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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树生

“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
天……”李叔同的《送别》歌词中
是那么地富有诗情画意，可是许
多人却不知道在屯溪就曾经有
这么一处地方，她也在古道上，
也有一处长亭。

长亭路是我儿时上学放学
的路，每天四趟走在这条路上，
她伴随着我走完小学的时光。

第一次踏上长亭路是 1957
年的 8 月底，母亲带我去柏树小
学报名上一年级，从现在的昱中
花园沿黄山西路往东 100 多米，
往右进入一条 3 米多宽的石板
路，那就是过去的长亭路了。路
右边堤下是荒地和原野，左边是
一片茶树林，茶树林边缘是一排
高高的乌桕树，秋天白色乌桕籽
点缀在红黄树叶间，美艳无比。
沿石板路走约 100 多米，就进入
长亭下了。

长亭下是一个地名，是一片
徽派建筑群，紧挨着柏树老街，
沿石板路是一条街，约有近 200
米长，东西走向，比屯溪老街稍
窄，两边都是连体的二三层店面
房，各有 30 多户，门前均有 3 个
台阶，临街大门和老街一样是敞
开可拆卸的排门，每天清晨店家
要一块块拆下，打烊时再一块块
装上。临街户大部是店面，也有
不少住户，虽然老旧但很整洁。
店家经营大都是小百货、山杂货
及小吃店、茶叶店，有锡箔纸扎
店、弹棉花店、金银首饰店，也有
一家小客栈。商家店门的广告
与老街一样，各具特色，锯齿边
的三角旗斜插在商店上方至今
印象深刻。

古典朴实的长亭街，有千年
古徽州历史的韵味，一进入长亭
街，就会有一种穿越时空回到百
年前的感觉，石板路上穿行着为
生活奔波的农民、小贩及进出屯
溪城的行人，还有驮着货物的小
毛驴。儿时的记忆中，不时能见
到一对给人算命的中年夫妻，瘦
弱的男子是盲人，在妻子的搀扶
下边行走边拉着胡琴，琴声中透
露着生活的苦难也充满着希望。

清晨农民挑着新鲜蔬菜、山
货、柴火、木炭等沿街叫卖，吆喝声
和买家讨价还价声交织在一起，一
片祥和安宁的徽州街坊气息。

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长亭

路中段是一处长亭。据历史记
载，该亭建于明朝万历二年，已
有 400 多年的历史。长亭约有
40 米长，宽约 5 米，高约 4 米多，
坐落在石板路中间，徽派古亭
建 筑 风 格 ，粉 墙 黛 瓦 ，飞 檐 翘
角，东西各有拱门。拱门上方
有“长亭”二字。北面墙上有窗
使亭内透光敞亮，立柱下方之
间有宽平的横梁相连，是专为
过路行人歇力而坐所设。南面
紧挨着是一家南北货商店，门
前常年设有茶水摊。路过的行
人只要进入长亭内就有一种宾
至如归的感觉。在这里可以遮
阳休息、喝茶水吃点干粮补充
体力、买点生活用品。生意人
在这里和店家聊天了解商品行
情，这里又像是一处信息交流
站。

长亭街的老人生活之余喜
欢拄着拐杖来长亭内挨个坐在
长凳上观观人景，张家长李家短
地聊天，并与过往的熟人打打招
呼。

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屯溪建
了电影院，这也是屯溪大新闻，
长亭内每星期就要出一份电影
海报，屯溪电影院要放什么电
影，附近的百姓只需要到长亭内
一看就知道。

百年来，屯溪、休宁大户人
家迎送亲朋好友，走陆路官道是
必须迎送到长亭下的。送客送
到长亭话别依依不舍，迎客到长
亭见面不胜喜悦。

随着高楼大厦林立道路宽
阔，人们感到城市漂亮了，更具
现代化了，可是对徽州历史文化
有情怀的人来说，总觉得美丽的
屯溪城还丢失了些什么元素。

欣喜的是近年来，市、区各
级领导在做好发展经济工作的
同时，对保护挖掘徽州历史文化
传承等工作也加大了力度。屯
溪区挖掘文化资源，寻找城市记
忆的工作已经在路上。千年的
河街已经修复，隆阜老街、阳湖
老街、古村落等历史文化街区及
古建筑遗存保护和修复工作已
列入工作计划。

