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代戏曲家、文学家汤显祖，官至
礼部主事，他不满官僚腐败进谏《论辅
臣科臣疏》触怒了皇帝，被贬为徐闻典
史，后调任遂昌知县，政绩斐然，却因不
附权贵而免官。汤显祖愤而归里，晚年
穷困潦倒，有朋友劝他游黄山白岳，汤
显祖赋绝句一首：“欲识金银气，多从黄
白游。一生痴绝处，无梦到徽州。”他以
徽州黄山、白岳作比，暗喻徽州遍地弥
漫着铜臭味，发惊世骇俗之感。乾嘉之
学和徽派朴学的先驱、歙县潭渡人黄生
阅读汤公诗后，以为这是辱徽州泉石、
污徽州山灵，撰《黄山白岳歌》叹道：“先
生本具丘壑姿，独发此语真似痴。山中
若得斯人至，必有石破天惊绝妙辞。”

黄生是明末清初硕学大儒，字扶
孟，号白山，游名山大川，所交王炜、龚
贤、屈大均、王华夫、洪舫、释坚密等皆
知名之士，终自欿然。定下决心破千金
之产，买经史子集不下数千卷，闭户著
书，囊箧萧条，恒心不改。“家人索米无
词应，仰面向天看白云”，被世人呼为

“古板”。
潭渡距县城西三公里，潭渡黄氏以

二十四孝之一的江夏黄香为一世祖。
黄香传九世黄积，东晋时任新安太守，
卒葬姚家墩，其长子黄寻庐墓，后裔定
居，子孙昌盛，姚家墩遂改为黄墩，黄墩

即今篁墩，为程朱理学故里。黄积传十
三世黄璋，唐代中期自黄墩迁居郡西九
里黄屯（即今黄潭源）。黄璋曾孙黄芮
以孝扬名，为父亲黄光庐墓，从黄屯渡
丰溪迁居溪北，因村边有潭，村名是为
潭渡。1566 年，进士林元立为歙县知
县，听黄芮孝感故事，视潭渡民风淳朴，
感慨道：“民以德，节孝为先。”察徽州节
烈妇有祠礼祀，乃倡议将城东闲置的龙
江书院更为孝子祠。知府、同知、推官
等咸赞成，继而抚镇、巡台、督学及诸监
临无异议，徽州孝子祠即成，自唐黄芮
而下祀 17 人，民众称为善举：“人人亲
其亲，长其长，而天下平。”而潭渡早在
1465 年即建“唐旌孝子祠”，专祀孝子
黄芮，孝子坊至今矗立在村中，细心聆
听潭渡村的家长里短，默默地观看潭渡
村的发展变化。

潭渡尊亲敬老的民风，为儒雅文化
提供了良好的生长土壤。1605 年，名
士许楚在潭渡村诞生。许楚，字芳城，
号青岩，明诸生，自幼勤勉好学，年少即
加入复社，主盟张溥赞其“淹通经史，力
振古风”，吴中名士不惜屈尊相交。清
初因案牵连被捕，解送省城途中，过大
枫岭时以诗题壁“四海知张俭，千秋忆
孔褒”。及至安庆，慷慨陈词，意气洋洋
如平时，正气浩然，终于被释放。许楚

好艺事，善制墨，却无意聚财富，多次游
历吴燕之地，广询耆旧，访罗孤忠，歌声
所激，往往清绝。所作《新安江赋》沉博
绝丽，清初诗人、文学家、诗词理论家王
士祯赞叹：“三百年来无此作矣！”晚年
患眼疾仍闭门著述不辍，为时人所重。

