵琶泰
斗林石城先生确认为上海汪派创始人，
这是国内唯一以姓氏命名的琵琶流派，
贡献多多；上世纪 80年代初，他的乐谱
被中央音乐学院民乐系整理正式出版，
作为全国高等音乐院校的教材使用；他
的弟子一传二传……如今已是第五代
传人，遍布海内外；在他去世 50 周年
（2001）、60周年（2011）之际，许多弟子
云集沪上及津门，举行盛大的琵琶演奏
会追思他。近几年来，上海东方卫视、

央视、安徽卫视等媒体都集中报道过
他，复旦大学钱文忠教授曾给予他高度
评价。他的故居已被列入了徽州名人
故居行列。2020 年 7 月 7 日在合肥，安
徽省汪昱庭琵琶研究会正式成立，民族
乐器界人士云集，旨在将这一琵琶界的
泰斗级人物艺术，在安徽发扬光大。

汪昱庭在琵琶界如雷贯耳，大名鼎
鼎，可行外人士却少有知晓，即便是在
《休宁县志》中，也是百字不到。为此，今
年省电视台特意来到他故乡拍摄专题
片，来了一小拨琵琶人，正是黄梅时节家
家雨，我有幸作陪。湿漉漉的雨水，扯天
扯地，漫天的烟云，缭绕在皖赣交界的浙
岭上空，云聚云散，别有风味……

汪 昱 庭 的 故 乡 有 个 诗 意 的 地 名
——杨林湾，只因村口的那片茂密的水
口林，遮天蔽日。这是个汪姓聚族而居
的千年古村落，偎依在新安江四大源头
之一的浙水河畔，至今全村不染杂姓。
这里是徽剧的故乡，梓坞班的戏班子，
在先生的幼年时代，就常在村里的祠堂

“正谊堂”演出，汪昱庭的家就在通往
“正谊堂”的小巷内，长期的耳濡目染让
小灶奇（汪昱庭乳名）从小喜欢吹拉弹
唱。上山砍柴、下地干活之余，他常常
喜欢坐在浙水河边吹笛子，草地上的牛
儿都迷醉了。今日的故乡，那古巷的深
处，似乎依然散发着熟悉的气味，粉墙
黛瓦墙体斑驳的故居继志堂犹在，这是
汪昱庭当年在上海开办纱厂，掘得第一
桶金后，为回报父母回来修建的，家中
砖雕木雕石雕栩栩如生，而且历经多
年，依然保护完好。只是物是人非，空
屋传响。他的孙女汪秋枝一大家子还
住在那里，寻常的烟火，袅袅升腾，守护
着祖业。

那天，先生的敬仰者、市琵琶演奏
会的苏晓鸣先生在故居内，抱着琵琶，
弹起了先生生前最喜欢的名曲《将军
令》，那悲壮而高亢的乐曲声，似乎把人带
到了遥远的古战场上，颇有大珠小珠落玉
盘之势，回荡在幽深的老宅内，和着天井
倾泻而下的骤雨声，似乎先生的魂魄又再
度回来了。那悬于厅堂上方的先生，依然

神采飞扬，目光炯炯。
2017年2月5日上午，国乐大师方锦

龙先生，红颜鹤发，带着一行弟子怀着虔
诚之心，慕名拜访了先生故居，并在这里
弹奏了汪派琵琶代表曲目《霸王卸甲》和
《十面埋伏》等，跌宕起伏，热血沸腾，大气
磅礴，好似千军万马在奔腾，气势恢宏，慷
慨悲壮，优美的旋律飘荡在杨林湾村的上
空，洒落在浙水的水面上，感染了现场的
每一位听众。

