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间正道是沧桑，阅尽沧桑仍

然心存一片真情。 这是人的韧性

决定的， 感谢人心这股百折不挠

的韧性。

近日有幸读到一本好书 《 有

情》 ， 让我对人心的韧性更加感

动感怀感叹感慨 ，以及感恩 。 它

的作者宋亚萍 ，一直以来被我认

定为咱大美上饶灵气满满 、文字

驾驭能力上乘的不可多得的女

作家。 前几年读过她的另外一本

著作《 声声唤》 ，就想写几句话对

她表达我的满心欢喜 ， 无奈太

懒 ，没有落笔 。 这次又蒙美人赠

佳作 ，再不写点话 ，都对不住这

满纸的真情了。

我感动。 亚萍成长于灵山西

南，我成长于灵山西北，她所写的

许多人和事都有灵山周遭的秉赋、

气息，对于这些熟悉而平凡的人和

事，我已经有点淡忘，或者说麻木。

直到读着她这些文章，仿佛把我心

底的某些记忆进行了复活，那些远

去了的笑脸， 那些飘远了的香气，

那些心动过心痛过的过往，都洋洋

洒洒地展现在了眼前，像突然接待

一大群远道而来的客人，有点喜出

望外，有点措手不及，陌生中的熟

悉，熟悉中的茫然，说不出的感动，

说不出的五味。 回首来时路，原来

曾经还有这么多曼妙，有过这么多

激荡的音符。细细品咂，甘苦自知。

我感叹。 亚萍用她独特的眼

光和心灵触角 ， 抚摸生活的肌

理 ，透视出人性的光芒 ，将平凡

人生写得活色生香 ，将人们司空

见惯的情景表现得神采飞扬。 现

实中的清明上河图 ，因为张择端

搬到了纸上 ，而穿越时空 ，生动

了千古。 这种“ 搬”不是简单的照

搬 ， 而是经过了艺术化的集中 ，

艺术化的分解 ， 艺术化的提炼 ，

艺术化的点睛 ， 才既不失壮阔 ，

又不乏灵巧 ， 既有气场汹涌 ，又

有情丝暗结。 亚萍可以说深得张

择端的笔韵和艺理 ， 笔之所及 ，

生活之河的两岸 ，摇曳多姿 。 屐

旅跋涉的艰辛 ， 熙熙攘攘的喧

哗 ，喁喁而语的窃喜 ，呼朋引伴

的欢腾 ，暗然神伤的落寞 ，极远

的又似乎近在昨天 ，极近的又恍

惚如幻，一幅幅人生画面，杂而不

乱 ，细而不纤 ，远观近玩 ，余韵袅

袅。 看它清风拂山岗，看它明月照

大江，总在一个境界：恰到好处。

我感慨。 当人们都在叹息世

风和人心之际， 亚萍用她的一双

慧眼，拨云驱雾，掬捧给世人一缕

缕明亮的人情之光。在她的眼中、

心里、笔尖，总能发现那些微小如

发丝却又蕴涵原子弹般能量的人

情内核。 不管是写亲情、友情、世

情，不管是写眼前景还是心中景，

都紧紧地凝聚着一份浓浓的真

情，“ 感人心者，莫先乎情。 ”她把

一片真挚情怀投射到普普通通的

街边小贩身上， 让读者也跟着她

一起对弱小者产生无限的关爱之

情。 她把一片赤子的情怀投射到

身边的亲人， 让读者也不由得仔

细打量起被自己忽视已久的身边

人。她在俯仰之间，眼里含着十二

分的情意， 毫不吝啬地播洒爱的

温馨，毫不掩饰地释放情的熨烫，

毫不修饰地狂甩心灵的岩浆。 读

她的文章，即使是这冰雪的寒冬，

也会读出春意融融； 即便是这炎

凉莫定的嘈杂人世， 也能读出浑

身的淡定和昂然。

我感恩。 灵山以它的雄深雅

健孕育了坚忍顽强的父老乡亲 ，

灵山也以它的钟灵毓秀滋养了如

亚萍这般秀外慧中、 满身灵气的

知识女性。生活在灵山身边的我，

更感恩这方山水所衍生的山高水

长。 正是岁月的风刀霜剑都无法

腰斩的这一份山高水长， 给予了

作者无穷的思想源泉， 给予了作

者倾诉不尽的赤子情怀， 给予了

作者乐于分享的豪情放纵。 穿过

纷纷扰扰，犹有一身素净。看过云

起云涌，仍念一缕炊烟。听遍风雨

飘摇，更怀一尘禅定。走过万水千

山，难挥一抹乡愁。感恩作者舞动

心灵之笔， 启动我一腔窖藏已久

的心绪。

好的书， 值得一读再读，《 有

情》就是这样一本优质的枕边书。

一次读 ，读作者的才情 ；二次读 ，

