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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不自美，必因人而后彰。大自然
的造化神功，人间皇帝的垂赏青睐，似
乎没能避免黄山高蹈世外、人间罕闻的
境地。黄山还需要巨儒名宦、逸士幽
客、方外羽流的笔墨滋润洇染。

山水有清音。没有了山水，中国文
化之旅甚至无从起航。“秦汉封锢深，唐
宋游屐广”。中国的文人士大夫，是一
个非常特殊的群体，他们内心深处思念
与渴盼的圣床，就是山水。而险峰幽
谷，路径通幽，松柏森森，溪流汩汩，吸
引文人雅士高致远行的各种经典山水
元素，黄山是应有尽有。

山中一日，世上千年。黄山如太古
一样巍然屹立。且不说那些高僧仙羽，
如普门和尚于黄山有开山之功。文人
墨客关注黄山，由来已久，唐朝大诗人
李白就曾两游黄山。他两游黄山的时
间分别是天宝十三年和天宝十五年，几
乎与黄山受唐明皇敕名时间同步。通
过考察李白留下了四篇诗作，可知他的
黄山足迹。李太白何许人也，他一瞥之
下，就高吟：黄山四千仞，三十二莲峰。
丹崖夹石柱，菡萏金芙蓉。描摹黄山场
景甚至比今天的卫星鸟瞰图还精准，直
让人怀疑他真和造物主通灵。他没能
深入黄山核心区域，给后人留下无法兑
现的“他日还相访，乘桥蹑彩虹”遗憾。

山脚下的凡人世界天翻地覆。转
眼就是十六、十七世纪了，中国文学艺
术进入了一个新的鼎盛时期。有明一
朝，中国人特别是汉人的血脉气质也得
到了梳理，明朝文化保留和激扬了中国
人的骨气、刚烈劲节之气。国朝内部经
济繁荣，工商业发展，城乡生活红红火
火，市民意识觉醒，形成了新的商业阶
层，出现了平民化和世俗化。社会越来
越把“人”摆上重要地位，帝王、神仙、僧
道等等悄悄褪色，出现了重视活人、重
视现世的现象。文学艺术更是繁荣，诗
词歌赋，小说戏曲，特别是小说如春花
怒放，中国传统四大名著，三部出在明
朝。学术思想、美术工艺等都相当发

达，向世界展现了丰富的人文和器物文
明。甚至这个文学艺术的盛世，在改朝
换代的剧烈社会动荡中也没有被打断。

正是在这个时代大背景下，黄山被
推送到前台。这也就是联合国教科文
组织所谓的“黄山，在中国历史上文学
艺术的鼎盛时期（16 世纪中叶的“山
水”风格）”曾经受到广泛赞誉，以“震旦
国中第一奇山”著称于世。发现黄山、
推送黄山的主力是不可胜数的官宦儒
士，僧道清客，即广义的“士”，或文化人
读书人。他们走向了黄山，更把黄山带
出和推向了人世间。纷至沓来的文人
墨客，面对黄山的绝世美景，惊叹于造
物主的鬼斧神工，感慨于生命的浮活渺
小，莫不属文以彰显。其中最著名的，
当是十六世纪明万历年间的行者徐霞
客。他与李白一样，也是两游黄山，初
游为雨雪所阻，仅至汤泉、慈光阁和北
海，未能尽兴。第二次他是为补偿夙愿
再来，适逢秋高气爽，他徒步登临玉屏
楼，天都峰、莲花峰等，叹为“生平奇
览”：黄山无不“宏博富丽”“藻绘满眼”，
兼有泰岱之雄伟、华山之险峻、衡岳之
烟云、匡庐之飞瀑、雁荡之巧石、峨嵋之
清秀。是时徐霞客三十二岁，历游名山
大川十多年，已是见多识广。在窥得黄
山堂奥后，有人问及：“游历四海山川，
何处最奇？”他毫不犹豫地回答：“薄海
内外，无如徽之黄山，登黄山，天下无
山，观止矣！”

文学艺术面对黄山胜景有种难以
言说的不自量力感。据黄山人统计，从
唐至清 1200 年间，为黄山写作的就有
诗词 2万多首，文章 1万多篇。可谓成
千累万，成筐成摞，车载马拉。但很遗
憾，真正能够得黄山真言、传播世间、流
传下来的却是寥寥。

