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黄山每个开发建设时期都少不了
一 个 群 体 的 身 影 ，他 们 就 是 黄 山 石
工。如果说其他地方也有石工，甚至
规模远大于黄山，那么我要说，黄山峰
峦叠嶂、壁立千仞，黄山石工作为悬崖
绝壁上的“舞者”，绝非其他地方所能
比拟。

石工施工难度最大、要求最高的
当属在悬崖绝壁上镌刻文字，也就是
摩崖石刻了。目前，黄山有石刻碑刻
320 多处，有行有篆、有大有小，有高
有低。细心的游客会问，这些字是怎
样刻上去的？实际上，多数石刻相对
容易，少数则非常困难，不说确保工
艺完美，就是自身安全都难以保障，
稍有疏忽，可能会跌下万丈深渊，粉
身碎骨。

在访问黄山老石匠的过程中，他
们说出一些祖辈父辈多年实践中摸索
出来鲜为人知的做法。镌刻前，石工
需要从悬崖顶上用绳索将自己放到合
适位置，所用绳索很有讲究。在没有
海绳之前，很早就有了麻绳，但麻绳不

仅成本高，关键在于长时间在岩石上
移动容易磨断。为此，石工们想到用
几股竹篾绞在一起编成绳子，成本低，
还不易磨损。需要悬崖上固定站位
时，先用錾子打眼，再选用本地常见的
檵木做桩，脚可以踩在桩木上施工。
檵木质地密、坚硬，不易折断，且有直
有弯，打入洞罅后稳定性好。受地形
地貌影响，遇到右手边无法使锤时，必
须左右手作用互换，称之为“反手锤”，
要想技高一筹就必须掌握这门技术。

黄山的摩崖石刻近一半形成于明
清，近三分之一形成于民国，其他为新
中国成立之后。1990 年，黄山列入世
界文化与自然遗产后，不允许再有新
的石刻。明清时期，许多石刻留下来
了，题写人姓名也留下来了，而施工者
却不为人知。目前，我们只知道民国
以后的镌刻施工人。

在紫云村，石工称作石匠，上世纪
三四十年代，他们因灾从怀宁、潜山、
枞阳、桐城、庐江等地逃荒来到黄山。
石工队伍将近三十人，共有四个班头，
能参与摩崖石刻的属技术过硬的佼佼
者。宣庆发读过私塾，有一定文化，不
少工程由他领头承包施工，包括在青
鸾峰绝壁上镌刻“立马空东海，登高望
太平”，参与者还有胡义和、朱为玉、朱
立宗、戴玉松、杨积财、刘日恒等。新
中国成立以后，胡义和逐步成为黄山
石工队伍的领头人。黄山石匠中，子
承父业的很少，何绍武曾是紫云村最
早的石匠之一，第二代石匠何振汉今
年已经八十五岁，温泉地区溪流中“白
云溪”三字为其所写，并与戴根玖等三
人所刻，《黄山摩崖石刻》一书中虽有
记载，却没有注明题刻者和施工人。
现在，何振汉的石匠手艺正在失传。

房屋建设同样需要石工有较高的
技艺。上世纪 50 年代建设的黄山宾
馆、游泳池、工人疗养院等建筑物，一
层墙体全部为麻石条。北海宾馆主楼
更是一至三层墙体全用麻石条砌成，
成为黄山经典建筑。近年来在全面改
造时，上级建设主管部门审批方案特
别要求，不管其他部位怎么改建，这一
面石头墙有象征意义，不允许有任何
改变，拆下来按原样重砌也不行。

黄山石桥很多。白龙桥、紫云桥

在上世纪 30 年代中期建成平桥，40 年
代改建为拱桥。建设拱桥不仅需要增
加投资，技术难度也明显增大，现在人
们可以通过公式计算石块之间的受力
情况，确定桥梁跨度等指标，过去黄山
石工纯粹凭经验施工。白龙桥的两边
八字形开口的设计和石柱处理，更充
分体现了黄山石匠聪明才智。

