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期，黄山青年诗人星芽诗集《槲寄生的分
行书》由作家出版社出版，这是星芽继 2018年
出版《动物异志集》后的第二本诗集。星芽，本
名饶佳，1995年生于安徽屯溪，曾获第 25届柔
刚诗歌奖，第五届光华诗歌奖。

《槲寄生的分行书》收录了星芽近年来创作
的诗歌。她在写作中突出了视觉和质感，在日
常和想象之间，以细腻而独特的观察和叙述，表
达了她内心的柔爱以及对诗歌形式的认知。

·一度 胡纯·

【艺术视界】

□ 黄亦白

我搜集黄山地图的生涯

【文化徽州】

揭开面具的秘密
□ 宋兆麟

以前没有导航系统，到哪里去都靠
查地图。所以我养成了习惯，去一个地
方必先买一张地图。久而久之却发现，
外地地图收藏了很多，身处黄山却没有
黄山地图。于是，便开始收集黄山地
图。

开始几年并不顺利。从本地旅游
商品店、小书店淘图，费时费事，收效甚
微。本世纪初，孔夫子旧书店网站建立
后，大感方便。过一段时间，上网搜一
下，发现新品种就买下。黄山旧地图不
贵，通常几元钱就能搞定，不超出个人
承受范围。这样连续几年下来，就有了
上百种黄山地图。

黄山地图出版发行的高峰在上世
纪 80年代后期、90年代初期，此时也是
黄山旅游发展的高峰期。各种类型的
地图，平面的、立体的，导游图、示意图，
交通旅游、地质旅游，五花八门，每年都
有好几种问世。有的质量尚可，有的则

粗制滥造。这样的地
图比较普通，我每种
收一两张放着，算是
存档。

比较难找一点的
是书籍里的地图。黄
山 的 书 籍 有 的 有 插
图，有的没有，难以鉴
别。1988版的《黄山
志》、2008 版的《黄山
志》就分别有《黄山全
图》和《黄山示意图》
《黄山影像全图》。遇
到不太确定的情况，
索性买了书再说，书
里有图就扫描下来。
这样，也顺便将近一
百年来全面介绍黄山
的 书 籍 差 不 多 买 齐
了。

在搜集黄山地图
的过程中，还听到很
多故事。王君华原本
在 上 海 开 照 相 馆 ，
1956 年 调 到 黄 山 管
理处专门从事摄影，
成 为 著 名 黄 山 摄 影
家。那时的黄山管理
部门觉得缺少一张黄
山旅游地图，游客甚

感不便。为此，王君华与胡庚生主动请
缨，一起绘制《黄山导游图》。为了画好
这张图，他跑遍了黄山山山水水，一个
一个山峰定位，标出主要山峰高程。这
张地图 1961 年印刷后，成了后来黄山
地图的范本。朱峰本来是黄山的一个
画家，上世纪 80年代，他在家潜心创作
《五百里黄山神游图》，由于过度透支病
倒了。休息一年后，黄山管理处交给他
一个任务：“发挥个人所长，绘制黄山地
图。”朱峰老大不乐意，画家怎么变成画
地图的了？但没有法子只得接受任务，
他用了一个月时间，画出了《黄山全
图》。后来朱峰自己说，谁也想不到，在
画地图过程中有了意想不到的收获，既
让原来的画作冷一冷，防止一股脑钻牛
角尖，更呼吸到了大山的新鲜空气，开
拓了绘画的思维。看来很多事情都有
辩证的关系，世间万物相通相连。

搜集地图时需要，了解了一些地图

演变的脉络。国人在民国前画地图都
是没有比例尺的，黄山也是这样。宋
代出版发行的《黄山图经》，图指的是
绘画意义上的图，并非地图。进入民
国时期，才开始仿照西方绘图方法绘
制地图，而经过地理测绘后再制作地
图则更晚。所以，搜集地图应当从民
国开始。

1920 年，绩溪人程敷锴应黄山狮
子林寺僧法空之邀，携安徽省立第二师
范学校（休宁中学前身）部分师生，到黄
山实地测绘，费时近一年时间完成测绘
图草本。1922 年，黟县人汪宗道出资
印刷。图长 77厘米，宽 56厘米，手工绘
制，主要供上山的游人和香客使用。这
是黄山第一张地图，称为“黄山平面
图”。该图虽未绘出黄山全域，但主要
区域的山脊水溪位置基本标注清楚，比
例尺适中，既可用于地形地貌研究，也
可用作游客导览。由于该图属于私人
印制，影响力有限，存世不多。当我了
解到这张地图歙县档案馆有藏后，就想
收藏该图电子版。在多方联系、花费两
年时间最近才如愿得偿。