面对黄山，必须将“转山河国土归
自己”的豪情转为“转自己归山河国土”
的谦卑。文学上的一点执念，一点抒
情，一点意趣，只能变成黄山上的一丝
流云。至于音乐，我不知道有多少，但
你拿任何一首去黄山顶上试听一听，那
感觉就是你一张口，嗓子就劈了、倒

了。绘画似乎更直观、更直接、更有力，
能够无限接近黄山的真相。画师们似
乎职业位置最有利，“多留居山中，反复
观赏”。“搜尽奇峰打草稿”，只需要直接
临摩下黄山的形态情状就好，其色彩、
线条、光线、构图等等，这些“食材”不需
要你的蒸煮炖炒，直接拿来就足够。其
中出类拔萃之辈，还形成了徽州文化的
极品——“黄山画派”。他们抽象出别
具风格的山水画：笔墨沉着简练，构图
明快秀丽，风格清高悲壮，意旨深沉宏
远，把最传统、最具中国文化特色的山
水画推向了新的高峰。黄山画派的代
表人物渐江，是黄山脚下的徽州人，他
参加反清复明失败后削发为僧，在人生
的后半段岁月里，他将内心的孤独、无
助与寂寥，托付给了黄山，也把黄山的
万千面貌一点一点向世人泄露。后世
还有黄宾虹九上黄山，张大千四上黄
山，刘海粟十上黄山的故事。

黄山是一幅看不到开始、也看不到
终点的自然山水画卷，就其华美灿烂而
言，只有更好，没有最好。观止矣！

对黄山的推送宣传的最大贡献者，
主体主角是徽州人，特别是其中的一个
特殊群体徽商。徽州人经商传统很长，
至明成化、弘治年间已形成势力庞大的
商业集团。到明万历年间，徽州人已经
在吹嘘：今天下所谓大贾者，莫甚于吾
邑。与其他商帮不同，徽商不仅是钱
多，他们还崇文重教，贾而好儒。他们
很尊重读书人，甚至清末的反清隐士和
其他避祸躲灾的异议人士，他们也不拒
绝接待。“欲识金银气，且从黄白游。一
生痴绝处，无梦到徽州。”汤显祖在十六
世纪写的这首诗作，讲的就是当时有大
批文人去徽州的风气。董其昌、祝枝
明、唐寅等等大画家，都曾流连在徽商
人家。渐江反清失败回乡，每年上黄
山，是从歙县坐船经岩寺、坑上进山，下
山后则在西溪南小住，接受那里的富商
朋友馈赠，照顾其饮食起居，甚至这些
富商还把家族中收藏的丰富画品供他
学习。外有山水之资，内有伊蒲之供。
是渐江能够全身心地投入到艺术创作、

成就自己的重要支撑。徽州人汪道昆
邀请三吴名士王世贞来观黄山，更率众
乡亲与王世贞的三吴名士“斗法”，既是
私人赞助对黄山的集体推销，更是黄山
对山下众生的青睐与厚爱。

静心想想，黄山、徽州人，以及这里
的万千动植物生灵，他们相互依存、相
互成就，构成了一个完美的生态系统。
且看，隐藏在黄山千山万壑的徽州古村
落，哪一个不得到黄山的荫庇，才卓立
世间、世代赓续、福祚连绵呢。

山风吹拂去世俗的铜臭气，山泉洗
涮去尘世的脂粉味。黄山就在“士”人
的目光里，慢慢走近走到了我们的身边
和心里。

□ 万以学

梦黄山之上（中）

【文化徽州】

知性黄山

顾苏辉先生是研究根艺的，但他
发在微信朋友圈的图片多为云、日、
月、树、石等物的“异像”，比如几朵大
红色的彼岸花聚在一起，他换个角度
看到了“囍”字；一座山峰和天空的云
朵组合，他换个角度看到了美人和一
个沉思的俊男；一丛树影，他换个角度
看到了“猴子捞月”，等等在常人眼中
普通的图像，他换个角度，能发现不同
寻常的美。有句话说“生活是创作的
源泉”，他何时何地不热爱这给他带来
创作灵感的生活？如果说这是艺术家
的眼光、艺术家的生活习惯，那么我不
得不叹服顾苏辉先生练就了一双超强
的“艺术的眼睛”。

几十年用心研习根艺，如今硕果累
累。在诚瑞大厦19层顾苏辉先生的家
中，顾先生站在根艺作品丛中，向我们
娓娓道来每一件作品背后的故事。我
们静心聆听，除了享受，就是惊叹。我
一是惊叹他在工作之余创作了数百件

