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春江澄碧，花红柳绿。昱城屯溪，
闪耀国际。第三次阿富汗邻国外长会、

“阿富汗邻国+阿富汗”外长对话会等
外交活动在屯溪举行，山城屯溪一时声
名鹊起。

值此国际风云际会之时，几幅具有
东方文化特有意韵的徽州漆艺作品也在

国际友人下榻之所惹人注目。“其中有漆
画，如《霞落鸟归》《红了柿子》，也有瓷
杯、香炉等文创产品。大家感叹，徽州好
东西真不少。”创作者、漆画艺术家、高级
工艺美术师范福安感言。越是地域的，
越是世界的，徽州漆艺就是一张享誉世
界的名片。他多年国际文化交流实践即

可佐证，黄山链接全球前景广阔。
范福安 1964 年生于黄山，自合肥

师范学院油画专业毕业，先后供职于屯
溪漆器工艺厂、省工艺品进出口公司、
省外贸经纬广告设计公司，2005 年成
立大漆艺术工作室，因眷恋故土，2009
年回到屯溪，专心创作，漆艺风格与漆
的古法技艺兼容，采用天然大漆、矿物质
颜料、漆粉、蛋壳、螺钿等原料，表现徽州
民居、徽州三雕，以及日常劳作场景等徽
州题材，《月映徽州》《希望》《饱经沧桑》
《归》《山里人家》等漆艺作品即可佐证。
任国家艺术基金评审专家、国家一级美
术师、安徽省美术协会漆画艺术委员会
主任等，他迈向世界的底气更足。

走出去，世界就在眼前。为庆祝中
丹建交 65周年，应丹麦驻华大使邀请，
他历经半年多时间，精心创作丹麦女王
玛格丽特二世和亨里克亲王的漆画肖
像作品。2015 年 4 月，作品被运往丹
麦国家历史博物馆暂存，后送往丹麦弗
雷登斯堡和平宫，他参加作品赠送及揭
幕仪式。2016 年，在泰国文化交流活
动中，他带去的漆彩银杯亮相曼谷诗丽
吉皇后国家会展中心，受与会人士赞
赏，并被泰国旅行社协会会长程耀源收
藏。2016年 12月 23日，北京罗马尼亚
文化中心鲁博安一行参观“范福安徽州
漆艺作品全国展(回顾展)”，请他前往
罗马尼亚办展，展示精美的大漆文化。
2017年 1 月 15日，中意文化中心年度

交流会举行，共促中意文化传承与发
展。他介绍漆画艺术，获聘该中心驻地
艺术家。2018 年 11 月 29 日，他将创
作的漆画银杯艺术品赠予塞尔维亚文
化中心，期冀两国友谊久长。

请进来，眼前就是世界。
范福安笑言，他教了多名“洋徒

弟”，美国小伙约翰即是其一。对徽州
漆艺，颜色的魔变让约翰感叹“天一半，
人一半。”2年多学习结束，他赠小伙徽
州漆艺文创钢笔，让文明交流互鉴。目
前，大漆艺术馆已在黄山非遗小镇落
成，拟 10月开馆。届时，他将举办艺术
展和学术研讨会，邀国内外学者为徽州
漆艺国际化贡献智慧，并面向世界拓展
研学游。“今年，我还想与有关部门一起
筹办全国首届（黄山）文创设计大赛，得
到市领导高度重视。”范福安充满期待。

“以文化为桥梁，让世界了解中国；
以艺术为纽带，让中国走向世界。”这是
范福安的“屯溪之约”。

徽州漆艺：走向世界的文化条形码

【文海泛舟】

匾额说辞：紫气东来
□ 吴卫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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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行走】

老炉子也能用来闻。说到这里，大
家都要踊跃举手——闻铜臭味嘛！但
其实不是。老炉子，只能闻到霉味；新
炉子，才是铜臭味。

老的铜炉，经过几百年的把玩与空
气的浸润，表面已经形成了一层厚厚的
包浆。它可能是手上的汗液，也可能是
空气里的水分等。铜炉表面被慢慢氧
化，这层氧化了的物质，像一层壳一样，
把铜炉均匀地套在里面。真正铜的味
道，也被套在里面了。相反，若是新铜
炉，铜还在慢慢氧化，你就能闻到铜臭
味。但此“铜臭”非彼“铜臭”。