我搜到保存品相最好的纸质地图
为 1935年 1月黄山建设委员会印刷的
《黄山形势图》。这张图以 1929年太平
县陈少峰绘制的黄山地图为基础，修订
后以官方名义印刷发行，黄山建设委员
会主任常务委员许世英题名。图中注
明了每个景点之间的距离，以及游览注
意事项等，定价大洋三角。该图相当于
一份游览黄山指南，差不多能做到“一
图在手，游览不愁”。

科学意义上的黄山第一张地图诞
生于 1936年。当年奥地利地理学家费
师孟两游黄山，实地观测后绘成三万分
之一和十万分之一地形图各一幅，图上
标有高程，并撰写《黄山地理考察》一
文，发表在《地理学报》第三卷第四期单
行本上。年底，黄山天都文物社以《安
徽黄山地形图》单独印行，图幅 77 厘
米×54厘米，落款：国立中央大学地理
系费师孟教授测绘。

前不久，听说还有十九世纪后期外
国出版的中国地理地图中有黄山，仔
细打听只有北京大学图书馆有藏，全
德文的，当时就觉得收藏电子版也有
点难。正准备找人帮忙时，又了解到
该图为黄山外围地图。我想，黄山外围

区域太大，无限延伸的话，搜集起来永
无止境，还是放弃吧。人的精力有限，
很多事情只能聚焦一个点，面上的做不
好、做不了。

近十年来制作的地图与过去不可
同日而语，搜集新的地图，需要创新思
维、调整思路。

航拍影像地图早已不是新鲜事，据
说现在已经专门制作了倾斜拍摄的黄
山立体影像地图。这种影像地图不仅
黄山有，其他所有县级以上城市都有，
而且实现三维建模，只是高程涉密，一
般老百姓不给用，我当然没有搜集到。
怎么办？再说吧。

这些年，因为各种需求，黄山有了
许多专业地图，地图的作用分工越来越
细。防汛部门制作的地图，主要标明水
系名称、流域面积等；林业部门制作的
地图，专门标明林相分布、山体状况等；
文物部门制作的地图，专门标明文物遗
址、文化遗迹等。《黄山》专刊封三上连
续多期制作了类似“遗产之旅”“摩崖石
刻”的专项地图，既方便于特殊旅游群
体，又方便于某一领域研究。这些地图
很多，搜集其电子版即可。

还听说黄山旅游经营单位正在制
作综合性的电子地图，主要用于经营。
这种图采用百度或高德底图，分层叠加
相关标志和信息，如游客要查酒店，点
击一下，所有酒店经营场所、特色等等，
全都有了；查询交通，点击一下，索道、
客运、高铁票务信息都有了；查询购物，
点击一下……点击后都能与经营实体
打通，直接满足游客需求。地图制作出
来后，作为小程序放在官方网站上，供
游客使用。黄山地图不再是简单地告
诉人们景点信息，它已经变成可以营利
的软件系统。当然，这种地图我不用搜
集，需要时上网随时打开。

形势不断发展，黄山的变化也是常
态化的。有时常常出现地图变化跟不
上个性化需求的情况。为此，我尝试着
制作地图，制作自己需要的地图。虽然
很多软件用不来，但可以借助别人的智
力，请别人帮忙来完成。前不久，我就
做了一张最新的黄山风景区示意图，不
需要到印刷厂印刷，请广告公司出一张
即可，挂在办公室，查看十分方便。

凡事有始就有终。看来，我搜集黄
山地图的生涯即将告一段落了。

□ 李 军

朱 晞 颜 ：诗 家 能 臣

【文化掌故】

1952 年 7 月的一天清晨，天还没
亮，休宁县人民政府文教科就接到了群
众报告——县城南门的一座古墓遭不
法分子挖掘。县政府接群众反映后，派
员保护现场的同时立即上报有关部门，
经过一番努力后，终于追回部分被盗随
葬品。华东文物工作队闻讯此事后也
组织多名队员赴休宁开展考古工作。
这处南宋古墓据墓志考，系南宋工部侍
郎朱晞颜夫妇的合葬墓。

文物欣赏
经挖掘清理，此墓中出土了不少精

美的金器、银器、玉器，其中有葵花形金
盏、六角形金杯金盏、玛瑙杯、玉卣等多
件文物，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和历史价
值，均交由当时的皖南人民文物馆收
藏。今天如果走进安徽省博物院，也可
以一睹它们的华美风采。