读作者的真情；三次读，读我们永

远珍藏心中的割舍不了的天真之

情。因为有情，人生更有厚度；因为

有情，生活方有回味；因为有情，人

间才更值得。 若得夜半虚前席，静

听人间有情天。

人生如寄 ，让情感的缆绳牵

着你我 ，不至随波逐流 ，始终笑

看浪花。

《 深山已晚》，一个自带诗意的名字。让

人不禁想像着一片沉入暮色、 坠入黑夜中

的深山，万籁俱寂，却又充满了风吹叶动。

这是一本散文集， 收录了傅菲客居

武夷山北部余脉荣华山和浙闽群山等原

始山区，和大自然深入交流、共醒共眠时

所创作的作品。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座山， 葳蕤着

属于自己的神秘、生动以及悠远。傅菲的

山在地平线以外，在目光的尽头，只有脚

印才能抵达的远方。 它坐落在自然的心

房中， 在虫子的爬行与雷霆的滚动中拔

地而起，在山上，有野谷、山梁和荒滩，也

有雾气、清泉和洒满月光的森林。

这是一本摊开的书，摊开在山野间，

被浪漫主义一页页地翻动。 它是自然对

久居都市的人的一次亲近， 唤醒了我们

童年时对自然、对生命的原初印象。那些

承载着生活美学的行为举止， 仿佛从一

场大梦中醒来，重新在我们的身上扎根。

从鸟鸣中醒来， 赏风吹云动， 看草结种

子、风吹叶子，用指尖触摸一场大雪，在

波纹上画出落日的斑斓。等到夜色降临，

便在一阵隐隐约约、 似远还近的深山晚

钟中焐酒过冬，让星星缀满梦的脸庞，生

活便和雪花一起轻轻地在空中盘旋。

它让你相信， 万物的存在便是美的

本身；它让你相信，人与世界共享着同一

份尊严。“ 给动植物以尊严，无论它们的

生还是它们的死。给它们尊严，就是给我

们自己尊严。它们的路，就是我们的路。”

作者把人与自然放在同一个维度里，把

人性的狭隘与困囿放进自然的无穷与博

大中，让人与万物之间形成流动，在另一

个语言体系里交流， 于是自然的五彩斑

斓，丰盈、充实与生动，便在字里行间倾

泻与延展。最终，作者也将自己融入了自

然生生不息的逻辑与伦理之中。

读书时， 我时常向往着作者所说的

那种“ 奢侈”的生活：“ 什么事也不想，什

么事也不做，安安静静地独坐，阅读，散

步，瞌睡，最好电话也不要有一个。 或者

一个人去干件不打扰别人也不惊扰自己

的事，是很惬意的。”我们远离着自己，却

也与自己靠得更近。 我们回归了自然的

原始与纯粹，与天空大地、飞鸟走兽做着

一样的事，于是我们和永恒逐渐贴合，我

们渐渐有了山川与风月的情怀和气度，

再去俯瞰人间，世事便如清泉一般，从指

尖，从双手合十处，缓缓地流淌。

其实， 作者也是在用一种温柔的方

式去疾呼。 《 深山已晚》将作家的历史与

社会使命与审美的境界高度地结合，它

用东方古典文化的宁静、 祥和与质朴去

诠释人与自然的熟悉与陌生、 亲近与遥

远、渺小与旷远、孤独与存在。每一页纸，

都是一片写着人间情话的叶。

关于生态文学的概念， 作者阐述道：

“ 生态文学旨在给大众自然启蒙、 再度认

识自然、确认万物的尊严、塑造万物的生

命价值、呈现自然天籁之美、梳理人与自

然的关系、构建人与自然的伦理、叠高自

然文明，并藉此引导我们的生命走向。”我

想，这是本书的核心与基石，也是我们站

在这本书上，重新观照自然的一种视角。

“ 将这本书献给热爱孤独的人，献给

迷失喧嚣的人。愿阅读这本书的人，得到

大自然的抚慰，找回真实的自己。 ”傅菲

对读者写下了深情的祝福，或许，这也是

自然借傅菲之口， 对尘世里眺望星空的

人的一份馈赠。

对自然保持一份敏感的感触， 我们

终不过是从自然里走出，绕了一圈，又回

归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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虹 关 的 墨 香