黄山西大门的吊桥庵，很多人写成
“钓桥庵”，他们可能不知道其来历。西
大门溪流众多，因地势陡峭，河道狭窄，
建设桥梁时，更需要考虑其河道断面行
洪能力。所以，拱桥建得较高。老百姓
觉得这样的桥就像吊起来一样，故称之
为吊桥。对于石匠来说，这种桥的建设
难度比普通拱桥还要大一些。

黄山老年人知道，北大门沟村曾
有一个石匠叫何本来，技术过硬，手艺
又快又好，也是江北怀宁人。民国时
期，他参与承包了不少建设项目，尤其
是一些技术含量较高的工程，包括前
面所述白龙桥工程，还有半山寺、排云
亭、立马亭等。现在沟村村史馆里专
门有介绍他的情况，他育有三个儿子，
大儿子、二儿子都在外地，没有当石
匠。小儿子何振明，继承父业，上世纪
七八十年代参与了黄山不少建筑施
工。今年已七十三岁的他，虽然家里
还存放着手锤、对锤、錾子、錾斧、钢
牢、钢撬、背篓等几十件工具，偶尔也
干一些石工活，但体力已跟不上，关键
是现代建筑不需要过去的石匠手艺
了。

与建房、筑桥相比，技术含量稍低
的还有修建蹬道、护栏，以及砌塝修
渠。这些工程对于石匠来说，工艺差
不多。

开石是第一道工序。石匠常说的
“打石”主要是开制成型石块。过去大
多数情况下，黄山建筑都就地取材，尤
其是石料，河溪中有很多从山上滚落
的石块。取料时，先看石头纹理，选准
开石方向，用钢錾同时打眼若干，此时
需注意平衡用力，不然容易出废品。
开出来的石块可能很平整，称为“平
花”，不够平整的，称为“折花”，两种块
石有不同用途。

石块运输也有些讲究。其他地方
可以通过车辆、水运解决运输问题，即

便是几百年前也可以用独轮车等人力
交通工具，但黄山不行，受地势影响，
石块运输全靠人力搬运。黄山人根据
不同的地形和石块大小，有的“平杠”
抬运，有的“顶杠”抬运。“平杠”是用铁
链兜住石块，若干人左右两边直腰抬
着走；“顶杠”是用一米长的短杠，左右
两边人肩膀顶肩膀斜身抬着走。

黄山几乎没有平地，涉及建筑的
地方都需要砌塝、砌排水渠。

原始砌筑石塝的方法为干砌，石
块之间完全靠咬合固定，这种方法有
一定的技术含量，手艺不好的，时间稍
长石塝便起鼓，或塌方，甚至边砌边
倒。在长期实践中，石工们摸索出“插
科”“排科”两种砌方的要领。所谓“插
科”，就是石块以菱形方式排列，“排
科”就是石块按正方形或长方形方式
排列，但“排科”必须“压缝”，以增强石
块之间的相互作用力。

当然，水泥使用普及后，石工们多
数改用浆砌，通过水泥的粘合作用，使
石塝更加牢固，但其影响排水的缺点
也不言而喻。社会发展到现在，为了
提高劳动生产率，浆砌石块又正在被
混凝土板墙所代替。

随着黄山紫云村老一代石匠退出
历史舞台，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以后，以
浙江温岭朱士连施工队为主，包括安
庆王义和、王兴旺施工队陆续进入黄
山，他们主要修筑蹬道、栈道、观景平
台。这些石工同样技术精湛，尤其在
游道选线方面，经验非常丰富。如天都
新道、西海大峡谷游道、邀月亭等工程
施工，不仅质量好，观景效果更好。现
在，大规模开发建设的时代已经过去，
但小的施工工程仍然有，施工队伍已不
需要很多传统意义上的石匠，不少工程
以混凝土代替了石材，必须用的麻石，
则从外地购买成品，通过索道运送上
山，少量块石以重复使用为主。