我展望有生之年，有千年徽
州历史文化韵味的屯溪城一定
更加美丽，也许梦中的古长亭又
能重现人间。

我一直钟情于徽州，在骨子深处里。
冥冥中总以为自己的祖先从中原南

迁，是经过徽州而入浙江的，或许在徽州
已经有了几代人的生存。不然，如何解
释我是如此地喜欢徽州的农村风光和人
文美食？

人未老却很怀古，爱追寻老底子的
东西。篁岭，虽然属于江西省景德镇市
的婺源县，与宣城市的绩溪一样，曾经的
文化同根于徽州，从屯溪老街出发，踏入
婺源，丝毫不会有违和感，是一种毫无二
致的认同。

十年来，数十次地寻梦徽州，在不同
的季节、和不同的人，有些村落甚至走过很
多遍，却不知为何，迟迟没有到过篁岭。知
道篁岭的大美，一是初春的油菜花，二是原

创的晒秋。而身边那些去过篁岭、对篁岭
赞美有加的朋友，也大多数就在这两个季
节去的篁岭，所以，篁岭天街的民宿和酒
店，一直特别贵，因为往往一席难求。

篁岭没有辜负我们。
车停篁岭游客中心，便是一阵倾盆

大雨的洗礼。入住小憩后，雨很知趣地
停了，便出门去领略期盼中的篁岭。午
后的篁岭，只见对山白色云雾，一会儿如
丝巾盖头飘起，一会儿又如玉带缠腰，变
幻无常。层层叠叠的万亩梯田，成了百
褶裙摆，雨洗过的嫩绿特别养眼。走过
高空索桥，有些人战战兢兢，不敢透过玻
璃朝下看，匆匆拍了几张照片便快速回
到踏实的地面。

步入天街，大多数店铺开起来了，只

是多数民宿还关着门。篁岭是一个有着
600 年历史的徽州山居古村落，因为偏
僻，所以保存完好。100 多幢大小不同
的古民居，沿着水口呈扇形梯状错落分
布，民居建筑布局十分讲究，沿山纵向上
下 的 是 台 阶 路 ，环 山 横 向 的 是 街 巷 平
路。一楼大门面临街巷平路，二楼后门
便是上一条街巷大路，二楼前门都有挑
梁外挂，村民用于晾晒，平日里晒衣晒被
晒农作物，如今都成了一道风景线，尤其
到了秋天，著名的“篁岭晒秋”就是从这
里原创推广开去的，也是篁岭的招牌。

村中间的一条花溪水街，应该是我
们这次端午探访篁岭的最大收获。水街
的流水恰到好处，激流淙淙，只听水声磅
礴，却无满溢之虞，便是水街的最佳日

子：花艳、绿盛，瀑流、水车，泥墙、窗棂，
拿着手机不停摆拍的游人、端着手机安
详浏览的店家美女，所有的一切，都那么
地和谐，好一幅流动的“清明上河图”。

晚餐就在天街食府选了一个临窗的
座位，暖色的街灯、冷色的月光，在这样的
一个旷世古村落里，全部幻成影视情景，
难免教人产生一种又一种的代入感，藏在
心底里的少年梦，便有些蠢蠢欲动。

一夜酣睡，在雨声中醒来，打开窗
户，近处是翘起的屋檐黑瓦，远处是黛色
青山、山雾缭绕。习惯早起的我，拿了把
雨伞，兴冲冲地走出酒店，去三赏篁岭，
看过白天的篁岭、夜晚的篁岭，怎么可以
错过晨曦里的篁岭呢！

早晨的篁岭，是属于一个人的。
白天和夜晚，没有走过的街巷，现在

都可以一条一条地去走走，紧闭的古宅
大门前随时驻足端详，遇到洞开的大院
门，甚至于没有锁门的房子，也可以随意
走进去，不用担心有护家犬出没，或者叨
扰主人家。

余生，还是要去徽州的，那里有一个
梦境的老家。

篁岭梦境篁岭梦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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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卫庆