朱晞颜夫妇合葬墓中出土的这件
葵花金盏高 5 厘米，口径 10.6 厘米，足
径 4.4 厘米，造型独特，由 6 片花瓣组
成，仿佛一朵盛开的葵花。盏心由 6瓣
花苞形小柱托起香梅一朵，似乎立有暗
香袭来。从上俯视，盏侧花瓣似环绕着
盏心梅花旋转，匠人高妙地营造了“花
中有花”的意境。整件葵花盏器型之华
美，工艺之精巧，真是让人叹为观止。

那盏六角形金杯金盏，精美程度不
输葵花盏。杯高 5.5 厘米，口径 9.1 厘
米，足径 4 厘米；盏高 1.6 厘米，口径
17.6 厘米，底径 13 厘米。杯和盏均作
六棱。杯的口沿和圈足均刻连续的雷
纹一周。杯心刻三朵菱花穿环纹。盏
口錾刻一条精细的二方连续带形雷纹，
盏底外周饰菱形二方连续纹，盏心錾刻
六组双线编穿的如意纹，寓“六合如
意”。

朱晞颜墓中还出土了一条玉带和
一套御仙花金带，是同类型中的精品。
依据规制，在宋代只有官居三品，方可

受赐金带。如今我们观赏灿灿的金带，
也似乎在昭示着墓主人当年显赫的身
份和地位。

四朝好官
朱晞颜乃是南宋四朝好官。他是

休宁城北鹤山巷人，于隆兴元年（1163
年）中进士，为官卅四年，前后历经高
宗、孝宗、光宗、宁宗四朝，官至工部侍
郎兼实录院同修撰，兼知临安府，封休
宁县开国男，食邑三百户。

他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在各地任
职期间，都为当地百姓做了不少好事，
政声一直不错。他在湖南靖州永平县
任官时，政绩颇好，当地还为他立了生
祠。朱晞颜曾两次入广西做转运判官
时，都深受当地百姓爱戴，至于原因，可
从一事看出：

南宋时食盐一般由漕司负责专卖，
价格也有统一规定。转运使倘若玩忽
职守、官商勾结，走私盐商便能哄抬盐
价，百姓叫苦不迭。广西正是此类事故
的重灾区。朱晞颜上任以后就开始着
手解决这个问题——据《宋史》记载，淳
熙十六年（1189年），朱晞颜上奏，“今
广西盐名曰客钞，元无客也。自乾道间
变法，富商失业，无复客商矣。今钞以
客为名，乃强税户之家使之承认，至于
破家而止。”孝宗听取了朱晞颜的建议，
下诏命朱晞颜等从长措置，经久利便，
毋致再有科抑之弊。朱晞颜接诏后，迅
速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平抑盐价、革除强
制摊派，让广西百姓得以休养安息。

从转运使任上卸后，朱晞颜又任静
江（今广西桂林）知府。在此期间，他着
手治理灵渠，疏通航道，便利了交通、灌
溉，福泽当地百姓。

朱晞颜在各地任职期间，还非常注
重文化事业。在广西桂林龙隐洞刊刻
了三件宋代名家作品：绍熙三年（1190
年），跋刻北宋名臣龙图阁学士梅挚《五

瘴说》；庆元元年（1195年），跋刻宋石延
年等十六人《饯叶道卿题名》、洪迈《高
州石屏记》。在当时那个腐败之风盛行
的年代，他能跋刻揭露抨击官场腐败风
气的名篇《五瘴说》，是非常难能可贵的
举动，由此可见朱晞颜高尚的官德。

多产诗人
朱晞颜不仅是一名好官，还是一位

优秀的诗人，至今多以诗才闻名。他的
诗词现存世 224 篇，录于《全宋词》，咏
梅词《一萼红·盆梅》更是其中佳篇：“玉
堂深。正重帘护暝，窗色试新晴。苔暖
鳞生，泥融脉起，春意初破琼英。夜深
后、寒消绛蜡，误碎月、和露落空庭。暖
吹调香，冷芳侵梦，一晌消凝。长恨年
华婉晚，被柔情数曲，抵死牵萦。何事
东君，解将芳思，巧缀一斛春冰。那得
似、空山静夜，傍疏篱、清浅小溪横。莫
问调羹心事，且论笛里平生。”