如果时间可以倒流，我们可以看
到当年黄山石工的形象：古铜色脸庞，
佝偻着身腰，锯齿般大手，前倾的膝
盖，外八字步伐，仔细再看，身体的不
同部位都可能有大小不一的疤痕，还
有看不见的内伤……就是这样一群
人，用他们的坚韧、用他们的艰辛、用
他们的智慧，建设了美丽的黄山，让来
自五湖四海的游客都能欣赏、都方便
欣赏黄山的绝美风光，而自己在默默
奉献。

本来此文应当结束了，猛然间想起
有一位著名诗人曾写过一首《黄山石
工》的现代诗，最后几句这样写道：

凿石声声，
叮咛声声，
游人渐行渐远，
载去了黄山的深情……

黄 山 石 工
【文化行走】

□ 黄亦白 文/图

【文化广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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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行知的“朋友圈”及其故居众多，
且绝大部分保存完好。这些故居，蕴藏
着丰富的教育故事，是今人了解徽州教
育传承与发展的重要物质载体，具有独
特的历史价值和现实意义。让我们一
起走进这些名人故居，了解陶行知与故
居主人的交往、结谊故事。

汪采白故居
歙县郑村西溪不疏园在汪采白故

居内。清乾隆年间，歙县郑村西溪儒商
汪梧凤住宅内，建有不疏园，园内藏书
丰富，是文人、学者读书、聚会的好地
方。汪采白曾任省立第二师范学校（现
安徽省休宁中学）校长，系汪梧凤之曾
孙，当年黄宾虹在此教汪采白绘画，汪
采白、陶行知、洪范五在崇一学堂同班
同学，三人同一寝室，儿时汪采白对陶
行知帮助很大。郑村西溪不疏园现修
缮完好。

柯庆施故居
歙县柯庆施故居诵芬堂，位于歙县

竹溪村（又名水竹坑），始建于清道光年
间，坐北朝南向，两进三开间砖木结构。
故居天井地面、大门门框用料为水竹坑
独有的赭色花岗石制成；门楣文样独具
匠心，浅浮雕青砖雕刻亦为现存徽派砖
雕中少见，颇具文人才气，山水树桥被赋
予极高的文化品位；现存有晚清、民国早
期徽州名仕（如鲍增祥、许承尧、陶行知
等）所馈赠字画、书函。陶行知与柯庆施
是同乡又是朋友，给予对方不少帮助。

张曙故居
革命音乐家张曙（1908-1940）出

生于歙县坑口乡，与陶行知同乡，陶行
知创办乡村师范学校晓庄学校后，还曾
邀请张曙到晓庄师范演出、任教数月。
周恩来称赞张曙先生和聂耳同为中国
文化战线上的两员猛将。张曙故居坐
落在歙县桑岭下的小路旁，是一幢建于
明末清初的徽派古民居，故居房屋布局
为三开间、前后两进、双天井、前二楼后
三楼的砖木楼房。

叶元龙故居
歙 县 溪 头 镇 蓝 田 村 人 叶 元 龙

（1897-1967），民国期间曾任南京大学
教务长，金陵大学、上海大同大学等校
经济系教授，1932 年叶元龙为安徽省
政府教育厅长，不久又兼任安徽省财政
厅长，1938 年 11 月叶元龙出任重庆大
学校长，曾任贵州省政府委员兼教育厅
长。支持陶行知手脑并用的教育思想，
还邀请其到重庆大学作过演讲。其故
居现在歙县蓝田叶村，保存完好。