2017年4月16日，汪派琵琶第三代
掌门人、嫡传弟子、中央音乐学院郝贻凡
教授一行，在先生幼子汪天伟先生的陪同
下，一路风尘仆仆，从北京来到了继志堂
缅怀先师，零距离触摸先生的故里。郝教
授珍藏着一把非常名贵的琵琶，青檀身象
牙双凤上刻“张伯年”的字样。这把琵琶
是当年人们特意赠送给汪昱庭的，后来先
生经常带着这把琵琶弹唱。1951年，先生
临终前的日子，特意转赠给其得意弟子李
廷松先生，1974年，李廷松临终前意欲将琵
琶还给先生之子汪天伟，汪天伟觉得好马
要配好鞍，又转赠给李廷松之子李光祖，也
是一琵琶大家，李光祖背着这把名贵琵琶
曾经漂洋过海。2011年，李光祖在纪念先

生去世50周年的活动上，又将这一名贵琵
琶传给了郝贻凡教授。

带着小雨伞，悠悠地徘徊在杨林湾
的青石板小巷中，驻足在浙水河畔，溪
水翻涌，像是弹奏着激昂悠扬的《霸王
卸甲》，溪畔那株数百年的罗汉松，还残
留着先生幼时攀爬的痕迹，立在雨中，
似乎在静静地等待着游子归来。

□ 汪红兴

杨林古巷琵琶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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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载】

□ 程 鹰

祠堂的功用不仅仅在于祭祀先祖，
有的地方也用于办庙会之类的活动。
如徽州区灵山村于每年的六月二十四
要在方氏名世祠举办雷祖庙会，在享堂
中间搭神台，请道士做法事。其时，徽
州六县及江西等香客皆前来朝拜，沿街
河面上架横梁，铺木板，与街面相接，以
拓宽街道，村中如同过大年，开门待客，
泡茶供饭。而潜口村为江西、祁门、黟
县、休宁、屯溪等地香客去灵山祭拜雷
祖菩萨的必经之处，要在汪氏金紫祠内
做小型素会，陈设小型神位供香客祭
拜，在享堂铺设晒簟，供香客到灵山进
香回来后休息。

徽州祠堂不仅与历史上的重大事
件、重要人物存在直接联系的物质遗
存，而且祠堂场所的宽敞与寢堂的隐蔽
性往往成为革命活动的地点。从《徽州
百 祠》可 知 ：1934 年 发 生 的 柯 村 暴
动，是中共党史上的一件大事，而点燃
皖南革命之火的指挥中心所在地，就是
黟县的柯村宗祠敦仁堂。而祁门县雷
湖村处于柯村暴动中心，胡氏世德堂便
成为“农民堂”，是暴动指挥部之一。这
年 12月 18日，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在
方志敏的率领下，从石埭县方向进入
柯村，途经雷湖，亦在世德堂停留休
整，救治伤员。此后 10 多年间，在血
雨腥风的革命斗争中，世德堂一直是
中共地下组织的重要活动场所。方志
敏率领北上抗日先遣队由石台转战到
祁门县上汪村，在汪氏惟一堂设立指
挥部，经常在寝堂开会，组织革命活
动。1938 年 2 月，新四军来岩寺地区
集结，陈毅率 3000 多名游击健儿驻扎
在潜口，汪氏金紫祠就成了当年新四
军整训的课堂。4 月 28 日，由粟裕任
司令员的抗日先遣队在这里举行了庄
严的东进誓师大会。1939 年 3 月初，
周恩来副主席前往新四军军部传达党
中央指示，返回时在叶挺将军的陪同
下，由泾县云岭绕道小河里去岩寺时
途经黄山区三口。时值深夜，便在汪氏
宗祠生火取暖，彻夜长谈，不慎烧焦了
两块阁板，这两块阁板现存安徽省档案
馆。