这是一幢三层建筑，是西递村中少
有的高层，从明朝起，栉风沐雨四百
年。砖砌的墙体，表层的石灰已经斑驳
而渐趋脱落，露出了青砖与铁制铆钉。
不知是马车的边桅还是路人的扁担，抑
或是顽皮的孩童，临巷的墙面在齐腰的
地方有着一条浅浅的划痕，就像刀劈斧
砍的一样直。从我祖母小的时候，它就
在，连祖母也说不清到底是设计时的故
意为之，还是后天日积月累的磨损所
致，但是这也不必去追究了。痕迹一直
延伸到大门前，门上是只有二挑檐的门
楼，说不上气派，但也竭尽精致。飞檐
翘角伸出一瓦多长，雕着兽脸的瓦当既
不能遮风，也不能挡雨，就图一个面子
在外。石雕的福禄寿喜分列门楣两侧，
中间书写“紫气东来”。进门时，要留心
脚下的门槛，这绝不是正常人一抬脚的
高度，小时候不知道门槛越高，地位就
越高，只记得每一次跑进来绊倒时，祖
母说：“叫你进门要慢，要规矩。”大概，
徽州人待人接物的客气与礼貌就是从
门口高高的门槛开始的吧。房子是没
有前院，也没有照壁的，推开门便是天
井，四方形天井下的圆水缸还有聚水
槽，象征着四水归堂，财不外泄。既富
有又抠门的徽州人，只会在两件事情上
大 方 ，一 是 买 田 置 地 ，二 是 教 书 育
人。

正厅是不小的，正中央靠墙是长长
的条案，上面摆着镜子一面，正对门口，
驱邪避鬼，或圆或方的青花两方，若主
人在家，帽子扣在青花之上，若没有，则
表明主人出了门，来访的客人也就一目
了然，不必多说多问了。至于所谓“终
身平静”的说法，那是在西洋时钟出现
之后才有的，那座雕有黄鹂的自鸣钟，
听祖母说，是她的祖父在京做官时购入
的，也是当时为数不多的新奇玩意。厅
堂上悬挂着老祖宗的堂号“树德堂”，两

侧也自然少不了楹联，不是歌功颂德而
是教化后代，“一勤天下无难事，百忍堂
中有大和”。很愧对先祖的教训，在如
今的社会中，不少的人很难再继续做到
如此的严于律己，我们总是在为生存奔
命时丢失了一些最本质的东西。

每年冬天，就是大厅搬出火桶的时
候，大的像椅，可以坐得下两三个孩子，
像我这样的“胖子囝”（“囝”是徽州方言
孩子的意思）在这时就会略挤，所以难
免不了要被大人唠叨几句；小的像菜
篮，提在手上，用发簪大小的火钳拨弄
炭火，散发温热。不论是大的还是小
的，温暖之外，是味觉的充盈，昨天生火
做饭留下的炭，取小块和炉灰一起再次
燃起，里面卧几个花生或山芋，当你感
到全身都热乎的时候，也就是食物熟透
的时候。如果还嫌不够滋味，可以偷偷
蘸点蜂蜜，这当然是要挨祖母骂的，孩
子总是不让吃太多甜食。夏天的时候，
摆上竹床，厢房两侧的门大开，过堂风
穿过，“真的是风悠悠（意思为有风却不
大，很舒服）”这是祖母最常说的。因此
也就免去了打扇子的苦恼，也不用听电
风扇的嗡嗡作响，像个老头一样摇头晃
脑，发出咳嗽却卡住的声音。睡在大厅
的缘故，蚊虫自然不会少，想要凉快即
必须舍弃安宁，久而久之，蚊香的味道，
在我记忆里，便是夏日的味道，伴随一
起的便是虫鸣蛙唱，只是现在很久都没
有再听到这熟悉的动静了。

两侧的厢房便是卧室，说小，因为
除了床，并没有更多的空间，说大，因为
那座床足以成为我的天下。幼时的我，
不知道它是什么材质，不知道它来自什
么年代，更不会关心有多少古董价值，
就记得，竖着的我，可以躺下 5个，打滚
都不用担心会掉下去。床的三面和顶
都是围起来的，祖母说这叫满顶床，左
边是厢式的马桶，右边便是梳妆台，是

整个房间的核心。床朝门的正面，活活
就是一本童话书，床围被漆成大红色，
描金画银，可以看到龙凤呈祥，福禄寿
喜，仙鹤送子，每一幅都是浮雕，都有可
触摸的质感。冬天，就在这满顶床上，
缩在被窝里，听着祖母说床围上的故
事。那时的褥子也是软的，大红绸底
子，绣的鸳鸯戏水、莲花和鱼，祖母说这
种是给新婚夫妇打的被褥，等我娶媳妇
了，也用最好的料子给我做一床。现在
祖母不在了，被褥还留着，它是在等着
下一对新人喜庆的那一天么？