毕新丁

万 物 之 美 唤 醒 我 们

仇士鹏

静听人间有情天

汪茶英

家 乡 的 年 味

王文红

鹅 湖 峰 顶 山

汪彩萍

从婺源县治紫阳镇溯星江一路向

北，到达古县治清华村末过桥，便进入了

“ 浙（ 源）水”之境。在浙水源头，就是徽墨

名村虹关 。 这个建村于南宋建炎年间

（

1127

———

1130

）的古村落，距今已近九

个世纪，如今是浙源乡虹关村委会驻地。

家族传承的墨香

营墨，是虹关的经济基础。

婺源墨初始于南唐，崛起于两宋。沱

川、 虹关、 岭脚等地村民都世代经营墨

业。据民国版《 婺源县志》记载：清代婺源

人开设墨铺数量在百家以上， 仅詹氏一

姓便有八十余家， 而虹关詹氏又占其中

六成以上份额。 民国时，虹关墨已用“ 石

(150

斤

)

”来计量批量。 因而，徽墨是虹关

史上最主要的社会经济构成。

虹关詹氏墨品多以实用为目的，以

价廉易售为宗旨。在一个时期内，虹关大

量生产平民墨、学生墨，以朴实无华的特

点名扬全国， 这是其经营网络遍布全国

的重要原因。光绪年间的《 婺源地理教科

书》指出：“ 墨销售于二十三行省，所至皆

开行起栈， 设店铺无数， 乡人食其利益

矣”。数量决定高度，质量决定未来。虹关

墨以贡墨精致深受宫廷青睐， 著名收藏

家、 文物鉴定家周绍良在 《 清代名墨谈

丛》 中说，“ 乾隆也曾向婺源定制 ‘ 御

墨’”。现存北京故宫博物院的

77

块詹氏

墨品中 ， 有

48

块是虹关詹氏的 ，占

62%

，这是詹氏墨品的荣光。 徽墨是“ 文

房四宝”要件之一，而虹关人又在配方中

加入麝香、冰片等中药材，做成高中低档

终端市场都抢手的“ 药墨”。

詹氏墨商经营有浓厚的家族色彩。

清嘉庆十七年

(1812

年

)

日本河米庵所撰

《 米庵墨谈》中，虹关有詹方寰、詹子云、

詹成圭、詹鸣岐等为收藏家所重的墨品。

观清代虹关《 鸿溪詹氏宗谱》可见：这些

名扬海外的墨业巨头， 都是历数十代而

绵延的、地道的墨业世家。

有一副不知出处的对联， 是这样形

容婺源詹氏徽墨制作阵势的： 中国文房

四宝徽州独占江山半壁； 明清徽墨制作

婺源詹氏举世称雄。

然而， 婺源徽墨制作的称雄阵势，在

解放后呈逐渐颓废景象。 据著名墨商詹大

有后裔，当代小有名气的徽墨制作“ 非遗”

传承人詹汪平分析，造成颓废的原因大概

有三：首先是解放后公私合营的上海曹素

功墨厂并购了上海“ 虹关詹大有、凤山查

二妙”二个品牌墨庄，婺墨品牌消失了。

其次， 全国解放后安徽省徽州地区

同行， 经常邀请婺源同行到徽州研讨徽

墨生产事宜。 而当时婺源的主政者对此

比较反感， 曾责问有关参加会议的人员

“ 我们现在又不是归安徽管！难道你们还

想回国民党时期的安徽吗……”