对祠堂的研究，向来从大处着眼，
如环境选址、经费来源、营造艺术、祭祀

仪节、族规祀田、人物事迹等，对细小方
面忽略不谈。《徽州百祠》为乡土作者所
撰写，就其所闻所睹，细微之处就会被
叙述出来。就如祠堂大门来说，《徽州
百祠》内所叙及的门神就有两种，其一
为神荼、郁垒，用以驱鬼避邪，出自《山
海经》，歙县石潭吴氏叙伦堂、黟县龙蟠
桥村叶氏尊德堂所绘的门神是神荼、郁
垒；还有大门绘唐代武将秦叔宝、尉迟
恭的，源于《西游记》与《隋唐演义》，最
为普及，歙县大阜潘氏祠堂、仁里村程氏
德善堂、叶村洪氏叙伦堂及绩溪县龙川
胡氏宗祠绘的门神就是秦叔宝、尉迟
恭。据说黟县西递明经胡氏追慕堂先绘
神荼、郁垒，历9代270年代代单传，人丁
不旺，风水先生认为明经胡为李改胡，原
是唐太宗李世民的后代，故而改换远祖
唐太宗手下的两员猛将秦叔宝、尉迟恭，
果然人丁大发，兴盛起来。

宗族规定每年正月初一，要先开宗
祠门，再开支祠门，然后家家户户才能
开门，不得僭越，从《徽州百祠》来看，基
本上是祁门的风俗，他县没有涉及。如
祁门县舜溪村汪氏绍德堂在总祠、支祠
相继开门之后家家户户才能开门，这天
村内族人的第一件大事便是到绍德堂
祭拜祖先。祁门彭龙村在大年初一等
总祠光庆堂开门之后，各家再开门，一
边鸣炮，一边喊着“开门大吉，出门大
利”，在焚过香纸，参拜天地门神、香火
灶神之后，“手提香纸、爆竹、灯笼，沿途
鸣放，到各支祠向祖先拜年，最后到光
庆堂向始祖拜年，乐人吹奏，锣鼓喧天，
沿途遇庙焚香化纸参拜，一路水陆灯笼
之光交相辉映，宛如一条彩龙蜿蜒起
伏”。祁门黄龙口村汪氏永安堂在除夕
的晚上 7时就要关门，各支的族老在祠
堂内守岁，到了正月初一早上 3点开祠
门，放鞭炮辞旧迎新，然后各支祠开
门。最后，永安堂敲三遍鼓，提醒各家
各户一起开门。村人边拜四方，边撒彩
纸，同时大喊：“开门大吉，出门大利，四
角大利，四季平安！”之后，男丁到永安
堂拜始祖，继而到支祠拜支祖。祭拜完
毕，每人带一个灯笼、三炷香，到河北面
的越国公祠进行祭拜。途中敲锣鼓、吹
唢呐、撒彩，但人们不得开口说话，来到
越国公祠，先将灯笼放在蜡烛台上，喝
过庙祝事先煮好的冬瓜剂后，才可以讲
话。在烧香祈福后要取走灯笼，意为

“传宗接丁（灯）。”祁门县金山村在大年

初一，所有青壮男丁要到邬氏敬义堂集
合，敲锣打鼓放鞭炮，开祠堂门，拜祭祖
宗牌位之后才能回家开门。据说邬家
村坐落在“眠虎”身上，只有在新春用锣
鼓和爆竹将“眠虎”惊醒，虎威大发，才
能保佑全村人一年平安无恙、五谷丰
登、财源广进。

在祠堂的利用方面，从《徽州百祠》
可知，有的地方颇有成就。如黟县的柯
村敦仁堂于 2003年进行维修改造，正式
建立柯村暴动纪念馆，展示红军革命斗
争文物，烈士遗物、红军使用过的枪械
弹药等革命历史文物 200 多件。2016
年 12 月柯村暴动纪念馆入选《全国红
色旅游景点景区名录》。祁门县桃源村
陈氏保极堂则以恢复祠祭的方式打开了
局面。2013年正月，桃源村陈氏在保极
堂内隆重举行祭祖典礼，桃源陈氏和其
他分支的陈氏代表、社会各界人士云集
于此。祭祖仪式有请先祖（宗牌、宗谱）
登堂、奉供品、献花篮、敬礼酒、上棒香、
读祭文、行礼拜等内容。此外，还有舞龙
灯、跑旱船、打腰鼓等传统民俗节目表
演。桃源此次祭祖活动，作为国家文化
部指定的春节民俗文化展演活动，安徽
卫视公共频道、卫星直通车向全国现场
直播，大山中的桃源古村，一下子走进了
人们的视野。2014年，祁门县徽州祠祭
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
项目名录》。从所附的《黄山市古祠堂统
计表》可知，暂时发现的黄山市祠堂有
477 座，有 205 座被利用，还有 272 座在
闲置，可见利用率并不高。被利用的祠
堂中，即使被用作旅游，或打造成村史
馆、乡贤馆、读书室、老年活动中心，实际
上有不少常年都是锁门，无人问津。