胡适故居
胡适故居坐落于绩溪上庄村，清光

绪 1877~1880年建，两进一楼通转式结
构。小青瓦，马头墙，三开间，两层楼的
徽派古建筑。门罩门楼，水磨砖雕。前
庭有天井，两旁有厢房，楼上为“通转
楼”，楼下是堂屋。后进为内庭，栏板隔
扇，精雕细刻，梁托上一对荷花仙子栩
栩如生，门窗上饰以兰花雕板，出自胡
开文墨庄制模高师胡国宾之手。

胡晋接故居
胡晋接故居坐落在绩溪县城内北

大街 10 号。跨过门房，有一个宽敞的
院子，院子后面是一幢坐北朝南砖木结
构的两层楼房。现在房子为 1917年胡
晋接在省立二师任校长时建成。由于
经济上的原因，整个房子分几期施工，
先建后堂，再建下堂，最后建书房。民
国元年（1912）春，绩溪胡晋接先生奉命
创办省立第二师范学校，几经选址，最
终定于休宁县万安镇北新棠村，二师乃
立，至今百年矣。

周诒春故居
周诒春故居位于休宁县蓝田镇，是

安徽省文物保护单位。1914 年，陶行

知、陈鹤琴等 110名学生同船赴美国留
学，其中带队老师周诒春（1883-1958）
祖籍是休宁蓝田，他是清华学校第二任
校长，是清华大学奠基人。

倪畅予故居
倪畅予，原名润芳，是祁门渚口“一

府六县”深宅大院中走出来的一位杰出
女性。1926年 5月，随爱国学生南下广
州，受到周恩来与邓颖超的关爱。翌
年，转入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社会股做
妇女工作，随军抵达南昌、武汉。1931
年，在省立第四女子中学任教。抗战胜
利后，皖南第一所女子师范学校在歙县
成立，畅予自任校长，与此同时，还积极
参加社会妇女工作，先后任皖南和安徽
省妇女联合会主任、省临时参议员，
1947 年调任省立宁国师范学校校长。
1949年 9月病逝于南京。

方梦樵故居
方 梦 樵（1904-1960），歙 县 人 。

1928 年，梦樵邀集休宁、歙县士绅 5 万
银洋股本，在屯溪中山街创办大生公
司，自任经理。上世纪 30 年代中期至
40 年代初，梦樵利用大生公司运货渠
道协助武术史学家唐豪护送多批中共
地下党员由上海经温州转重庆赴延安，
并赠给路费。1933 年，梦樵受陶行知
教育思想影响，募资创办“歙县礼义乡
完全小学”，是遵照陶行知教育思想办
学的先行者。梦樵还是全国知名的太
极拳家和武术史研究家。

黄宾虹故居
黄宾虹故居，位于歙县潭渡村，建

于清中晚期。1876 年，黄宾虹从金华
回歙县应童子试，在故里潭渡村生活约
30 年。故居正屋为三开间楼屋，前有
底廊和小天井，黄宾虹自题为“宾虹草
堂”和“虹庐”。左廊通“冰上飞鸿馆”。
屋前为小院。出左院门，为“玉森斋”，
是一座三开间平房。前院有假山石块，
名“石芝”。黄宾虹常在画上题“写于石
芝室”或“石芝阁”，即指此处。现辟为

“黄宾虹纪念馆”，为安徽省重点文物保
护单位。

姚文采故居
位于南京长乐路与莲子营交叉

口。姚文采是歙县深渡九砂人。与陶
行知同学。后在陶行知动员鼓励下，考
入南京汇文书院（金陵大学前身），先学
医，后改学生物。1930 年 4 月，国民党
当局查封晓庄师范，陶行知出走日本，
姚文采等几十名师生被捕。后经张治
中（安徽中学校董）保释，接任安徽中学
校长，曾变卖私有房产补充办学经费。
1937 年日军空袭南京，姚文采将安徽
中学迁至屯溪，自筹经费，租赁校舍，购
置设备，维持学校正常教学。抗战期
间，驻屯溪柏山达五六年之久，因此人
们又称之为“柏山皖中”。抗日战争胜
利后，该校又迁返南京复课。1951年 9
月，安徽中学并入南京市第六中学，姚
文采仍担任校长，“师陶”治学。