再次 ， 婺源县二轻局的婺源墨厂

2000

年改制时，以低廉的贱价，将香港

墨商后裔捐赠的

512

幅墨模， 全部卖给

了屯溪市一家墨厂。虹关人说：吃祖宗饭

正当，造子孙孽不该！

当然， 造成婺源徽墨制作颓废的原

因还有许多，如随着墨汁、墨水、自来水

笔的引进， 还有营墨者技艺上的因循守

旧，也是墨业衰落的重要原因。

南昌人吴志轩先生在虹关“ 继志堂”成

功开发度假宅院后， 又在虹关村内承租老

宅，建设一处有规模的“ 徽墨工坊”。 或许，

吴志轩与詹汪平的这些“ 复墨”举动，是重

振虹关徽墨辉煌的一个契机，我们期待着。

镌在历史中的书香

墨香伴书香，是虹关的本色。

虹关墨业不但名重天下， 还将其墨

香凝固在建筑文化中， 成为看得见摸得

着的永恒记忆。

在虹关青石小巷里踟蹰， 满眼是一

座座两三百年的墨商老宅。如今，这些大

宅虽已人去楼空， 但主人那份对事业的

执着，依然镌刻在天井、梁枋、门楼中。如

“ 留耕堂”天井边有个起着下水道作用的

石槽坑，婺源人统称“ 明塘坑”。但留耕堂

后裔说这是清代建筑， 怎么会是“ 明塘

坑”！ 这分明是个“ 墨池”，是先祖期望子

孙后代继续营墨。墨池也是聚财池，先祖

的用意不言自明。 又如玉映堂的砖雕门

楼、梁坊、门窗、护净的木雕 ，都和清代

“ 玉映堂墨”墨模相似。 仔细观察会发现

许多豪宅的雕刻都有墨模的画面。

不但古民居与墨业有关， 虹关村里

的大街小巷也以墨业名家为名， 这也是

墨业文化的体现。如运墨的徽饶古道，以

墨业名家之名命名的玉监堂巷、大有巷、

斯美巷、子云巷、方寰巷、侔三巷、玉映堂

巷等等。这些街巷历史深处，都有这些虹

关墨商的传奇。 虹关人就是以这种方式

告诉世人：这个千年徽墨名村，连天井、

梁枋、街巷都散发出徽墨文化的印记！

著名的古樟既见证着虹关古村，也

见证着虹关人爱樟护樟的千年历史。

1932

年秋，游子詹子瀚用洋玩意照

相机，首次拍下古樟雄姿。在湖北宜昌做

徽墨生意的詹佩弦辗转获得古樟照片，

他逐决定将家乡的古樟形神传于千里之

外。 为此，詹佩弦大量翻拍古樟照片，遍

发大江南北的熟人。同时配发“ 古樟摄影

征题诗文启”，广征文人墨客为之题写诗

文

50

余首（ 篇） ，编成了《 古樟吟集》 。 一

书专咏一树，这等雅事全国罕见。

2017

年， 虹关再修 《 鸿溪詹氏宗

谱》 。 主编詹杏生先生完成了

620

页“ 世

系”正文的手书录入。 这种用手工书写、

用现代印刷技术制成的宗谱巨作全国亦

罕见。这部弥漫着家族墨业文化的宗谱，

必定历久弥新。

骨子里的礼仪之乡

书香伴礼仪，才是虹关的底色。

虹关地处真正的“ 吴头楚尾”，是婺源

的“ 边缘”地带 ，这里山高林密 ，地形多

变，山多地少，许多人选择外出经商这条

出路，应验了徽州“ 山深不偏远、地少士

商多”的名言。 虹关在外经商的骄子、他

乡仕宦的官员们发迹后衣锦还乡， 他们

在建造豪宅的同时， 亦捐资建堂造庙竖

牌坊，筑路架桥修祠宇，《 鸿溪詹氏宗谱》

中类似热衷家乡公益事业的记载不下百

处。这些记载，主观上是对他们义行善举

的表彰，客观上则说明了他们商、宦两道

的成功，足以使被记载者千古流芳，祖耀

宗光！

詹庆德先生有许多虹关体现书乡人

乐善好施的故事：

在虹关历代乐善好施的事例举不胜

举。 墨商詹成圭在徽杭古道上拾到一个

包袱，内有大量金银首饰。他在拾物处等

了好几个时辰，一直等到失主来认领。失

主取出部分财物酬谢，被詹成圭谢绝。事

后，失主在失物处造“ 还金亭”，以彰表詹

成圭拾金不昧的恩德。 从营墨掘金后而

成为上海滩大名鼎鼎的实业家， 后来被

人们称为“ 纸头大王”的詹沛霖先生，在

解放后，他设立慈善基金，在帮衬上海贫

困人口的同时， 还给家乡虹关奉送公益

事业、敬老助残善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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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年。