家族里，谁家娶媳妇，那真的是全
村联动的大喜事，尤其是对于孩子们，
在接亲的队伍里、新郎家、新娘家，到处
乱窜，讨着糖和红鸡蛋，运气好的接一
个新郎的红包，虽然就一两块钱，但真
的是不必让爸妈知道的一笔小财富。
二叔结婚的头一天晚上，新娘子的母亲
和女性长辈会聚在一起，做着最后的道
别，告诫女儿出嫁以后要孝敬公婆，家
庭和睦，而此时女方的父亲则和二叔公
等长辈一起住在婚房里，习俗上叫暖
房。大清早，接亲前要吃早面，笋和火
腿还有豆腐干做成的小炒，浇在面上，
再卧一个茶叶蛋，简直给一天的行程开
了一个美妙的头。迎亲的队伍不会只
走大路，会在巷子里绕，沿途散一些糖
果等，让大家都沾沾喜气，我们这帮孩
子雄赳赳地走在最前头，就像戏里演的
一样，仿佛举着回避的大牌子，是在为
官老爷开道。你要是选择在女方家里
堵门，准能拿到红包，这多是女孩子，对
于男孩子来说这太无趣了，还是游街有
意思。堵门时，叫得最响，推门推得最
凶的准是孩子，从门缝里抢红包的也是
孩子。当丈母娘看着差不多的时候，就
会打开门，放队伍进来。二叔是精壮
的，背着二婶倒也是不费力，因为有规
定，女儿出门，脚不能沾地，不能带走娘

家的东西，哪怕是一粒土。到了婆家，
仪式还是没有结束，跨完门槛，要跨火
盆，除晦气，走进红红火火的新生活。
再喝完改口茶，行完礼，这女儿就算嫁
出去了。徽州历来儒雅，大闹洞房这些
习俗，自然是没有的。傍晚，受邀的人
们涌向晚宴现场，菜上齐，长辈发话后，
新人轮流敬酒，讨吉利话。觥筹交错
间，杯盘狼藉，骨头是随地丢的，因为村
里的狗会钻到桌下，也难得享受一餐盛
宴。

宅子的二楼是为客人准备的多间
客房，再上楼左边的长廊和亭子便是我
无比崇敬之地。祖母说，那是祖先兴办
私塾的地方。这个宅子里，走出了满清
的刑部侍郎，走出了备受尊敬的乡绅，
走出了大学教授，走出了一代家族。西
递胡氏之所以被称为“明经胡氏”，是为
了显示西递在科举考试与教育方面的
成功，子孙以经学家传世。徽州被称为

“东南邹鲁”，徽商以“儒商”成名，在这
种环境下，读书识字便伴随着我的成
长。祖母从小学老师退休之后，就像私
塾一样，我有了专门的老师，每天写字
与诵读，还有计算。当渐渐长大之后，
读到鲁迅先生的《从百草园到三味书
屋》，却有感触，没有拜过孔子像，也极
少挨过打，但我的孩提时代也有书墨芳
香。《三字经》《百家姓》我可不喜欢读，
又拗口，又难背，背不起来还要挨骂，而
且净是一些似乎用不到的东西。最喜
欢的莫过于父亲收藏的小人书，如叮当
猫、一休哥，当别的小朋友都在电视上
认识它们的时候，我的相遇却是一本本
小人书。除了不多见的外国漫画，还有
《三国演义》《说岳全传》，里面画出来的
人物总是那么威风凛凛，器宇轩昂，虽
然是黑白的，但明晃晃的能见着银色的
枪尖，闪光的盔甲，脑海里像走马灯一样
就旋转起来，自己放映着属于自己的电

影。一来兴趣，我就对着描摹，竟然也真
像那么一回事情，我想这大概也是父亲
后来送我去学习素描的一个原因吧。

这是西递明经胡氏第二十五代胡
大森所建的宅邸，至我，是第三十五代。
宅子已经在祖母在世时易手，转给上海
的商人，用以开发民宿。中国人“安土重
迁”，最忌讳“数典忘祖”，出手祖宅于外
姓之人是件丢人的事情，有家道中落，为
人不齿的感觉。但实属为无奈之举，房
屋百岁，年久失修，半面墙几近塌落，老
一辈却已经相继离世，后代都已搬离故
乡，家族承担不起高额的维修费用，只能