徽州山多地少，外出经商乃生计所
迫，有歌谣云：“前世不修，生在徽州。
十三四岁，往外一丢。学好生意，可讨
老婆。”潭渡亦不例外，外出经商者十之
六七，卓越显赫者不乏其人。但是，潭
渡商人不唯利是图，大多以光宗耀祖、
泽惠乡里为愿景。所建礼堂社、德庵公
祠、济美祠、大宗祠、壸德祠以及八门九
堂等祠堂庙宇，自然有财富的力量，实
质却是旧时代人们精神生活的需要，凝
聚着外出游子浓浓的思乡情。现存清
代康熙丁亥年 (1707 年）潭渡黄氏《墓
约》《祠约》就是由黄氏裔孙“于京师同
议”。聚秀楼、黄山楼、四望楼、函成楼、
倚月楼、课耕楼、且耕斋、三元桥、世济
桥、滨虹亭、绿石轩、承德堂、怀德堂、非
园、上花园等等，这些建筑所涉及的人
和事，那些悲欢离合、奋斗拼搏、扶危济
困的动人故事，即便耗费十年八载亦难
书尽啊，如黄生、许楚这样饱含精气神
而可歌可颂者灿若繁星。

潭渡人黄宾虹是近现代著名画家，

一位有浓厚家国情怀的学者。 1939
年，日本画家荒田十亩来北平，黄宾虹
以为国仇大于私谊，招宴不赴，造门拜
访称病拒见。1943 年，日寇借北平艺
专名义为黄宾虹举办八十寿庆，黄宾虹
拒绝出席庆祝会。这是徽文化熏陶，家
乡风俗潜移默化的结果，富贵可喜，贫
困不贱，唯有精神气节永久。黄宾虹研
究家乡历史，对黄生十分佩服，对于前
辈的书画，他自信地感慨“潭渡自明以
来，书画名家均在江浙以上”。当代书
画界许多著名学者赞同并举例，歙县城
西圣僧庵现存的明代水墨壁画《苍松
图》《翠柏图》《侧坐观音图》《九尊罗汉
过大海图》《九尊罗汉上五台山图》等，
意境深邃，神采飞扬，观者以为吴道子
复生，创作者就是潭渡人黄柱。黄宾虹
身在外地却喜欢给客人唠叨在徽州时
的趣闻趣事以及徽州的历史掌故，说话
带着浓浓的家乡口音，徽州不经意间在
他的口述中为人所识。

开放包容是徽州文化的特点之一，
潭渡人以此而自豪，在潭渡生活过的外
地人亦有亲身体会。南京艺术学院教
授、著名书画家胡华令先生是歙县夏坑
人，因为他的父亲在潭渡油坊当管事，
小时候，他跟随父亲从相对偏僻的小山
村到文化昌盛、崇文重教的潭渡，见了
大世面，开阔了眼界。胡华令后来回忆
说，在他的印象中，潭渡人十分有教养，
讲礼数，邻里和睦，互帮互爱，很少有纠
纷。他父亲虽然是外来人，村里人都尊
重他，他自己与村里的小伙伴相处得像
兄弟一样，没有外路人的感觉。胡华令
返歙探亲访友，到潭渡走走看看似乎是
必修功课，他对潭渡人说，每当听到或
看到跟潭渡有关的物事，都有一种无法
言说的亲切感。

【文海泛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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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黄山作家吴宪鸿小说集《享受阳
光》由四川民族出版社出版。

小说集《享受阳光》收录了吴宪鸿创作
的《享受阳光》《红心》《天眼》三篇纪实小说
和《山村太阳》《冤家情缘》《如此“新老伴”》
三部中篇小说，用饱含深情的语言，重现了
革命老区红军战士视死如归的英雄形象，描
绘了党的阳光照耀下山区人民美好生活的
场景。 ·胡纯·

吴宪鸿小说集《享
受阳光》正式出版

【文化广场】

潭 渡 村 的 徽 风 气 韵

1930年 4月初，陶行知因支持晓庄
师范师生参加声援罢工工人，遭通缉，
被迫逃到上海租界。后赴日考察。翌
年初回到上海，开始了与上海的交集故
事，最主要的集中在舆论和教育方面。