乡音是窖中酒，存放越久香越醇。虹

关乡音中有几个字读音， 与婺源他乡截

然不同，如：春，虹关人读“ 坤”；又如：圳，

虹关人读“ 棍”。 这些有别于婺源乡音的

特有读音， 是虹关人语言的

DNA

印记。

上世纪九十年代， 一群在香港谋生的虹

关籍老人返乡探亲， 他们一口纯正的虹

关腔，使得虹关当地老小非常诧异，不看

衣着，还以为是当地人。

如今，虹关是中国历史文化名村、中

国传统村落。这两块国字号金字招牌，是

这里墨香、书香、礼仪之乡有序延绵的真

实写照。

峰顶山又名鹅湖山， 是武夷山系的

一个支脉， 自闽赣交界处分水关逶迤北

来，结秀于鹅湖。

唐代诗人王驾也曾走过这条路，不

过那时还没有公路， 只是一条连接浙赣

闽三省的古驿道，鹅湖自古是鱼米之乡，

温饱不愁， 当地人在春秋社日都会聚餐

庆贺，常见家家扶得醉人归。王驾路过鹅

湖山时，恰巧是社日，也许被好客的鹅湖

村人邀请去喝酒，品尝铅山美食后，在醉

意微醺留下了这首赞美鹅湖山下稻粱肥

的《 社日》 ，被千家诗选录，这首诗越过唐

宋，飘香明清，流传至今。 再过一个月就

过春节，鹅湖人相聚更是少不了酒和肉。

村里的小娘子早在农历十月十就酿好了

甘甜的糯米酒， 男子人也吊好了醇香的

谷烧。亲朋团聚，酒肉当先。你看，别墅式

的村居阳台上，家家晾晒着腌制的鸡鸭

鱼肉 ，红彤彤 ，油汪汪 ，精心腌制的腊

味 ， 是下酒的好菜 ， 寄予了浓浓的乡

愁。 团箕里晒的粿皮薯片 ，用油炸好 ，

放进石灰瓮或塑料袋，比任何零食都香

酥解馋。 庚子年一过，就是牛年。 辛丑转

乾坤，牛气要冲天，亲朋好友相聚，哪家

不扶得醉人归？

峰顶山的环山公路下， 是一排排村

居，村居旁是大片稻田，收割机余留的禾

蔸被白霜覆盖。冰雪冻死百虫，对农业有

利。民间说，牛年年成好，百姓日子安，就

是这个道理。我在农村插队时，秋收后的

稻田必须翻耕或撒红花草籽， 为来年丰

收积绿肥。如今实施机械化操作，人们种

田也不讲精耕细作，依赖稻种和化肥，这

是唐代诗人王驾想不到的。

眼下正是冬闲时节， 虽然天气寒冷，

勤劳的鹅湖村小娘子也没闲着。她们将手

工架摆在门前，边晒太阳，边做手工，发箍

、钥匙扣、耳麦，每件小物件的手工费顶多

几分钱， 掉在地下你都不稀罕弯腰去捡，

她们却分秒必争，家里的老人也加入做手

工的行列。 她们说，手上的事，不担不驮，

不费力。利用零碎时间，一件一件做，一厘

一毫积累，加起来就是大数字，对一个家

来说，是不可忽略的收入，能支撑着家里

的一砖一瓦。 也许她们太忙了，门前的土

柚子都没来得及采摘、留存树上的柚子有

点蔫，滚在地下的柚子也无人捡。 看见这

种土柚子，想到一个字就是“ 酸”。不过，这

种柚子也有可人之处， 连皮带籽切碎，和

上冰糖，炖成橙色膏状，是清肺止咳的良

药。 前年秋冬，我久咳不止，药吃了多种，

却没什么效果。 听朋友介绍柚子的功效

后，我炖过几个酸柚子，放在冰箱里保存。

想吃时，用开水冲泡，咽喉立刻润爽，咳嗽

也缓和了许多。

再往前走， 穿过一片竹林就是慈济

寺，这是唐代大义禅师开山所建。大义禅

师是马祖弟子入内第一人， 慈济禅寺是

