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庚子春，疫情期间，铅山县美术家协会副主席艾启政，

以饱满盛赞家乡的热情，以艺抗疫。

(

丁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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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来惭愧， 我来横峰司铺多次， 竟不知滕黄角地名的由

来。经了解，才知道滕黄角本名“ 三角地”，在浙赣铁路南侧，因

地处上饶、河口叉道三角形中而得名，现有村民

37

户

129

人。滕

黄角村民主要由滕姓、黄姓、付姓

3

大姓氏组成，故当地百姓称

其为“ 滕黄角”。

2017

年

3

月，村里利用村集体自有土地和庭院、空闲地，种

植了百亩黄心油桃、水蜜桃树和

50

亩马家柚和

15

亩百香果，既

美化了环境又利用了土地资源。 每年

3

月桃花盛开，乡政府预

备在滕黄角举办桃花节，游人络绎不绝。

村中有老樟树，已有

800

年树龄，樟树枝干粗壮遒劲，枝叶

稠密茂盛，与绿竹成三角形布局在

T

字路口，绿意盎然。 竹林

侧面一个圆形竹拱门，很有古意。透过圆门，是一座休闲亭，亭

子前方又通往桃树林。绿竹，凉亭，桃林，构成另一幅绿意盎然

的早春图。村中有一处小院。小院的大门写着“ 我家小院”几个

金色大字，青瓦白墙的仿古大门，精致又美观，立马让我爱上

了它。 进入大门是个四合院，院内花草点缀，墙角摆放各种餐

具器皿，柱子横梁上挂满香肠、咸肉等自制农家菜。

“ 梦里老家———滕黄角，人间仙境———桃花园。”这是对滕

黄角最好的赞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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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县渡锣鼓会也叫串堂班，是民间一枝花，无灿烂灯

光，有乡土韵味：无炫丽舞台，有艺术之真，原声唱法，返

璞归真，历史悠久，文化厚重。唱尽酸甜苦辣，普及三镇五

乡，历经风雨兴衰，乡土文化一只奇葩。

串堂班，是走村串户，堂前一坐，吹吹打打，说说唱

唱，红白喜事，送来欢悲，婚丧嫁娶，老少寿诞，送神迎佛，

祈雨求福，舞龙迎灯，串堂会显身手参军升学，建屋庆典，

族谱庆典，悲欢离合等。

串堂会唱新风，自发自愿自觉，求知求和求乐，创新发

展文革期增添了歌颂毛主席的新歌曲。比喻《 在北京的金山

上》、《 大海航行靠舵手》、《 逛新城》等。随着社会的发展与时

俱进，在新农村建设时又发挥了一些丰富多彩的喜悦歌版，

像《 走向新时代》、《 歌唱祖国》、《 红星闪闪照我去战斗》等歌

曲。 串堂班又叫锣鼓会，据史料记载，始于唐，盛于宋，明清

兴盛。

串堂班，少则五六人，多则十几人，流行面很广，每村

最少一班，多则两三班，广纳各派之长，技艺精湛，演唱精

悍，一专多能，吹拉弹唱，各显其能。不更衣，不化妆，只唱

不演，逢年过节，走乡串户，还称锣鼓担，社火庙会。 锣鼓

一响，烦恼全跑，高兴就唱，唱得响亮，清脆悦耳。 唱腔则

以赣为主，有全本，有折子，还有连本和民间小调，种类繁

多。 农闲时节，年节之际，一桌一椅有坐有站，亦有行奏，

内容无所不包，语言通俗易懂。 老人听戏有滋有味，女人

听戏喜上眉梢。

唱腔简陋，即兴之作，即刻就唱，即景生辉。演员本是

农民，农忙下田，农闲串堂，一把二胡一面鼓，一支喇叭一

支箫，五六个人随时可唱，唱得有板有眼，声情并茂，感情

高低有序，曲目随时而定，上梁唱《 朝门楼》 ，结婚唱《 天仙

送子》 、《 花园得子》 ，做寿唱《 郭子仪上寿》 、《 九西宫》 ，串

堂班最便利最有趣。一道菜、一顿饭、一台戏，节奏活泼欢

快，旋律流畅优美，气氛热闹喜庆，形势自娱自乐。

建房做屋，庆寿诞，生贵子，送嫁送葬，一路随行吹

打，喜庆哀乐不同，亦艺亦农技艺传播，口传手授，不拘场

地，不论戏文，随手拈来，即兴作词，人少开支轻，各种场

合皆适应，老少贫富皆喜爱，历久不衰到如今，新串堂唱

出新风尚，新农村自有新气象。

我看 “诗人 ”朱熹

——— 饶 信 文 化 研 究

建 平

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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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饶人了解朱熹， 主要源于上饶婺源