1931年至 1934年间，陶行知到《申
报》工作，当时的时评大都由陶先生出点
子、命题、列纲，或由陶先生修改写成。

1932 年 10 月 1 日，位于上海宝大
山场的孟家木桥有了一所半工半读的
新学校，创办人正是陶行知。学校取名

“山海工学团”，孟家木桥为总团部，还
先后在红庙、沈家楼、萧场、赵泾巷、朱
郭家桥和孙宅等村庄办了 6个分校。

而在办“山海工学团”之前的 1931
年夏，报人史量才曾资助陶行知，在上
海西摩路（今陕西北路）创办“自然学
园”，主要从事自然科学的实验并研究
科学普及和创作。1932年 6月，陶行知
又率领“自然学园”一班人，在上海爱文
义路（今北京西路）小沙渡路（今西康

路）永裕村创设了一所儿童科学通讯学
校，继续推广科学教育，直至 1935年因
经费无法维持方才停办。

1936 年夏，陶行知先后游历欧、
美、亚、非四大洲 26 国，宣传中国抗
日。1938年 2月，陶行知出席了在英国
伦敦召开的“世界反侵略大会”。嗣后
于重庆北碚创办育才学校。1944年 12
月，陶行知加入中国民主同盟，并当选
为中央常务委员，主编《民主教育》和
《民主》周报。抗战胜利后，陶行知于
1946年 4月回到上海，一面参加并领导
民主运动，一面筹划将育才学校迁到上
海等事宜。陶行知 1946年 7月 25日因
长期过度劳累去世，终年 55岁。

如今在上海，还留下了多处陶行知
当年工作生活的场所，主要有：

申报馆遗址。坐落于上海汉口路
309 号，位于汉口路与山东路的交汇
处。从外观看，申报馆旧大楼占据了十
字路口整个东南角，虽然只有四层楼

面，却比一般六层楼还高。“申报馆”三
字 依 然 存 在 。 创 建 于 1918 年 的《申
报》，是近代中国发行时间最久、影响最
大的报纸。《申报》停刊后，大楼被转给
解放日报社使用，现在则仅剩一个躯
壳，里面被改装为一家时尚的咖啡厅，
但依然是上海优秀历史建筑保护单位。

山海工学团校址。位于宝山区大
场镇龙珠苑 200号。1933年后，成为中
共地下党组织的一个活动据点，开展国
难教育。1937 年“八·一三”淞沪抗战
后，山海工学团因所在地为战区而停
办。1946 年 4 月，陶行知返沪，恢复山
海工学团，定名山海实验乡村学校。
1951年，经周恩来批示，改为公立行知
小学。1981 年，恢复“山海工学团”旧
名。1986年在其原址上建有陶行知纪
念馆（老馆）。1992 年 6 月公布为上海
市纪念地点。2014 年 4 月调整公布为
上海市文物保护单位。

上海陶行知纪念馆（公园）。上海

陶行知纪念馆 1986 年 10 月 18 日对外
开放，原馆位于陶行知生前所办“山海
工学团”旧址，2002年迁入武威东路上
的行知公园内。2003年 1月，被市政府
命名为“上海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陶行知纪念馆占地 2150 平方米，建筑
面积 1684 平方米，展厅内展示了陶行
知生前各个时期的经历，其中遗著、遗
物、图片 300余件。

行知纪念广场（雕像、路牌等）。
2019 年，宝山宜家家居商场外的行知
纪念广场建成开放。

行知中学。上海市行知中学前身
是伟大的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于
1939 年在重庆创办的育才学校，陶行
知亲自担任首任校长。上海以行知命
名学校有：上海行知学院、上海市行知
小学、实验幼儿园、上海民办行知二中
实验学校等等。

陶行知故居。陶行知故居在余庆路
146 弄 13 号，现代派风格，砖木结构三
层。2007年列入徐汇区登记不可移动文
物，现为上海市第五批优秀历史建筑。
陶行知故居门口镶嵌着一块铭牌，上面
刻着他的名联：捧着一颗心来；不带半根
草去。当年为了便于静心写作和整理诗
稿文稿，陶行知曾住进这处寓所的三楼。