造假的人，常常用各种化学试剂来
给炉子、铜钱做假包浆，有些还故意做
得锈迹斑斑。常用的试剂有高锰酸钾、
硫酸铜、漂白粉。

铜的老包浆又叫黑铁骨，就跟铁的
颜色一样，是黑的。用漂白粉浸泡出来
的铜，也是这个颜色。如果要做黄黄的
包浆，或者绿色的铜锈，就要用硫酸铜。
如果是红红的皮壳，那就是用漂白粉和
高锰酸钾同时做的，行内叫作红包浆。

真假包浆怎么区别？还是要靠鼻
子。颜色上去了，味道也留在上面了。高
锰酸钾和硫酸铜一遍又一遍地刷，一遍又
一遍地浸泡，化学试剂的残留味道去都去
不掉。你一闻，一股脑冲过来，这个肯定
是假的。焚香这样的雅事，文人怎么可能
允许有如此扫兴的味道存在呢。

所以宣德炉的鉴别，第一看书法断
代，第二看器型断代，第三听声音断老
新，第四闻气味断真假。

做假的人，即使技艺高超，也很难
做到面面俱到。书法到了，可能时间没
到；包浆到了，可能气味多了。即使是
用失蜡法做出来的炉子，书法、器型都
到位，总归也还是一个新炉子，声音瞒
不了耳朵，铜臭骗不了鼻子。

记得眼观六路，耳听八方。

假铜钱做得跟真的一样，怕了你了。
刚进古玩行，什么东西都不会，就

去玩铜钱，因为小铜钱家家户户基本都
有。有的人家有两三个，有的人家有几
十个。我们就带着喇叭，挨家挨户地

喊，挨家挨户地收。
江浙一带的农村，有固定日子设集

的风俗，比如农历逢五、逢八。每当这
一天，各种小摊贩就从四面八方汇聚而
来，鲁迅先生就曾描写过这样的风俗。

集市人来人往，也是我们这些古玩
界“牛鬼蛇神”出没的好日子。我们带
着之前收的铜钱，写个小牌子到处赶
集。每到一个集，就摆出牌子，放一点
收来的铜钱、铜板、银圆。我们把这叫
作交流，有交流才有流通。这时候，不
但有人来收我们的铜钱，也有很多当地
的老百姓，看了之后，就跑过来说我家
有，他家也有。我们就开开心心跟着他
们回家去看。

就这样，通过这种方式，我们收到
了各式各样的铜钱。但收了一段时间，
却发现其实并不赚钱。因为收进来的
铜钱，一般是几块钱一个，拿到市场上
卖，也是几块钱一个。每家每户往往也
只有两三个，几乎没有什么利润空间。

后来就遇到几个河南人。他们做
什么呢？专做假铜钱。刚开始也就感
兴趣看看，看来看去，咦，这个假铜钱做
得蛮好的啊，就动了歪心思——是不是
弄一点假的回去摆摆摊？

假铜钱非常便宜，当时三毛到五毛
一个。粗劣一点的，两毛钱一个。我就
进了一大批假铜钱照样拿到集市上去
摆摊，这是为了卖假铜钱。我把顺治钱
摆在地上，人家看见了就问：“这个顺治
钱多少钱一个？”

“五毛钱一个。”
“这么便宜啊？”
“我多了去了。”
然后我就五毛钱卖给他。
又来一个人，是要卖铜钱的老百

姓。我就跟他说：“我卖给别人的才五
毛，你这个，品相不太好，那就四毛吧，
总得让我赚一点……”

但是实际上，我的是假的，人家的
是真的。老百姓不识真假。所以我卖
假铜钱不是真正为了卖假铜钱，而是为
了压低真铜钱的价格。你卖出去是五
毛钱，买进来才有可能是五毛钱。你要
是三块五块卖给其他人，那么其他人也
是三块五块卖给你。这是人为制造一
个“市场价”。