《徽州百祠》由复旦大学中国历史
地理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王振忠撰
写序言，他给予了肯定，认为“《徽州百
祠》一书以徽州现存的祠堂为切入点，
从诸多侧面反映了传统徽州的社会文
化，这对于立足徽学，揭示、传承中国传
统文化，皆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
意义”。安徽省社科联党组书记、常务
副主席洪永平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认为
《徽州百祠》选取传统徽州现存有代表
性的 100 多座祠堂作为主线，旁涉社
会、商业、教育、民俗、艺术等，多角度反
映了传统徽州的社会文化，具有较高的
文献价值、史料价值、审美价值和文化
传承价值。天津南开大学教授、博士生

导师卞利对徽州的宗族祠堂分别从祠
堂的起源和徽州宗族祠堂的兴建、明代
徽州宗族祠堂的大规模建设、清代徽州
宗族祠堂的发展历程、徽州宗族祠堂的
布局和规制 4个大方面进行了阐述，使
得人们对祠堂的形成、发展及营建布
局、规制等方面有一个客观的认知。

《徽州百祠》因撰写者为乡土人士，
层次参差不齐，对资料的采用各有所
好，故而有的文章在叙述村落环境上浓
彩重墨，有的偏向于宗族名人，有的重
点在族谱序文，有的篇幅或在石刻，或
在族规，黄山区的侧偏重于民间故事，
甚至有的对祠堂建制结构不着一笔，如
休宁县的古林黄氏宗祠只写了村貌风
俗与人物掌故。其次在史料运用方面
需要多加斟酌。如祁门县的环砂村叙
伦堂一文写道：前两进为程氏所有，第
三进就是傅姓宗祠。还在明代时，傅姓
住在环砂村对面的深山里，因人丁不
旺，想迁到环砂。程氏宗族不仅接纳了
傅家，还在自己祠堂的后面增加了一
进，共同祭祖。其实并非两姓同祠，此
为祁门县当年为开发旅游时所编的故
事，并没有傅家之事。在棠樾村鲍氏清
懿堂中最后一段说是鲍启运的私家花
园即鲍家花园，本地老者应该都知道，
现在的鲍家花园只是托名而已，并非鲍
启运的私家花园，否则给后人留下弊
病。歙县三阳洪氏宗祠内写道：“梅溪
村居，环境优美，南宋诗人范成大东游
梅溪，有诗赞曰：‘霜桥冰涧净无尘，竹
坞梅溪未放春。’”从范成大《石湖诗集》
或年谱可知，这首诗是范成大于绍兴 24
年（1154）考中进士授徽州司户参军时
在吴县天平山祭拜先人所作，题目为
《天平先陇道中，时将赴新安掾》，与三
阳梅溪无关。歙县苏村方氏敦本堂载：
方村始祖景玘公五世孙“好、学、广、爱、
多、威、仪”七兄弟，均重官北宋，时有

“七贤”之称，因而得名七贤村。然而，
如今的七贤村基本没有方姓了。从方
氏族谱可知，“七贤”为方村人，墓在今
七贤，后人以七贤名村。而“七贤”之后
人迁徙四方，仅方多的后裔在方村延
族，并非在七贤村。

《徽州百祠》以本土作者撰写，赋予
了浓厚的乡土气息，便于徽州文化的传
播与普及；而广博的内容，有利于徽州
文化的研究；并且对祠堂的保护与利
用，亦当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艺术寻踪】 【艺术人物】