是朱熹的祖籍地， 源于发生在鹅湖书院的

“ 千古一辩”朱熹乃第一主角，源于朱熹回

乡扫墓所写的《 读书偶感》人们耳熟能详，

源于朱熹所著的《 玉山讲义》为人尊崇，源

于朱熹是鹅湖、 怀玉等书院讲课的“ 座上

宾”。 但对于朱熹的诗赋成就，了解的人并

不太多。

研究朱熹诗赋， 横峰县政协退休干部

朱火金一马当先。 朱火金同志十多年潜心

研读朱子诗赋，经过搜集整理和精心思考，

选编了一本《 朱熹诗赋赣鄱》 ，选录朱子在

赣鄱大地游学、访问等有关的诗赋文章

130

余篇，其中近

40

篇涉及他的祖籍地上饶。 在

朱子繁花似锦的学术大观园中， 选录这些

诗赋文章，新人耳目，提人精神，弥补了朱

熹研究的空白，是一件值得鼓励的善举。 听

说上饶师院朱子学研究所也有不少专家学

者研究朱熹，出了不少著作和学术期刊，开

展了“ 朱子文化讲堂”系列讲座等，在当今

“ 打造大美上饶”的大环境下，这样的善举

多多益善。

朱熹思想是一个宏大的体系， 取之不

尽、用之不竭。 我对朱熹的了解，源于六年

前写《 朱熹赋》 。 当时我查阅了大量的介绍

朱熹的文稿， 对这位儒学大师才有了一丁

点的了解。 朱熹（

1130

—

1200

）字元晦，号晦

庵，又号称晦翁，祖籍徽州婺源，是宋代理

学的集大成者，享祀孔庙的“ 孔门十二哲”