字字珠玑，朱晞颜对梅花之爱亦衬
托出他的品质之高洁。

他在各地游览时还留下了不少感
怀之作，如在游桂林叠彩山时，留下一
首《访叠彩岩登越亭》：“不到越亭久，榴
花今几红。江流寒泻玉，山色翠浮空。
百越熏风里，三湘夕照中。行藏仗忠
信，六合本同风。”在任静江知府期间游
览桂林伏波山下还珠洞时，曾题诗一
首：“天斫神剜不记年，洞中风景异尘
寰。江波荡漾青罗带，岩石虚明碧玉
环。地接三山真迹在，天连合浦宝珠
还。重来恍似乘槎到，惭愧云门夜不
关。”庆元元年（1195 年）冬，朱晞颜游
桂林屏风山壶天观后，泛舟过龙隐洞，
小酌至月上而归，留下七律感怀诗：“浪
道湘南是瘴乡，玉壶银阙四时凉。卧龙
不逐葭灰动，爱日空惊绣缕长。浮蚁且
同佳节醉，探梅不作少年狂。暮归惭愧
山头月，照我骎骎两鬓霜。”这些诗歌均
天然浑成，意味久远。

朱晞颜一生爱茶，更喜爱家乡茶。
他在《白岳寄怀》中说：“林间留我住多
时，似与烟霞夙有期。野老烹茶来献
客，岩猿偷果去呼儿。静思世上千年
事，不值山中一局棋。欲说行藏舒卷
意，洞天惟有白云知。”这首诗叙述的是
他回到家乡休宁后，在齐云山游览并品
茶时的惬意感受。此外，他还留下了很
多茶诗，既有“年来浄洗豪华姿，苦茗清
谈留坐客”的待客之道，也有“向良夜移
床，静临书帙，闲试茶瓜，明月清风仍
好”之品茗情趣，而“茶香客焙春”正是
他一生坦荡清风的写照。

阖美家庭
朱晞颜夫人洪氏是南宋名臣洪皓

之女，岳父洪皓任礼部尚书时出使金
国，被扣荒漠十五年，坚贞不屈，全节而
归，被誉为“苏武第二”。朱晞颜的妻弟
洪迈就是著名笔记小说《容斋随笔》的
作者。朱晞颜夫妇生有三男一女，长子
朱克己、次子朱立己、三子朱成己，皆有
成，分授修职郎、将仕郎、登仕郎。女儿
嫁与南宋名宦黟县人汪纲为妻。

庆元六年（1200 年）四月，朱晞颜
病逝于官署，夫人洪氏后他一百多天去
世。嘉泰元年（1201 年）三月二十二
日，朱晞颜夫妇合葬于休宁县城南门枫
林园（今啤酒厂东侧一带田园）祖坟右
侧。该墓地在明朝嘉靖前一直位于城
外，后因防倭寇骚扰重新筑城时，才将
其圈进城内。

朱晞颜一生顺风顺水，不仅是能
臣，更是杰出诗家。虽然他的墓葬被不
幸盗掘后，我们后人才得以一览他作为
休宁灵脉诞下的毓秀人物之风采，进而
了解这位南宋臣子的传奇一生。但
是，不法之徒仍将受到人们的唾弃和
谴责！

当前收藏风席卷全国，出现不少收藏
家、藏品展、私人博物馆，其中多数人受金
石学影响，从民俗学角度收藏者极少。现
在张弛收藏面具已达三百件，拜读了他的
《古人的表情》，我爱不释手，感触良多。

首先，面具收藏虽然是一种冷门，
但方向对头，意义重大。面具文物不
少，但看法有欠公允，如收藏家认为它
不值钱，考古学家也不大待见它，有识
之士涉足于此，是大好事，而且这些人
颇有文化，把远古面具搜集起来，进行
研究，既抢救了实物，又补了考古、文物
学界的空白，是收藏界的幸事。其次，
面具研究应该以小见大。张弛先生收
藏的面具多为远古和古代面具，特点是
小巧、缺乏明确的出土记录。目前也缺
乏专门研究面具者。面具是人体艺术
的一部分，是最有特点的，难怪当代兴
起的人面识别也是从人面抓取的。从
质地上说，面具涉及石、玉、陶、金属、
木、竹等材料；面具性质也千奇百怪。
收藏家收藏它容易，研究它就难了。第
一个碰到的是面具性质，它是神偶，还
是变相的神偶？是避邪物、巫觋佩戴的
面具，还是人体挂件？又或是佤族人头
桩上的人面、蒙古人靶桩上的人面，还
是契丹人葬仪中的覆面？为了提示面
具的秘密，涉及许多学科，可惜不少面
具是坐“冷板凳”的。有的连座位都排