砚雕师的匠心情怀
□ 方辉利

歙砚,自唐开元年间问世以来，已
有着 1200余年的历史了。千余年来，
不同时期的文化与审美意识，在歙砚
上都通过造型纹饰而留下了深深的印
迹，而歙砚的发展也同时折射出人类
社会的文化与进步。

1983 年，年仅 16 岁的方学斌正
值青春年少，满怀抱负，立志想要通过
报考技校跳出农门。从小喜欢画画，
受到叔叔方增威的艺术熏陶，在画画
方面有了扎实的根底。然而，一次普
普通通的歙县工艺厂参观写生却改变
了方学斌一生发展的轨迹。

方学斌决定学习歙砚雕刻，有幸
被同乡“怪才”砚雕大师方见尘先生收
为弟子，潜心学习砚雕 3年，打下了坚
实的雕刻基础。随后，去了黟县金星
工 艺 厂 当 临 时 工 ，一 干 又 是 3 年 。
1989年终于迎来了自己的机遇，歙县
工艺厂公开选招砚雕特长工，方学斌
从众多竞争者中脱颖而出，成为歙县
工艺厂创研科的砚雕师。

“歙砚雕刻作为一门传承下来的
艺术，它应该是活的，是有灵魂的。所
以，我认为其传承应该是在传承中创
新，在创新中传承。”方学斌说。“我师
父对我的影响非常大，他那个时候也
是非常艰苦的，但他为了艺术奉献了
一生。我一直记得我师父给我说过的
两句话，一句是‘什么都不可怕，最可
怕的是没有好的作品’，一句是‘因为
喜欢，所以执着’。这两句话让我受益
终身，是我一生追求的理念。”方学斌
感慨地说道。

国家级重点职业学校安徽省行知
学校，始终秉承陶行知先生之“捧着一
颗心来，不带半根草去”之精神，形成
了“善教、乐学、敬业、和谐”的良好校
风。该校开设徽派艺术类专业班学
习，聘请非遗传承人助力徽文化新发
展，如“文房四宝”“徽州四雕”“徽派剪
纸”“新安画派”和“版画”等传统手工
艺品。

方学斌和周晖夫妇，获得“高级工
艺美术师”“省工艺美术大师”“国家一
级雕刻师”“市级非遗传承人”的称号，
2007年以来，被聘为行知学校艺术班
砚雕导师。他们课堂传授生动，从精
心备课到操刀技巧，从文化历史到徽
派传承，从构图到立体感雕刻，从细心
臂力到选材造型，从收藏价值到真假
甄别，无不贯穿着理论和实践技巧，学
员涉艺眼界大开，兴趣倍增。方学斌
解说道：许慎《说文解字》：“砚，石滑也。”
从用研磨的颜料与墨表现色彩、图案或
书画以来，中国古砚不仅形制各式各样，
缤纷多彩，而且材质也产生了不同变
化。砚材质大致有石质、陶瓷质、泥质、
瓦当质、砖质、金属砚、玉砚等种类。出
产地点有龙尾砚、红丝砚、澄泥砚、松花
砚、祁阳石砚，造型各异，鉴别需精湛技
艺，需看、摸、敲、洗、掂、刻，只有多接触，
多探讨，多研究，才能将各种砚质品性掌
握了如指掌，更能因质赋型，达到艺质双
馨、至美尽善的空灵境界。

方学斌创办的文化艺术公司累计
已招收 30余名残疾人，通过“传”“帮”

“带”方式，让他们掌握雕刻技术，拥有
一技之长，扬起人生理想风帆，生活幸
福满满更精彩。“方学斌歙砚工作室”
于 2019年被评为首批“国家残疾人文
化创意基地”。

2020 年 因 受 新 冠 疫 情 影 响 ，方
学斌顶着销售经营的极大压力和困
难，关爱职工残疾人弱势群体生活，
对困难户给予一定补助，这大大增
强了集体的凝聚力量，形成一支稳
定和谐团结奋进的坚强团队。为了
把损失减少到最低限度，在疫情指
挥部的指导下，得到复工许可文件
后，即第一时间安排他们严格按照
防控规范要求，陆续上班工作。更
可贵的是，在疫情期间，方学斌领导
员工自发组织参加社会公益活动，
积极捐款捐物，帮助更需要帮助的
重灾区人民，赢得社会好评。