形态各异、栩栩如生的根艺作品；二是
惊叹他的根艺作品有别于市场上常见
的实用根雕作品，可以这么说，几乎每
一件都是唯一的，不可复制的、难得
的。为何一根朽木到了他的手上，能再
现艺术的光辉？或许这就是艺术家与
一般匠人的区别吧。已故著名画家汪
家龄先生曾这样赞誉和鞭策他：“顾苏
辉让失去生命的朽木复苏生辉。”仿佛
他来到人世的使命就是从事根艺创作，
就是要让这一根根朽木复苏生辉，就是
要让这一件件根艺作品给人带来视觉
与心灵的美好享受和无限启迪与遐思。

庆幸的是，顾苏辉先生工作之初便
与根艺结下了不解之缘。1986年安徽
农学院林学系毕业，分配在祁门县平里
高级职业中学任教。1987年创办祁门
根艺品厂，并担任厂长。1989年、1991
年先后两次在黄山市举办个人根艺作
品展。1988 年参加了在北京召开的

“全国部分根艺厂家座谈会”。1989
年，3件作品入选第二届中国根艺优秀
作品展，作品“炽烈”获“刘开渠根艺奖”
铜牌奖，作品“青春”获优秀作品奖。
1990 年，年仅 25 岁的他凭着不俗的成
绩和才气加入了中国工艺美术学会根
艺研究会。1991年，他撰写了《黄山根
艺发展构想》一文，在《中国根艺》和地
方科技刊物上发表，中央电视台、安徽
电视台、黄山电视台及黄山日报、安徽
日报等多次对他的根艺创作活动给予
了宣传报道。之后因工作调动和职务
升迁，他没有太多的时间和精力花费在
爱好上，但工作再忙再累，他始终与根
艺不离不弃。每有闲暇，不是深山老林
寻好根，就是闭门读书读根艺。经年累
月的“根读”生活和根艺创作，形成了顾
苏辉先生独特的艺术风格。他的作品
注重“神”与“力”的刻画和表现，作品具
有“简洁、自然、抽象、朦胧”等特点，在
创作手法上形成了“重自然、贵发现、少
雕琢、求天成”的特色，竭尽全力展现

“自然造化之美、天然巧成之趣”，追求
“返璞归真、不似之似、彰显神性意象之
天趣”的境界。

近些年，顾苏辉先生爱用一个词，

叫“根读”。他说：“根读是一件困难的
事情，也是一件幸福的事情。一根朽木
摆在面前，如何根据它的自然结构和
天然纹理，用丰富的想象力和创作经
验，构思出具有贴切寓意和象征性的
作品，这的确考量一个人的耐心和才
华。”很多时候，顾苏辉先生一个人孤
独地面对一根朽木，左看右看，上看下
看，远看近看，虚看实看，整体看局部
看，当发现这根朽木最有价值的地方，
灵光一闪，美出现了，那一刻，内心洋
溢的幸福不仅是与根对话的回报，也
是对自我根读能力的认可。家中大大
小小数百件根艺作品都是这样被“读”
出来的。其中代表作品有：“炽烈”“青
春”“艰难的起步”“星火燎原”“凤凰献
瑞”“黄山笑脸”“中华神龙”“徽韵”“未
来之城（组合）”“田园风光”“龙腾钱
塘”“麒麟送财”“遨游太空”“三星堆神
品”“重生”等。每一件都主题突出、内
涵丰富、抽象朦胧、神韵盎然、意境深
远；每一件都让欣赏者引起丰富的联
想，产生“玩之者无穷，味之者无厌”的
艺术效果。其实这每一件奇巧结合、
天人合一的根艺作品都是经过他认真

揣摩和精雕细琢的，都是他心血和汗
水的结晶。这些天地之根终因他的一
双慧眼化腐朽为神奇，一件一件圆了他
的根读之梦。

他的根艺作品题材丰富，创意纷
呈，有与人类和谐相处充满天趣的可爱
的动物、植物，有人类情绪表达的喜、
怒、哀、乐的众生相，有民俗及现代文化
背景的爱情、亲情、友情，也有玄幻、童
话、星际世界的发掘。总之，每一件作
品恪守“发现美的世界、展现天成之趣”
的美学原则。顾苏辉先生自诩是一个
收藏天趣的人。我想，一个追求趣味人
生的人哪有更多的心机应付周围世界
的机巧？顾天地之根而忘机，方有足够
的时间和精力复苏朽木之艺而生辉。