陶行知“朋友圈”故居
【文化掌故】

□ 知 行

“诗人凭徽章相认”——法国象征
派诗人兰波的这句诗仿佛赐予了诗人
一个独特的身份，而黄山这座山水萦绕
的城市则是江南水乡中最具代表性的

“徽章”，现在，黄山诗人一度以诗人特
有的激情和浪漫，将这份山水“徽章”的
精神带到了上海。

在诗歌里返乡
一度大学毕业在南京工作了两年，

2006年到黄山工作、定居，户口都从南
京迁到黄山了。2017 年到北京，从事
国际诗歌节策划和组织工作。今年一
度参与安徽卫视综艺节目《皖美旅拍》
在黄山的拍摄时，他说了一个故事：有
一次到西溪南，他用手机录下了河水流
淌的声音，这段带有家乡记忆的天籁之
音，跟随他去了北京、重庆、广东、浙江、
四川、青海等地，像是家乡的呼唤，始终
伴随着他，一路看过那么多的风景。

在一度漂泊的旅程里，黄山一直是
他念念不忘的栖息之所。就像诗歌是
一度永恒的故乡一样，他多次在“诗歌
里返乡”，正如波兰诗人亚当·扎加耶夫

斯基的诗歌《故乡》“你来到这里，像一
个陌生人/这里是你的家乡”，也正如叙
利亚诗人阿多尼斯写的《祖国》“它们是
滚动在我眼皮下的/闪电和雨”。一度
近些年创作的《临溪小学的一堂课》发
表在《安徽文学》、《黄山到安庆所见》发
表在《草堂》，一度写下了大量的黄山题
材诗歌作品，黄山就是他诗歌的花园。

一度是一个对诗歌极度虔诚、对生
活无限热爱的人，从 2010年起，他和本
地作家成立了徽州诗社；2011 年举办
过安徽诗会，来自全省的四五十位诗人
在黄山采风创作了三天；2012年，组织
了舟山黄山两山诗会，让海岛的诗人们
走进了黄山。以梦为马，初心无悔。
2021年，一度又和本地作家、诗人们一
起策划了休宁南坑油菜花诗歌节、占川
书局端午诗歌月、“文学黄山”座谈会等
文化活动，并在相关部门的支持下，新
华书店和占川书局都落成本土作家专
柜。这一系列的活动在全国文明城市
落成之时，给黄山增添了一份温暖而迷
人的诗意。

海上有得丘
2020年开始，一度来到了上海，成

为闵行区得丘礼享谷文化创意园的驻
谷诗人，从事创作和艺术活动组织工
作。这一年，一度内心变化很大，接触了
更多的艺术形式，他像一个渴望知识的
孩子，进了一座新的图书馆。他开始向
园区里的艺术家们学习，书画家、设计
师、装置艺术家、插画师、茶艺师、园艺
师、雕塑家、陶瓷艺术家……这些陌生的
领域像一块巨大的磁铁，吸引了一度，使
得他的创作也发生了变化，开始走出自
我，向更加微观的内心世界出发。

他以诗歌和艺术家们共同建造“帽
子花园”，他的诗歌被园区制作成诗歌
墙，到上海颛桥小学、启智特教学校进
行诗歌志愿活动，为学校创作的诗歌也
被刻在教学楼上。7月份，一度还走进
了莘庄工业区航空、船舶、电子芯片、智
慧园区等十多家大型企业、园区采访，
创作贴近新时代的工业诗歌，将黄山诗
意带到了上海。