老董仿画很有针对性，比如他埋
在方有根这里的“雷”，做的都是徽州
画家的画，署名也都是用画家的字或
号，这样一般人看不出画家的名头来，
但懂行的人却能记得住看得出，还以
为卖家不知道画家的名头，乱买乱卖，
自己就捡了漏。老董之所以选择和方
有根合作，确实是因为方有根长相老
实，又不懂字画，懵里懵懂的，极容易
给买家造成捡漏的感觉。

随着天气的渐渐转凉，老董做的
画在方有根店里就不怎么好卖了。原
因都怪张招娣那个表哥，他每到一家
古董店，都要炫耀自己的气功，到处说
自己如何如何帮“八方阁”的老板发
功，最后帮老板把一幅假画高价卖了
出去。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消息很
快就传开了，人们都知道“八方阁”里
有“雷”，而且还不少，就不敢轻易去碰

“八方阁”的货。外地的顾客，凡是踩
过“八方阁”的“雷”的，再也不会回
头。没有踩过的，在他们打听老街古
玩店的情况时，也会听到有关“八方
阁”的风言风语，所以格外谨慎。总
之，苏州老董和方有根开拓的发财路，
变得越来越窄了。好在方有根除了卖
字画，还卖其它旧货，生意还是有赚头
的。

方有根白天看店，小惠在外面打
牌，晚上两人就泡在一起。有时是小
惠到“风灵巷”去，有时是方有根到小
惠的那栋小三层楼去。这天下午，小
惠拖着两个大箱子来到“八方阁”，一
脸不高兴的样子。方有根不解地问：

“怎么？想出去旅游吗？”
小惠把箱子往地上一扔，说：“我

被房东赶出来了，现在没地方去了。”
方有根一听更糊涂了，问：“什

么？被房东赶出来了？那房子不是你
的吗？”

小惠斜望着方有根说：“谁告诉你
那房子是我的？”

方有根说：“是、是……是波子说
的，他说是……是那个澳门佬替你买
的。”

小惠撇了撇嘴说：“他又不是我肚
子里的蛔虫，他知道什么？当初那个
澳门人只是给了我一笔钱，房子是他
帮我租的。现在租期到了，人家不肯

租了，我只好出来了。”
方有根心中又气又难受，闷了半

晌才说：“我要是你，就让那个澳门佬
帮你再租一套。”

小惠说：“我上哪儿去找他？以前
都是他联系我，来找我的。这一阵都
没有联系我了，说不定是生意亏本了，
跳楼了，死了才好！”

方有根想了一想，问：“他当初给
你的那笔钱呢？”

小惠说：“那笔钱我早就交给我妈
了。我家里很穷，我爸有病，我两个弟
弟都在读书。”小惠说着，泪水潸然而
下。

一见小惠哭，方有根心就疼了，忙
说：“你别哭，那个澳门佬不管你，我
管。以后你就住在我那里，等我离了
婚，再考虑在屯溪买一套房子。”

小惠听了这话，忽又甜甜地笑起
来，泪水兀自挂在脸上，说：“你对我真
好，以后，我也会对你好的。还有，你
帮我给‘朵云轩’老板两千块钱，我打
牌输了，跟他借的。”

方有根听了，心中五味杂陈，不知
为什么自己也有点想哭。

这天晚上，在“风灵巷”那栋老宅
子里，方有根和小惠分外得好。第二
天一早，老太婆对方有根说：“要不是
你出的租金高，我怎么也不能把房子
租给你了。我年纪大了，本来睡眠就
不好，加上你们两个一闹腾，会害我短
命的。”

（未完待续）

□ 张艳红

从《徽州百祠》探寻徽州祠堂之秘 （下）

【文化徽州】

流淌在时光里的时代印记

汪昱庭像

汪派琵琶演奏谱

方锦龙在汪昱庭故居合影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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