宣宣 德德 炉炉
【连载】

□ 杨 青

这些年，我创作了一些歌曲，但在
徽州、黄山两个顶流 IP中，徽州歌曲写
得较多，如：《月映徽州》《雕刻徽州》《那
古道》等，并相继获得国家艺术基金、安
徽省政府社科奖（艺术类）、安徽省“五
个一工程”奖等。

反观笔者写黄山的歌屈指可数。
读者朋友一定要问，难道是你不喜欢黄
山吗？当然不是！我生于斯，长于斯的
地方，谁不爱自己的家乡？不以自己的
家乡为荣？

与朋友们交流时，他们常问我，黄
山为何没有一首在全国唱响的歌曲
呢？是啊！问得好！我也在扪心自问，
黄山的歌，名家高手写了许多，大家都
在积极努力，但至今还没有一首在全国
唱响黄山的歌，没有一首与黄山相媲美
的歌。有人说，也许是黄山太美了，艺
术家无法用语言来表达吧！这只是托
词吧！作为一名黄山文艺工作者，总觉
得是一种缺憾。

作为一名歌曲作者和听众，结合自
身经历，我回顾了黄山市歌曲创作的一
些点滴……

记得第一次接触到名家写黄山歌
曲的活动，还是 1990 年上半年，为“颂
天下奇山，赞天然图画，歌国之瑰宝，扬
民族文化”，央视与黄山市政府联合拍
摄了一部集风光、音乐为一体，融名人
名家为一炉的 12 集电视音乐风光片

“黄山颂”，邓在军任总导演，作曲家谷
建芬率陈佩斯、朱时茂、韦唯、蒋大为、
蔡国庆、屠洪刚、李娜、万山红、师胜杰
等名家云集黄山，在黄山风景区等地拍
摄了一组优秀歌曲，并在央视播出，出
版发行了录像带，其中江志伟作词，谷
建芬作曲，毛阿敏、刘欢演唱了歌曲《连
心锁》。在黄山市影剧院的演出，盛况
空前，一票难求。也许那几天都陪着明
星，没了神秘感，我在春雨楼只和陈佩
斯老师合影留念。

之后，空政文工团应邀参加黄山旅
游节演出，闫肃等名家为晚会专门创作
了歌曲《桃花源里人家》等优秀歌曲。
遗憾的是，当时我在共青团黄山市委工
作，没有参与这台晚会的组织工作，失
去一次难得的学习机会。峰回路转，
2001年底，我应邀参加央视“全国欢乐
家庭”电视竞选总决赛时，闫肃、滕矢
初、刘敏等老师担任评委，我也有幸与
闫肃老师简短交谈并合影留念，老艺术
家德艺双馨、乐观风趣，给我留下深刻
印象。

“长江长城黄山黄河，在我心中重
千斤……”我市在市体育馆举办的一次
文艺演出，专门邀请张明敏老师现场演
唱了歌曲《我的中国心》，这首歌创作的
高度在于把长江长城黄山黄河作为中
华民族的象征，意义不同凡响，为黄山
做了一次很好的宣传推介。我有幸陪
同了张明敏老师，了解了一些歌曲创作

的细节。这首歌上了 1984年央视春晚
纯属偶然。黄一鹤导演在深圳公交车
上，意外听到了一首荡气回肠的歌曲，
通过多方打听，终于得知这首歌就是张
明敏演唱的《我的中国心》，由黄霑作
词，王福龄作曲。黄霑是中国香港男音
乐人、词曲家、作家、主持人、歌手、演
员，被誉为“香港四大才子”之一，曾为
电影《笑傲江湖》创作主题曲《沧海一声
笑》等。王福龄是香港著名作曲家，主
要代表作品有《我的中国心》《今宵多珍
重》《南屏晚钟》等。可惜，两位词曲作
家已辞世多年。我市在举办“黄山不会
忘记”活动时，经过我和经纪人的联系，
请张明敏老师为黄山录制了一段视频，
在晚会 LED 大屏上播出，他笑容可掬，
表达了对黄山未来美好的祝愿。