得丘园的唐敬丝老师是盆景大师，
一辈子都和盆景打交道，唐敬丝对黄山
记忆特别深刻，疫情发生前，几乎每年
都到歙县卖花渔村看盆景。唐老师笑
着说原先公路没通，要走几个小时山
路，翻山越岭才能到村里，晚上要住在
当地老乡家，现在好了，高铁、高速还有
乡村公路四通八达，朝在上海用餐，夕
可抵黄山观花。

徽菜在上海有着无与伦比的知名
度和吸引力，在得丘的玉兰苑餐厅，黄
山臭鳜鱼就是顾客常点的一道“网红
菜”。对于一度来说，臭鳜鱼承载的是
舌尖上的记忆，对于上海人来说，更是
不到徽州就能遇见徽州的一种情怀。
厨师长告诉一度，直接委托黄山本地供
应商，真空包装加上冰袋直接发货，顾
客吃到的绝对是最正宗的黄山臭鳜鱼。

一度最近忙着自己的“一米一度”
品牌，这是他和休宁五城米酒合作推出
的两款诗意米酒，文艺情调的包装盒

上，镌刻有一度自己的诗句。米酒一到
上海，很受欢迎，尤其是艺术家们的圈
子里，一顿要喝掉几十瓶，仿佛五城米
酒便是徽州的山水，将上海和黄山交融
在了一起。

诗意与梦幻
一度近几年在诗歌界崭露头角，

2019年 5月，受邀参加贾樟柯导演策划
的吕梁文学季活动，诗歌《老夫妻》入选
浙江传媒学院选修课教材《中外爱情诗
赏读》。对一度来说，最重要的是参加
了中国作协《诗刊》社在福建霞浦举行
的第 36届青春诗会，这是素有诗坛“黄
埔军校”之誉的青春诗会上第一次有了
黄山人的身影，一度也有幸与青春诗会
的前辈舒婷、骆一禾、王小妮、吉狄马
加、西川、欧阳江河等成了真正心灵意
义上的“诗友”。直到现在，霞浦大海的
波涛还时刻喧闹在他心里。

参加完青春诗会，《诗刊》社给一度
公费出版了诗集《眺望灯塔》，随后，《诗
刊》又相继刊发了一度的诗歌，其中包
括《西溪南》《雪后黄山》《夜宿白鹅山
庄》等充满黄山诗意的作品。安徽师范
大学文学院杨四平教授受杂志社邀请，
专门为一度撰写了评论。“诗歌是浪漫
而梦幻的，来到上海以后，这种梦幻与
现实的结合给人的感觉特别明显。”一
度很是感慨。

这位年轻的诗坛老将，22 年的坚
持终于在“诗意黄山”与“梦幻上海”邂
逅之时获得了丰收。

谈到上海和黄山两座城市，一度认
为，越来越多的黄山人成为新上海人，
越来越多的上海人在黄山投资兴业，以
后文化艺术的交流也会更加深入密切，
上海聚集了国内顶尖的艺术家和新的
艺术形式、艺术思想，这座城市越来越
国际化、潮流化、思想化，应该吸引更多
优秀的艺术家走进黄山，创意黄山离不
开优秀的艺术人才和艺术产业，上海的

“梦幻”一定能够给黄山带来不一样的
活力和魅力。

□ 胡青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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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儿展演庆中秋

9 月 20 日下午，由黄山市舞蹈家协会主办、伊启舞蹈承办的黄山市少儿艺术展
演活动在市委党校礼堂举行。展演以“学习强国好少年，一起舞动中国梦”为主题，
由开场快闪“旗开得胜”和“一起舞动中国梦，民族少儿齐祝福，强国有我请放心”三
个篇章组成。此次展演节目编排出新，多民族舞种交相映衬，精彩纷呈。通过儿童
的天真烂漫，少年的国风正气、曲目的艺心向党……既展现出“双减”政策实施后我
市少儿素质教育的探索及初步实效，又表达了对传统中秋佳节的诚挚祝福。

·蔓 青·

“诗意黄山”邂逅“梦幻上海”
——访青年诗人一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