一座传授释迦遗教、弘扬正法、祖师辈出

的著名禅院。先后得唐顺宗、宪宗两宫崇

重。 唐宪宗赐号“ 慈济”，唐德宗赐额“ 鹅

湖峰顶禅院”，宋真宗赐额“ 慈济禅院”。

因此，鹅湖慈济寺有江西第二寺，信州第

一庙之说。 大义禅师在修行中还以悲悯

情怀护佑众生， 他修建的大义桥至今方

便永平人出行。 可惜， 慈济寺十余座佛

殿，数百间僧寮，在文革期间被红卫兵烧

毁， 如今的慈济寺大殿是上世纪八十年

代后陆续修建的， 禅寺规模远不能和当

年相比。

朱熹、吕祖谦、陆九渊、陆九龄等先

贤到过峰顶山 ，会讲鹅湖寺 ，首开了书

院会讲先河 。 他们在辩论中绽放的思

想火花照亮了理学发展之路 。 陈亮与

辛弃疾“ 长歌相答 ，极论世事 ”也下榻

鹅湖寺。

在城里，只是看到放假通知上

才知道要过年了。听不到杀年猪时

猪的嗷嗷叫声，也听不要噼噼啪啪

的鞭炮声，更听不到“ 香烟、洋火、

牛皮糖”的叫卖声。

年味哪去了？ 我在故乡的记

忆中追寻。

家乡德兴占才 ，江西和浙江

交界处 ，曾是一个偏僻 、贫穷的

山村。 六七十年代，物资贫乏，平

时没什么吃的 ，过年就是我们最

大的期盼。

最热闹的事是杀年猪。一般家

庭一年养两头猪， 卖一头积点钱，

杀一头对全家一年的辛勤劳作给

予犒劳。 杀猪不仅是体力活，而且

还是技术活，需要大木桶和各种刀

具， 村里杀猪师傅就那么几个，所

以杀猪师傅年前一个月就杀、 杀、

杀，杀完东家的，杀西家的，忙得不

亦乐乎。杀猪辛苦，但报酬不菲，主

人会根据猪的大小，给师傅一条猪

肉。 哪家传出猪叫声，立刻就有男

女老少来围观， 有的还会帮下忙。

哪家的猪大、肉多，不一会儿就成

为村庄的新闻。

猪杀完了，接着就是请亲戚好

友吃杀猪宴。杀猪宴主要以蒸肉为

主，将猪肉切成大块，糊上米粉、干

茄子、 干笋之类的干菜搅拌后，放

在蒸具上蒸。 把柴火添足，大约二

十几分钟， 香味就溢满了整个房

子，并飘出屋外。 枯涩的味觉哪里

经得住这种香味的诱惑，口水不自

觉地往外流。

记得那时，到外公家、小姨家

吃杀猪宴，我放开吃，一口气吃下

六大块，满嘴的油。 晚上睡觉也不

刷牙，不想让这世界上最美的味道

消失殆尽。

最好吃的糖果是冻米糖了。制

作冻米糖的工艺并不复杂，但同样

有技术含量。 先在锅里熬红薯糖，

熬到火候时， 把爆米花倒入锅中，

然后搅拌，搅均匀后，起锅倒入木

制的模具里，蒙上一块布，让身强

力壮的青年人站在上面使劲踩压，

踩实以后，最后卸下模具，将米焦

切成一块块，冻米糖就做成了。 将

冻米糖装入一个大的铁皮罐里，过

年期间可多吃点，平时是限量供应

的，一天就两块，否则吃完了看到

人家吃口水又要外流了。

最刺激的事就是放鞭炮。因为

家乡除夕要上坟祭祖。 所以午饭

后，村庄周边的山头上鞭炮声就陆

续响起，此起彼伏。到了傍晚，家家

户户开始吃年夜饭了，鞭炮声达到

高潮。小朋友忙着抢哑炮、找哑炮，

有的为了争夺一个哑炮撕扯在一

起，打起架来。

家乡过年吃的、玩的就那么几

样，却成了永远的乡愁，怎么也挥

之不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