吉砚斋识小录

难识
程邃书法难识，靳治荆《思旧录》

亦云：“贻予尺牍字，虽强半难辨，而音
节古宕，全是性灵。”难辨，则不免猜字
矣。

社员、西泠
百分之九十八的人将西泠印社社

员介绍为西泠印社会员。百分之六十
的人将西泠印社读为西冷印社。

不食土中物
清乌程人夏骃不善饭，三餐唯酒不

可。琴师刘其荣嗜酒、鱼，而不食土中
产物。

吴淑“世居歙州”
吴淑 (947—1002)，字正仪，润州丹

阳 (今江苏)人，南唐进士，历官秘书郎
直内史。入宋，授大理评事，迁职方员
外郎，预修《太平御览》《太平广记》《文苑
英华》《太宗实录》等书。历官太府寺丞、
著作佐郎、秘阁校理。有《事类赋》《谑名
录》等。其《江淮异人录》记有歙县《聂师
道》《江处士》两篇，《江处士》结尾云：“余
有所知，世居歙州，亲见其事。”

□ 董建

陶行知在上海的足陶行知在上海的足迹迹
□ 知行

毕孟君老师是歙县城关小学解放
后的第一任校长，后任行知小学校长，
1984年退休，耕耘一辈子，是一位受人
敬重的园丁。

上世纪 90 年代，我在毕老师家乡
歙西潭渡桥头行医。老年人总免不了
多少有些病痛，于是他经常来我诊所就
诊，彼此交往甚欢，我成了他的“家庭医
生”，我们还成了忘年交。

事情还得从 2000年初冬的一个下
午说起。那天，他的邻居黄子宜牵着一
头牛路经潭渡桥，恰巧与前来诊所就诊
的毕老师相遇。毕老师关切地问 :“子
宜，你这头牛膘肥体壮，能值多少钱？”
子宜说 :“毕老师，这牛刚齐口，四千多
元买的。”无巧不成书，他们的对话被一
位手拿画卷从这经过的先生听见了，那

位先生即刻接过话茬说 :“我手上拿的
这幅汪观清先生画的《牧牛图》，不管怎
样，你那真牛比不上我这‘纸牛’。”说
完，他得意地展开了《牧牛图》。毕老师
凑过去边欣赏边说 :“观清先生曾经是
我的学生，此画惟妙惟肖、栩栩如生，珍
品也，值得收藏。”他慢慢步入我的诊
所，颇有感触地回忆道：“（上世纪）40
年代，我在汪观清老家金滩舟川小学教
书，那时他才十岁，我刚二十岁出头。
学校不但开设文化课，还开有美术、体
育课。他聪明好学、不懂就问，很讨人
喜爱。”

汪观清先生也曾回忆：那时候，毕
老师每天画几幅山水、人物小品画，奖
励那些表现优秀的学生，由于他的努
力，每每发放奖品时，总少不了他，这也
为他后来喜爱绘画艺术奠定了一定的
基础。那时，除了必读的《三字经》《古
文观止》外，毕老师还经常推荐一些进
步文学书籍，如鲁迅先生的《狂人日记》
《孔乙己》《野草》等文章让学生阅读。
同时，也注重健身，课外活动时经常组
织师生们参加打篮球、踢足球等体育活
动，并且还会自己拉琴为学生们排戏。

“这些活动，观清同学均能踊跃参
加，我很看好德智体全面发展的他。”和
蔼可亲、平易近人的毕老师当时就预言
汪观清日后必成大器。而他自己也因
教书育人两不误，在当地传为佳话，不
但对舟川小学的发展作出了贡献，也为
社会培养了一批人才！

退休后的毕老师始终坚持读书、看
报、舞剑、打太极，兴趣来时也学新安画
派画画人物、山水。2001年，毕老师写

信给汪观清，祝他事业有成，附上自己
的山水画一帧，并求墨宝。汪观清先生
毕恭毕敬地回了信 :“尊敬的毕老师，你
是我六十年前的老师，现在仍然是我的
老师……邮上《桃林放牧图》拙作补壁，
敬请教正！”