为了积极宣传黄山，黄山市文化局
于 2006 年 11 月开始,面向海内外开展

“唱响黄山一支歌”歌曲征集活动。全
国词曲作者踊跃参加，评选出了歌曲
《想和你一起去黄山》《黄山看云》等优
秀歌曲，付林等名家担任总决赛评委。

近些年，我市播放较多的是歌曲
《黄山之约》《迎客松》，这两首歌均出自
名家之手，创作小花絮，且听我慢慢道
来。2009 年 5 月底，经严君介绍，著名
音乐人何沐阳第一次应邀来黄山，我有
幸陪同他几天，我们谈得很投机。他对
黄山赞不绝口。我们在黄山风景区时，
他感慨地说：“黄山，是个美丽的地方，
是我非常向往的地方。”

“黄山是一个有灵气的地方，一定
能激发你的创作灵感。”我笑着说。

记得我在《黄山之巅 月亮之上》的
文章中写道：“在黄山之巅，何沐阳沐浴
着金色阳光，他一边欣赏着人间仙境的
黄山美景，一边聊着被称为‘人类灵魂
的音乐’，那是多么惬意的一件事啊！
他不时登高望远，不时用镜头把黄山这
幅天然山水画定格在永恒的瞬间。”

常言说：“有意栽花花不开，无意插
柳柳成荫。”2009年下半年，央视“中华
情”栏目承办黄山旅游节暨徽文化节文
艺晚会，我有幸陪同总导演郭霁红。我
市给央视提出要创作两首黄山、徽州的
原创歌曲，时间紧，任务重，郭导也犯了
难。情急之下，我积极推荐何沐阳来写
一首黄山的歌。

“恍若在昨天，光明顶一别。你惊
世的美，篆刻心间。水墨的画面，神游
千百年……”在当年“中华情”黄山节文
艺晚会上，由徐千雅演唱的歌曲《黄山
之约》首次在黄山大地响起……

“迎客松你迎接谁？是往来的云，
是过路的水，是迎接天下人间八方客，
风雨不知累，总是把手挥。”由著名词曲
作家石顺义和杜兴成创作的这首歌曲
《迎客松》，该歌由黄山市委宣传部出
品，亚洲爱乐乐团伴奏，黑鸭子演唱组
合演唱。这两首歌已在全市广泛传唱。

言归正传，梳理到这里，本人有些
惭愧，徽州的歌写了一些，黄山歌曲创
作才刚刚起步。下意识里觉得黄山歌

写出精彩，写出特色，有点难。艺术大
家都没有写出来，何况我这个艺海拾贝
者？直到 2020年，应刘君夫妇之邀，为
他俩量身定做写一首黄山的歌。虽然
首次写黄山歌曲，但对黄山的美，还是
很有感觉的，这首歌的创作很有灵感，
很顺畅，一气呵成。我脑海中出现的松
树是男子汉的形象，云儿是柔美女子的
形象，我采用拟人化的艺术手法，只见
他们在松涛中，在云海里，窃窃私语，互
诉衷肠。

“青松穿着绿色衣裳，他与云儿捉
迷藏，松儿青涩地追着云儿问，可愿放
弃仙境和我去远航。松涛阵阵是爱的
歌唱，云卷云舒涌爱的波浪，松牵着云
啊云倚着松，黄山连心锁彰显爱的地
方。”

思绪还在继续奔跑，灵感还在持续
迸发，时钟还在滴滴答答，仿佛在理智
地告诉我，暂时可以打住了。

我想，黄山，风光秀丽，底蕴深厚，
是世界文化和自然双遗产。李白、徐霞
客等文化名人寻迹黄山，写出千古绝
句。渐江、黄宾虹、刘海粟用水墨丹青
描绘大好河山。

黄山，是一座文化之山，艺术之
山。我始终坚信，这么美丽的黄山，一
定会有艺术家写出在全国唱响的黄山
经典。

山高人为峰，艺高人胆大。这座艺
术高峰，一定会有人攀登、超越。

放歌黄山吧！我们期待着……

放歌黄山
□ 胡建斌

【文化视界】

（未完待续）

“紫气东来”是西递笃谊庭的门
楣。八字的门楼正对着东向，飞檐翘
起，很有气势。这“紫气东来”的匾额一
改西递的青石匾额质地，它是砖雕的，
而且是隶书。如今这四个字被刷以蓝
色，很显眼。