之一。 他综合诸儒“ 尊德性而道问学”“ 致广

大而尽精微”，综罗百代，构建起宏大的思

想体系， 影响宋元以后至明清数百年中国

历史，成为历代封建统治的思想基础，也成

为中国封建社会思想文化强大的精神内

核。 朱熹一生，著述极丰，举凡经史文章、乐

律乃至自然科学均有研究， 且有不凡的成

就，他是继孔子、孟子之后最杰出的儒学大

师。 后世曾用“ 四为”评介朱熹，即“ 为天地

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

开太平”。 他是理学的集大成者，中国封建

时代儒家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 他的学术

思想元明清三代一直是封建统治阶级的官

方哲学， 标志着封建社会更趋完备的意识

形态。 在历史上， 朱熹是与孔子比肩的圣

哲，古语说：“ 北有曲阜，南有武夷”。 也有人

说：“ 东周出孔丘，南宋有朱熹”；“ 中国古文

化，泰山与武夷”。 朱熹在理学方面的成就

是万世敬仰，毋庸置疑的。 但是，后人却往

往忽视了朱熹作为诗人的一面。 其实，在文

学上，他同样是一个名家。 现在留存下来很

多播于人口的经典名篇就是他文学成就的

最好说明。

朱熹的诗文创作与他的理学观念有很

深渊源，但并不影响他诗文的形象性、生动

性。 他的山水诗在描写锦山绣水的同时“ 以

理入诗”，把哲学思考融进去，把深邃的哲

理通过大自然的美好现象显露出来， 让人

在感受自然美的同时， 得到理性的感悟和

升华。 著名的《 观书偶感》是其脍炙人口的

名篇 ：“ 问渠哪得清如许 ？ 为有源头活水

来！ ”。诗中的“ 源头活水”有很强的象征性，

形象饱满， 富有意趣。 用诗歌阐发哲学主

张 ，由此 ，“ 以理入诗 ”，高古清劲 ，意蕴丰

满，后来逐渐形成一个诗歌流派———“ 理学

诗派”， 成为中国诗歌史上的一枝奇葩，其

艺术成就获得后人极高的评价。 他的词作

也是气势豪迈，清畅淡远，音韵和谐。 代表

作《 水调歌头·沧洲歌》 、《 水调歌头·隐括杜

牧之九日齐州诗》等，写“ 天路幽险”，写宦

途不平，表达他的“ 人生如寄”的感慨，读来

情理交融，感人至深。 宋代的理学名家多视

“ 诗词”为“ 小道”，不屑为之，但朱熹是一个

例外。他工诗，善词。诗词之外，散文也有很

大的成就，名篇如他的《 游百丈山》 、《 云谷

记》可见一斑。 清代洪亮吉在他的《 北江诗

话》中评价朱熹之文说：“ 南宋之文，朱元晦

大家也；南宋之诗，陆务观大家也。 ”这是从

另一个侧面对朱子文学成就的极高评价。

虽然宋诗选本没有朱熹的诗歌， 但并

未改变他很喜欢吟诗作文的实情， 并且常

常大笔如椽， 妙笔生花。 我曾听到过一个

“ 朱熹改诗”的故事：相传漳城南山寺一李

姓和尚与一王姓和尚对着电闪雷鸣、 大雨

滂沱的九龙江， 吟唱联句“ 风吹江水千层

浪，雨打山坡万点疤。 ”朱熹将其改成“ 风吹

江水层层浪，雨打山坡点点疤”。 并解释说，

九龙江不是大海， 怎能说它的波浪是“ 千

层”，而被雨点打后留下的疤称是“ 万点”，

也觉得别扭。 两个和尚被朱熹的高见折服，

连声称好，深知自己学识肤浅，于是便孜孜

不倦地勤读诗书。 在《 鹤林玉露》卷中记载：

“ 胡谵庵上章荐诗人十人，朱文公与焉。 ”由

此可知，朱熹在当时也是颇有诗名的。 把朱

熹排除出诗人的行列， 可能是因为朱熹作

为理学宗师的名声实在太大了， 以至于把

他作为诗人的身影完全掩盖了。 久而久之，

人们就只知道他是理学家， 而不认为他是

诗人了。

朱熹在写诗上的爱好与其它著名诗人

没什么两样。 他曾和辛弃疾、杨万里、陆游

等人往来密切 ，相互唱和 ，尤其与陆游结

下了深厚的友谊。 后来，被罢官闲居在家

的陆游听说朱熹在武夷山兴修的“ 武夷精

舍”竣工，特地寄赠贺诗来。 其中一首云：

“ 先生结庐绿岩边，读《 易》悬知屡绝编。不

用采芝警世谷，恐人谤道是神仙”。 朱熹之

诗作总数约有

1000

首， 大多以理贯文，文

理交融 ，没有一般理学诗的“ 道学气 ”“ 头

巾气 ”，其稳实中正 、条理分明 ，自然平淡

中透着精神，堪称理学诗的上品。 其中有

不少是在上饶写的，或是写上饶的。 比如，

朱熹从鹅湖参加学术辩论结束时，途经武

夷山分水关，赋诗一首《 题分水关》 ：“ 地势

无南北，水流有西东。 欲识分时异，应知合

处同 。 ”意思指朱 、陆二人在理学上各有

“ 地势”，并且呈“ 西东”鼎立。 流有万千，其

源为一 ，基础都是儒学 ，都沿袭着孔孟的

认识论和封建伦理道德观， 所以说“ 合处

同”，也就是说他们相同的主张是“ 纲常伦

纪，即为天理”。

我最感兴趣的朱熹诗文是他写读书和

惜时的作品。 如他写的《 读书要三到》说：

“ 凡读书……须要读得字字响亮，不可误一

字，不可少一字，不可多一字，不可倒一字，

不可牵强暗记， 只是要多诵数遍， 自然上

口，久远不忘。 古人云，‘ 读书百遍，其义自

见’。 谓读得熟，则不待解说，自晓其义也。

余尝谓，读书有三到，谓心到，眼到，口到。

心不在此，则眼不看仔细，心眼既不专一，

却只漫慢诵读，决不能记，记亦不能久也。

三到之中，心到最急。 心既到矣，眼口岂不

到乎？ ”还有他写的《 偶成》一诗：“ 少年易学

老难成， 一寸光阴不可轻。 未觉池塘春草

梦，阶前梧叶已秋声”，充满正能量，启人以

思、催人奋发。

朱熹是上饶走出去的圣人， 是上饶人

的骄傲， 是值得我们反复品读和津津乐道

的祖师爷。 有鉴于此， 朱火金同志编著的

《 朱熹诗赋赣鄱》 ，不仅非常有意义，也非常

有意趣、有意境、有意味。

情 义 滕 黄 角

黄柳云

古 县 渡 锣 鼓 会

蔡其富

金岗岭———古道文化的瑰宝

汪森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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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岗岭古道一直籍籍无名， 小众而没太