2004 年清明假期，汪观清先生等
五位当年曾经受业于毕老师的同窗 (旅
沪学友，均已七十岁开外)，专程前往毕
老师家中，为八十三岁的恩师祝寿。汪
观清先生等一行五人手捧鲜花，一字排
开，站在端坐堂前的恩师面前，毕恭毕
敬地行敬师礼。然后又围坐在恩师身
旁，嘘寒问暖、各诉衷肠，并合影留下了
极其美好而又宝贵的瞬间。毕老师很

是欣慰，五位门生当中有核专家、有农
学院教授、有上海工厂工长，还有一位
是上海曹素功墨厂的经理，汪观清先生
则是海派著名画家，个个事业有成。师
生们沉浸在甜蜜的回忆里，汪观清先生
即兴背诵了六十年前毕老师所教的《桃
花源记》，紧接着师生们也不约而同地
吟起了 :“晋太元中，武陵人捕鱼为业
……”书声琅琅，响彻整个客厅，至今仿
佛还在耳边萦绕，师生之情其乐融融，
溢于言表！

人世间有一种美好的情意，那就是
汪观清先生与毕孟君老师的浓浓师生
情！

【艺术人物】

此 情 悠 悠 六 十 载
——汪观清与老师毕孟君二三事

□ 汪万里

【文化徽州】

□ 张卫民

【文化行走】

明代的太平县，重熙累洽，人才辈
出，拥有一段被世人称颂的时光。“邑介
黄山，山峻峭少屈伏。水出麻川，湍急
不可回折。”“君子多劲直自遂，不为不
义屈。”（明·崔涯《众乐亭记》）“盖士大
夫谈道而嗜义者，彬彬也。”（明状元焦
竑《贞烈祠记》）“即节家巨族，其子若
弟，亦恂恂然，布衣蔬食，绝不作世俗软
媚态，盖所谓质而愿，忠而悫也。其为
文亦因之。”（明太平县知县张廷榜《校
艺序》）

太平县康熙旧志道出了其中缘由：
“太邑罗近溪、王龙溪、钱绪山诸先生，
常主教其地，而乡贤周给谏怡、杜文学
质，俱面领微言，以故后之学者蒸蒸蔚
起，莫不家周邵、户程朱。”一是当时有
很多理学大家常来太平主教讲学，二是
出现了像周怡等一批文人儒士的引领
作用，使一方文化昌盛。

而谏官周怡，是明代太平县文化历
史上耀眼的一颗明星。从他身上，我们
可以寻溯到那个时代文明的脉渊，能遇
见那个时代文化发展的缩影。

周怡是明史上著名的谏官，他先后
担任河北顺德推官、吏科给事中、南京
太常寺少卿等职。《明史·周怡传》载：

“周怡，字顺之，太平县人。为诸生时，
尝曰：‘鼎镬不避，沟壑不忘，可以称士
矣。不然，皆伪也。’……立朝仅一岁，
所摧击，率当事有势力大臣。在廷多侧
目，怡益奋不顾。”

清代的经学家、文学家洪亮吉认为
周怡“顾太平自唐天宝四载分县以后，
其能挺名臣之节，著循吏之声者，实惟
公一人，与天都青弋竞胜焉。”曾国藩也
认为周怡是“‘致良知’三字成德发名
者”。

周怡原名周恞，字顺之也是友人取
的，“怡旧名恞，初试于邑，偶以音之同
也，而书今名，遂因之未复。友人字以
顺之，尝闻之师曰：‘人之生也，直以直
养而无害，斯顺之矣’。又曰：‘顺之则
吉，逆之则凶，吉直之道也，不以直养面
临徒以顺焉。’（《周恭节公文集·三字
说》）

周怡“号都峰，后改讷溪，别号都华
野人，世居宁国太平之县。前高祖端庆
公，曾祖德夫公，祖全公，号仙源，俱不
仕，潜德弗耀，隐于农亩，门单祚薄，惟
忠信礼义，孚于闾里。父本秀公，字宗
实，号西畴，礼义自守，孝友尤著，以先
生文林郎顺德府推官考满，赠如其官，
继因穆皇帝登极覃恩，以先生加赠中宪
大夫，南京太常寺少卿。太平称世德之
族，公家为首。先生由进士出身，立嘉
靖隆庆两朝，前后以谏显，天启初追谥
恭节。”（《周恭节公年谱》）可见他出生
于黄山脚下很普通的农耕家族，立明两
朝，以谏显。