不上。
我对面具并不陌生，除在考古、文

物中看见一些外，在民族调查中碰见不
少，基本是活态的，如在鄂伦春族地区
看见猎人在大树上雕刻一面具，作为凶
神偶像。他们的神像袋中有一种木制
的面具神。该族萨满跳神必戴面具，把
自己装扮成某种神，表示神灵附体。民
间则用桦皮剪为小面具，作为脖子上的
挂件，保护自己。另外，藏族的羊皮面
具、海南黎族的纸面具、贵州布依族成
套的傩面具也给我深刻印象，不过我认
为面具研究需要验证，加上自己年事已
高，对它只能敬而远之。

此外，面具研究是老问题，又是新课
题。它的最大难题是断代，多数为采集
品。在这种情况下，成为收藏家最头痛
的问题，若想解决断代，需要多学科的知
识储备，集思广益，这是一个长时间的问
题。此事不能性急，要有耐心，恐怕是几
代人的事。学术研究如同接力赛跑一
样，每一棒都要跑好，最后达到胜利的终
点。但是头一棒是最重要的。万事开头
难。张弛先生已开了好头，打下丰实的
基础，接下来的研究工作就顺当了。听
说张弛正在筹建面具博物馆，这是好事，
我坚决支持，力争当第一批观众。

（宋兆麟，民族考古学家，中国国家
博物馆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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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广场】

星芽诗集《槲寄生的分行书》出版

“黄山市首届少儿书画精品展”开幕
1 月 1 日上午，“黄山市首届少

儿书画精品展”在黄山市美术馆开
幕，三区四县 300多个孩子的优秀作
品在市美术馆开展，数百名家长和学

生到场。此次展出不仅给孩子们提
供了一个互相交流学习的平台，更坚
定了他们对学习传统文化的热情和
信心。 ·钱美玲·

文 博 游 戏文 博 游 戏
【连载】

□ 程 鹰

“捡来的。”老头不咸不淡地说。
“捡来的？不可能。”方有根说着，

把身前的臭干炒青椒和炒田螺往老头
面前一推，又喊小排档老板烧一个牛肉
火锅，再加两瓶黄酒，对老头说：“来，一
起吃，我请客。”

老头用浑浊的眼光看了方有根一
眼，毫不客气地嘬起田螺来。

方有根给老头的杯子里倒满酒，也
给自己的杯子倒满，端起杯子对老头
说：“来，喝一个。”

老头也不吭声，端起杯子抿了一口。
方有根想了一想，问：“老先生，你

这把折扇卖不卖？”
老头慢悠悠地把折扇递给方有根，

轻描淡写地说：“你要喜欢，送给你。”
方有根接过折扇，仔细看了一回，问：

“老先生，你可知道这扇面是谁画的？”
“黄宾虹。”老头的表情依旧很淡漠。
“既然你知道是黄宾虹画的，怎么

可以随便送人？又怎么可以捡到黄宾
虹画的折扇？”方有根大惑不解地问。

“因为这扇面上的画，是我仿的黄
宾虹。”老头喝了一口酒，淡淡地说，“我
看你气色不好，大概也是遇上了什么难
事，送你把扇子，凉凉心。”

方有根心头一震，几乎不敢相信自
己的耳朵。他惊奇地看着老头，问：“你
说什么？这是你仿的黄宾虹？”

“这有什么稀奇，我七岁就开始仿
黄宾虹了。”老头说。

方有根强捺住心头的激动，夹了几
块牛肉放进老头碗里，又和老头碰了一
杯酒，然后问：“敢问老先生是哪里人？”

“歙县潭渡人，和黄宾虹是同乡，从
小就崇拜黄宾虹。”老头说。

方有根说：“老先生和黄宾虹是同
乡，又从小景仰黄宾虹，临摹黄宾虹，难
怪老先生仿的黄宾虹，可以乱真。”

老头苦涩地笑了一下，说：“你不
懂，跟黄宾虹相比，我还差那么一大
截。譬如黄宾虹说的‘作画当如作字
法，笔笔宜分明’，又如老画师教他的

‘实处易，虚处难’，我也懂的。至于他
主张的‘五笔七墨’‘守其白，知其黑’，
以及他对南齐谢赫的‘画有六法’的诠
释和发扬，我也能心领神会，还有他提
出的立志、练习、涵养、空摹、沿习、深
思、气格、工力、娱志、烘染、设色等等，
我也深有心得，甚至他的秘诀‘太极笔
法’，我也谙熟于胸……”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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