顾苏辉先生没有别的特殊爱好，他
一生只为根艺这一件事。几十年来，孜
孜不倦、勤勤恳恳、默默无闻、情有独钟
天地之残根，以自己的智慧和双手让朽
木尽显生命的二次芳华，把美和情感传
递给周围的世界。他是一个用艺术礼
赞生命、发现美、传递美的人。

【艺术人物】

□ 凌 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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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行走】

2018 年 1 月 17 日，大英博物馆在
Facebook 上发布了一段短视频。该视
频以 3D技术立体呈现了中国明代项圣
谟创作的山水画《秋林读书图》：观众跟
随飞鸟进入画中，穿过山林，蹚过小
溪。茅屋内临窗而坐的捧读书生，肩扛
柴薪的归家少年、骑在牛背上的悠然老
翁，还有那飞泻而下的瀑布、云烟万状
的峰峦……均跃出画面，让人身临其境
而神往之至。

这段2分 32秒的视频，在发布后的
短短 3周内，播放次数就超 200万，获得
2.3 万次点赞、6.3 万次分享，评论达
2000条以上。

画中所描绘的绝妙景色，就是位于
安徽休宁的齐云山（古称“白岳”）。齐
云山多胜景，常飞云，被乾隆皇帝誉为

“天下无双胜境，江南第一名山”。此幅
壮丽的“天开神秀”画卷，古往今来吸引
了唐寅、袁枚、郁达夫等文人墨客纷至
沓来，吟诗作赋。特别是金秋时节，红
树黄叶与丹霞地貌相映，天高云淡与摩
崖石刻同辉，景色十分迷人。

明天启三年（1623）秋末，27 岁的
浙江嘉兴画家项圣谟慕名来到齐云
山。“碧水绕丹峰，红叶映赤崖”。秋日
的齐云山，层林尽染，美不胜收。画家
见“沿途山色溪声绕匝，白云红树，野炊
樵径，村落茒堂，或遇杖引僧归，或见童
驱犊返……面面皆山，翠如流而欲滴，
空巗飞雨，溪石巉喦，巨细合流，危滩奔
激，天边落碧，屋底蒸云，黄叶满红，青
烟断岸，变幻万状”，以至游览回家后，
依然沉浸在齐云山的美丽景色中不能
自拔，于是尽兴绘下这幅《秋林读书
图》，更愿在齐云山“得如此一室读书于
中”。

项圣谟的祖父是明代著名的收藏
家、鉴赏家项元汴，他曾收藏过顾恺之
的《女史箴图》、韩滉的《五牛图》、韩幹
的《照夜白图》等传世名作，堪称“海内
私家收藏第一人”。项元汴六子皆擅
画、喜收藏。

项圣谟自幼受家庭熏陶，潜心研读
书画名作，绘画才能独显。项圣谟的山
水画，既承宋人周密之技法，更兼元人

书画之气韵，秀逸高雅，极富书卷气，
《秋林读书图》即是其早期山水画的重
要代表作。

这幅写生山水画绘成不久，便转入
他人之手。次年，项圣谟族弟项祖洲得
到此画，项圣谟复见后非常激动，再次
在画上题跋：“此画余亦甚爱，不意失而
得，得而复失者数数，今又为祖洲弟得
之，可保无虞矣。”清初嘉兴破城后，此
画流失。民国时期，此画曾被一代书画
名家卢子枢收藏，后被大英博物馆收藏
至今。

《秋林读书图》中的白岳秋色
□ 李 军

【文化视界】

陶行知与“创意黄山”

徽州名人辈出，各领风骚，但无论
红色情缘、贴近民生，抑或美誉度，自带
流量的陶行知皆是“创意黄山”的源泉。

当前，党史学习教育热潮澎湃，陶
行 知 的 红 色 情 缘 正 切 合 时 代 脉 搏 。
1945年，毛泽东亲赴重庆谈判，陶行知
为和平奔走效力，并于 10月 11日到机
场欢送，与毛泽东合影留念。次年，陶
先生不幸病逝，毛泽东十分悲痛，挥笔
题词：“痛悼伟大的人民教育家，陶行知
先生千古！”朱德、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
分别电唁，延安《解放日报》、重庆《新华
日报》续发纪念文章。延安举行 2000
余人的纪念大会，时任中宣部部长陆定
一称，陶行知在政治上与中国共产党成
为民主运动中的亲密战友，并号召：“二
百万中国共产党党员也要把他当作模
范来学习。”