多特色，直到在

2018

年中国森林旅游节上，成

为一匹黑马，获评首批中国最美森林古道，晋

升国家森林步道行列。

打开《 婺源县疆域山川乡都总图》，只能看

到一道横卧的金岗山， 想象其间有一条连接沱

川乡金岗岭村和大鄣山乡岭脚村的乡道， 与徽

饶古道、婺浮古道、婺德古道、婺化古道这些纵

横捭阖的国道、省道相比，实在是不足一提。 纵

然细细翻阅婺源县志史书， 考察古道的每个节

点，也找不出厚重的文化遗迹。金岗岭古道只是

朴素平静的在那里，没有文人墨客，没有车马之

喧，没有公文交错，也没有驿站茶亭。

据《 婺源古道》记载，金岗岭古道建设于明

朝，全长

14

公里，是清一色的石板路，整体分成

三段，中间是平原，上岭和下岭平分秋色。 从金

岗岭村走古道到岭脚村只用一个半小时， 如果

沿着马路走要一天，开车也要一个小时。因为交

通上的便利和山间的丰富物产， 附近的乡野村

夫走的很多，古道一直没有荒废。行走在金岗岭

古道上是惬意的， 两旁或古树林立， 或怪石嶙

峋，或山明水秀，如世外桃源。

那一泻千里的绿色， 铺陈天边， 迷乱人

眼。 古道途经的金岗岭村，有一片原始森林，

林里有樟树、枫树、槠树、栎树、女贞、红豆杉

等珍贵树种。它们以一个团队见长，千年古樟

稍逊于虹关和严田，但是百米之内接连三棵，

却可以冠盖江南； 包括上饶树王在内的几十

株红豆杉古树群，全国也不多见。在闻癌色变

的今天，有这群保健医生，让金岗岭成了远近

闻名的无癌村，也是一处绝佳的避暑胜地。

金岗山以花岗岩为体，雨水风化后，留下

鬼斧神工的奇石景观。你看，远处“ 三台瀑布”

壁立千仞，在云雾缭绕中飞流直下；近处茶园

里安放着的妖马被斩、 乌龟受擒、 猴子拜月

……无不栩栩如生； 几块巨石只是往那里一

摆，就搭起了一座长桥，歪歪扭扭，爬满苔藓，

走过了千年风霜。

古道如同村庄血脉，记录了乡村生活。

走过人家，走过田园，有桃树、梨树、栗树，

也有野生山楂、杨梅、杨桃，近百亩的茶园和油

茶绿绿地紧贴着山坡山谷。 一路上总能遇上劳

作的农民，或种田采茶，或砍柴烧炭，或放牛赶

羊，他们就这样年复一年，日复一日。 翻越金岗

岭古道，也是在翻阅他们的生活。

靠山吃山，多少生产生活资料，要从古道

运下。 过去，在春种秋收后，砍柴是冬季最大

的农忙。 一家人一起行动，一趟接着一趟，古

道上有说有笑，并不觉得辛苦。

古道还连接着亲情，逢年过节，大家会走

亲访友。 那个年代，因为同姓不通婚，金岗岭

村和洪源上村结亲居然成了一种风俗。所以，

两边年轻的小伙子，都喜欢翻越金岗岭古道，

又平添了几分浪漫。山的那边是外婆家，小学

时我就敢独自一人穿越古道来回。 古道上途

经的每一片山都有它的名字， 上坡要走多少

个转弯，到现在还能记得清清楚楚。

古道上的亭子，有不同的名字，但都有一

个相同的特点，就是建在有水的地方，大家通

常称之为“ 冷水亭”。 在这里歇脚，夏天，双手

跪趴下去就是一顿牛饮；冬天，则可以扭几个

倒挂冰锥，嘎吱脆的咬起来。

古道左手上山，右手下山，一头是生活，

一头则是连接着希望。

听奶奶说，生活在金岗岭的老人，很多穷

其一生，都奔波在这条古道上，没有走出两端

的乡镇。

小时候， 山的那边， 也是遥不可及的地

方。 有一次，我好奇地问父亲，山的背面是什

么地方啊，是不是有大海。 父亲忙着农活，只

告诉我：“ 山的那边是你外婆家。 ”后来，我用

同样的话问母亲， 她却对我说：“ 山的那边是

什么，你爬上去看看就知道了。 ”

生长在这里的是一群不知疲倦的山民。

他们尝遍艰辛， 也要想办法让子女顺着古道

往下走，走出群山，去看看大海。 从一年级开

始，就要踏着露水，踩着夕阳，走四公里古道

往返上学。其中多数，中考时才是第一次走出

沱川的“ 一堂山水”，来到县城，看那文公路真

的很宽，很直，很长。后来读大学，才真的看到

了海的样子。

如果说金岗岭古道有什么东西， 随着岁

月流传下来的话， 那一定是人们对生活的坚

韧不拔、对希望的坚持不懈。这或许也是金岗

岭古道最厚重的文化基因。

如今，婺源是户外徒步爱好者的天堂。交

叉纵横、 遍布全县的古道已经成为独具野趣

的休闲之道、发展的之道。

踏破青山人未老，风景这边独好。金岗岭森

林古道有的不只是一片纯粹空灵的森林， 还有

看得到、能体验的桃源生活气息。这不正是余秋

雨笔下的“ 青山环绕，而山势秀雅；植被极好，却

并不过于茂密”，是“ 藏有内涵又不露痕迹的寻

常生态”，是“ 人和自然的高度融合”。

如此来说，婺源千里古道，唯独金岗岭入选

中国最美森林古道，就不足为奇，实至名归了。

饱含热情 画墨家乡

美术家艾启政以艺抗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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