忍痛割爱。新主人倒也是客气，每次都
热情接待，每逢祭祀之日也会添上一炷
香火，感谢先人，也感谢我们。现在还能
见着祖宅尚在，不至于化作断壁残垣，也
聊以自慰。但心结还是从老一辈起已经
种下，到现在，都难以解开。每次随父亲
回乡祭祖，摸着那裸露的青砖，又仿佛回
到了在天井下仰望天空的时候。

“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
粉墙黛瓦还在，只是从此，无人与我立
于清晨的门廊之上，无人候我晚归之时
的巷口，无鸡鸣，无狗吠，无稻香，更“无
家可归”。

老 屋老 屋 ，，孩 子 和 祖 母孩 子 和 祖 母
家
庭
手
记

 陈锴 文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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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究竟有几个好朋友
生
活
的
馈
赠

 龙建雄

老朋 友 连 兴 不 知 从 哪 儿 得 来 一 个
小程序，启动后可以检索微信通讯录，
然后给出一个统计结果，他告诉我与实
际的联络记录基本吻合。截图显示，连
兴 的 朋 友 圈 最 近 1 周 内 联 系 过 31 人 ，
最近 1 个月内联系过 85 人，3 个月内共
联系过 199 人，3 个月以上未联系的是
2908 人。

望着这一串数字，我笑了。赶忙问
连兴，我应该算 3 个月内有过联系的人
吧，与有荣焉？连兴回复过来一个“笑
脸”。

再回看截图照片，换作是我，估计会
大大低于连兴的这些数字。陡然间，脑
海里突然迸出一句类似歌词的句子来，

“你究竟有几个好朋友？”
不管你承认不承认，我们多数人都

有过这样一种囧境：周围认识的人好像
越来越多，交友圈子一天比一天扩大，但
朋友却感觉越来越少。打开通信录、名
片夹，认识的人成百上千，真正想找个朋
友聊聊天、说说知心话，却很难第一时间
找到。那刻只好自我宽慰，这也不算什
么怪事，古人不是告诫我们“人生得一知
己足矣”吗？

有人说，朋友是缘。和谁成为朋友，
冥冥之中似乎早已注定。细细想来，真
的有些道理。工作生活里，有些人天天
相见，只是相见如未见，除了礼节性的点
点头示好，建立不了一丁点儿友情。又
有一些特别的人，只是初见一面，便相见
恨晚，说话投机，行事投缘，犹如老天爷

天赐良缘给你送来一件人世间最弥足珍
贵的礼物。

也有人说，朋友是债。成为谁的朋
友，注定要为他甘心付出。这话说得一
点也不做作。真诚的朋友之间交往，就
如前世欠下过对方的人情债，这一辈子
以朋友的方式来归还。以心交心，以心
换心的这样一种朋友关系，两个人来往
间的维系不仅仅局限于物质，可能是精
神层面，也可能是情感方面。比如，当你
落魄时，我来挺你；当你东山再起时，我
来助你；虽然我们没有血缘关系，但我会
像亲兄弟亲姐妹一样陪在你身边。

还有人说，朋友是利。朋友是不可
多得的财富，只有妥善处理好彼此之间
的利益关系，才会成为有情有义并且患
难与共的真朋友。朋友不仅仅会助你成
功，助你富有，更重要会带给你幸福的真
实感受。每个人朋友的多少，和自己付
出的多少成正比，如果只是一味地索取，
或是索取得十分不合时宜，朋友定会离
你而去。

人生在世，变幻莫测，谁也不知道自
己的将来会遇到什么人、什么事。当世
道艰难的时候，有些人真的是迫不得已
从朋友圈里悄然消失，但有少部分人或
许本来就是“墙头草”，他们惯于见风使
舵，却自辩解释为“识时务者为俊杰”。
当你春风得意的时候，他在旁对你胁肩
谄笑；当你遭遇挫败的时候，他跟人落井
下石，转眼就成为陌生人。所以，选择与
谁成为朋友的时候，需要我们有一双“慧

眼”，交可交之人，交真君子之人。
你究竟有几个好朋友？好朋友之

间，常来常往，互驻心扉，荣辱与共，在品
德修养上互相砥砺，在学识阅历上互相
取长补短，工作中互相促进，生活中彼此

照顾，有了困难互帮互助，有了缺点互相
规劝和批评。你做到深受朋友的尊敬和
喜欢，自然就会赢来真心朋友的相伴。
每个人的心底，这样的真朋友有一小群，
即便是三五个，何其不是人生一大幸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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