据年谱载，周怡是明孝宗弘治十八
年乙丑十二月丁卯辰时出生，换算成公
元纪年，是 1505年 12月 18日早上 7至
9点钟出生的。他母亲姓刘，同母的兄
弟还有周忭和周恪，都是不喜欢成群扎
堆玩的孩子。

周怡小时候，天资很颖异。在太平

老县城一带，就有一个“周怡正头”的传
说。

传说周怡小时候有歪头的毛病，他
和家人也不怎么介意。有次邻里小孩
做“包公审案”的游戏。轮到周怡时，他
认真对待。此时路过的老伯方弼看见
周怡一本正经的样子，也不禁打住脚步
观看了一会儿，看毕，他笑着对周怡
说：“哎呀，小周怡做官像是有点像，就
是头歪了，不像是个好官。”此话谁知是
言者无意，而听者有心，周怡回家就问
母亲，“头歪了怎么办？”母亲说，“头歪
是颈子的毛病，小孩子家只要按摩按
摩，把头摆正就行了。”小周怡认真照着
母亲的话，靠着自己坚强的毅力每天坚
持按摩，坚持正头，从不间歇。几年后，
当周怡进县学的时候，谁也看不出他曾
经是歪头了。

据《周恭节公年谱》载，确有此事：
“少偏头，或戏为言曰：‘汝头偏，不可以
做官。’先生信然，是夜于月下，照影自
直。次早人见之，头竟端正。”他偏头可
能是从小自然养成的习惯，等到他意识
这个不好的习惯时，立刻纠正。这对于
一个五岁的小孩子来说也是非常不容
易的。

还有一件事，也是能看到五岁的小
周怡，在临事时，显得很机警。有一天，
他到伯父竹居公周本正家去，一进门，
见伯父在房间里兑银子，当时刚好有客
人来，他伯父恍恍惚惚就急忙出房相
迎，桌子上的银子，就堆放在那，慌忙中
也忘记收藏起来。小周怡看到后，就站
在那，一直不离开。等到他伯父送走客
人，转身才惊想起那房间里的银子忘记
收，看见周怡站在门前，问之曰：“汝在
此，何为？”周怡即答曰：“吾见伯父银，
此处看守耳。”见五岁的小周怡遇事这
样冷静对待，很惊奇，此后伯父对他就
特别钟爱。

“三岁看大，七岁看老。”六周岁时，
周怡就上了乡学，见上学和放学遇到老
师都要拱手作揖行拜礼时，周怡即悟
道：“是揖者，揖吾师也。然则先师孔
子，吾岂不揖也。”自从那以后，每天早
晚上学放学，一经过县城的文庙，他必
到庙前对着孔子座像，行揖拜礼。无论
刮风下雨天，都这样一直坚持着，“人多
异之”。而且从小周怡性格端正沉静，
遇人蔼然和气，彬彬有礼。邻村方姓长
老百里公方必通，他平日里是不轻易表
扬别人的，见到小周怡跟其它小孩不一
样，不同凡响，“尝语其子弟曰：‘吾见周
怡其人不凡，后来必光大伊闾，汝等不
可以慢也，当敬重之。’”（《周恭节公年
谱》）

周怡天赋颇高，八岁时就对《诗经》
特别感兴趣，学习态度特别端正。到了
十三岁，他潜心用功更甚，在读书学习
上，更加刻苦勤奋。当时养晦公项焕是
这一带的名师，也是“食禀县庠”的老
师，水平很高，以至项老师认为，周怡的
学习用功，达到了“师亦自谓莫能及”的
程度了。

真是应了那句俗话，“自古英雄出
少年”。

谏官周怡的少年轶事

【文化掌故】

□ 张辰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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