笃谊庭，地处“三级阶”的位置，上
了“三级阶”，需要左转，才可进入这
里。这里如今已经没有什么高墙大院
了，岁月久远，早已消失了痕迹。因而
门向东是开阔的视野，与“紫气东来”是
十分符合的。

在今天人看来，“紫气东来”是十分
寻常的匾额。特别是新春贴对联，这个
很多时候是少不了的。至于西递的这
处乾隆、嘉庆、道光三朝宰相曹振镛之
婿胡元熙的故居，为什么会镶以如此看
似流俗的匾额呢？那么我们就来追寻
这匾额的真正文化涵义吧。

紫气，是指紫色的气。一般是与当
官相关联，不是一般的人家，是不可能
随意冠以“紫”色的，唯有书香门第，未
来可取功名的人家，才可冠以“紫气东
来”的匾额。

“紫气东来”是有典故的。比较早
的说法是汉代的刘向《列仙传》记载：

“老子西游，关令尹喜望见有紫气浮关，
而老子果乘青牛而过也。”这里很有趣，
也是后人在考究老子去踪的证据。

尹喜，是周王朝中的一位贤大夫。
他少时好观天文，习占星之术，能知前
古而见未来。天下将乱，他便辞去大夫
的职务，请任函谷关令，藏身下僚，寄迹
微职，静心修道。

尹喜上任后，在关旁结草为楼，称
之为楼观。他每天在这里观察天象。
有一天夜里，尹喜在楼观上凝视，忽见
东方紫云聚集，长达三万里，形状犹如
飞龙，由东向西滚滚而来。他十分惊
喜，自语道：“紫气东来三万里，圣人西
行经此地，青牛驾车载老翁，藏形匿迹
混元气。”果然，尹喜等来了老子，并且
拜老子为师。

老子感慨尹喜心慈人善，气质纯

清，于是融静修、服药、画符之效为一
体，取其精华而为尹喜著书，取名为《道
德经》。

在《史记·老子韩非列传》有记载：
“於是老子乃著书上下篇，言道德之意
五千馀言而去，莫知其所终。”老子很
有学问，在周王朝担任主管图书典籍
的官职。

大约在老子七十多岁的时候，天下
大乱，诸侯之间争夺地盘和权位的战争
经常发生。老子预料到，将来会发生更
大的战乱。于是就辞官不做，骑着一头
青牛，离开了洛阳，向西走去，打算过函
谷关，寻找一处地方隐居起来。

“紫气东来”就是“老子出关”时的
一大胜境，流传千古，代代传诵。

紫气东来是指门朝东，大门于主入
口东南角朝东开，巽指南方，能通天地
元气，东方木旺，寓意紫气东来。所谓

“紫气”，即堪舆学所谓“南离九紫之
气”，因离卦之象为太阳，太阳也代表

“九紫之气”。
紫气东来，是祥瑞的象征之词，象

征着好运将至，吉祥如意。在民间，当
每年的春节来临之际，家家户户都喜欢
把它作为春联的横批，贴在门框上。如
今，“紫气东来”已经成为民间广泛使用
的吉祥用语，也是欢迎贵宾的好兆头，
比喻祥瑞降临。

按照常理来说，这笃谊庭的门楼上
镶上“紫气东来”，还是因为当朝一品大
员曹振镛的缘故。今日，我们不可知晓
这笃谊庭具体建在何时，至少还是可以
明白，身为经商世家的胡元熙，还是很
清楚，这门官亲对自己是何等的重要。
以“商”附“官”，这是未来宦海与商场的
结合，可谓是祥瑞降临。

徽州商人之所以能在明清时期达
到顶峰，也就在于他们能有效地介入官
场。以商养儒，儒商的结合，使得经商
是左右逢源。他们懂得进退自如，即使
是房屋建设，也是处处留痕。紫气东
来，是他们在前进道路上自我勉励。这
是苦尽甘来的心潮澎湃啊！

□ 黎小强

铜 钱

大美黄山 陈聪/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