陶行知教育思想贴近生活，贴近民
生，生活即教育、社会即教育、教学做合
一等生活教育理论拥趸者众，具广泛群
众基础。他从小跟父母种田、种菜、种
瓜、砍柴，磨砺意志，养成劳动习惯，加
深对劳动人民的感情。他写给妹妹的
信中说：“好在我的中国性、平民性是很
丰富的，经过一番觉悟，就像黄河决了
堤，向那中国的平民路上奔流回来了。”
顶天且立地，陶行知的美誉度自不待
言，流布至今亦熠熠生辉。

需要补充的是，陶行知外出读书地
和留学归来主要工作地在南京、上海、
重庆，也涉杭州，历史遗存十分丰富，主
要有南京的陶行知纪念馆、陶行知墓
地、姚文采故居、南京三中、晓庄学院、
汪采白故居以及淮安的新安小学；有杭
州的湘湖师范学院、曹霆声故居、黄宾
虹故居、陶行知研究馆；有上海的陶行
知纪念馆、陶行知旧居、山海工学团遗
址、程霖生故居、周宗良故居，以及以行
知命名的学校，如上海行知学院、上海
市行知小学、上海市行知中学、上海宝
山行知实验幼儿园、行知育才学校旧
址、大华行知公园、上海行知路，等等。
与黄山的歙县陶行知纪念馆、休宁陶行
知启蒙馆、黄山行知亭、歙县黄潭源陶
行知祖坟地、黄潭源行知小学、歙县行
知小学、安徽省行知学校、屯溪柏山皖
南中学、老街还淳巷、屯溪女中、屯溪二
中等等众多遗存，比翼连理，交相辉映，

让陶行知成为长三角可睹、可思、可学
的情感纽带，成为“创意黄山”亮相大上
海、竞跑长三角的有力推手。

陶行知曾深情写道：“我们徽州可
谓之世外桃源，世界上只有一个地方可
以与我的家乡相类，这个地方就是瑞
士。”我们不妨设想一下，当创意黄山、
人杰地灵的优美旋律响起，当思乡游
子、徽州先贤穿越时空荣耀归来，他在
镁光灯的光影里为家乡代言，就教书育
人、成长成才这一永恒的话题谆谆教
诲，口吐珠玑，该是多么美妙圆满、动人
心弦的情景？

那么，如何赋能这位万民景仰的徽
州教育前辈，打造独有的文化 IP？笔者
不揣浅陋，提出“五个一”思路：建一个
数据库。组织专班，深入陶行知遗存
地、活动地，广泛采集文字、图片、影像，
在本地及长三角、中央媒体持续发声，
并建立完善数据库，让陶行知人格及思
想魅力产生更大传播力、引导力、影响
力。出一本红色书。陶行知是卓越的
党外布尔什维克，红色故事众多，可集
纳成册，面向本地及长三角等地广为发
行，推动党史学习教育走深走实。拍一
部纪录片。本地影像讲述陶行知年少
时光，上海、南京、重庆等地采撷其投身
教育改革和革命运动的吉光片羽，有声
有色还原人民教育家的光辉足迹。演
一出重头戏。可应用互动投影、5G、AR/
VR、全息、多媒体等高新技术，打造一沉
浸式演艺项目，奉献广大游客，成为继
《徽韵》《宏村·阿菊》《黄山印象·天仙
配》后的又一文化精品大型黄梅戏《陶
行知》。上一堂爱国课。开发数据库，
整合市委党校、黄山学院、黄山职业技
术学院等校思政资源，联手打造陶行知
爱国课堂，讲述其爱国故事，开展爱国
主义教育。推一条研学线。利用陶行
知在本地及南京、上海、重庆、杭州丰富
的历史遗存，盘活大量闲置的学校农
场，精心建设一批全国知名劳动实践基
地、研学基地，打造一条网红研学线路，
吸引各地师生、游客学思践悟。

如何用创意、创新、创造激发资源
潜能，打造创意经济高地，推动创意产
业向前发展？历史人物陶行知为故乡
提供了未可估量的名人效应，只待我们
去挖掘、利用、发挥。

□ 黎小强
顾苏辉：化腐朽为神奇

结 缘

“根 读”

美的世界

“创意+”让历史人物“活”起来 “数据+”让文化先贤添彩家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