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婺源作为中国最美乡村， 到底美在哪

里呢？ 在众说纷纭美不胜收的美中 ，为集

体所称道的美一定包含了“ 婺源之春与婺

源之秋 ”———即婺源春天的油菜花与秋天

的红枫叶。

这是婺源当地农民的勤劳与上天的造

化共同描绘出的一幅幅自然美景。在婺源之

春中，以三四月份之间，江湾、李坑、彩虹桥、

江岭、 庆源等地的梯田式油菜花最为出名。

接下去就是时隔六个月之后的婺源之秋，于

11

、

12

月之间以长溪和石城为主的深秋红

叶为大美，以及以篁岭为主的“ 婺源晒秋”为

醉美。此时，丰收的喜悦不仅仅挂在枝头，也

铺满大地，遍布于被白墙黛瓦的徽派建筑所

簇拥的一个个大大小小的村落。

我在

10

月来到婺源。此时的婺源，在很

多人看来，似乎不值得看。难道，其他八个月

中的婺源，真的不值得我们去看吗？

如果只是走马观花，的确如此。 在大多

数人的眼中，此时的婺源除了建筑风格与其

他地方略有不同之外，实在看不出有什么好

来。然而当我与中国农民书画研究会的同仁

们走进一个个灰墙斑驳民风淳朴的古村落；

当我触摸一棵棵历经千年却依然充满无限

生机的苍老古树；当我行走在一个村落与另

一个村落之间；当我脚踏着一条条石头铺成

的有着百年历史的坚实小路与布满了青苔

的古老台阶……我仿佛看到一个个不断分

支出去的村庄， 在群山环抱之中不断蔓延，

随着时间的推移，演变成为今天的婺源。

当我走进一个个呈现着婺源历史与风

俗的博物馆， 我仿佛看到一个个古老的灵

魂，向我讲述着一段段只属于婺源的千年往

事。当我走进千年古村江湾的婺源民俗博物

馆，并有幸聆听收藏家本人程永红先生亲自

的讲解， 他立足于本土文化物品的收集，包

含了砖雕、木雕、竹雕、石雕、明清家具、刺

绣、书法、金银铜器等近万件藏品。每一件物

品都有一个古老而动人的传说， 看得越多、

听得越多，越对婺源的古老民俗有深入的了

解，就越对婺源的古文化及古人的智慧肃然

起敬。

那一刻，我看到了一个比有着春天的油

菜花与秋天的红枫叶更美的婺源。那是一个

有着深厚文化底蕴的婺源，而不仅仅是一个

只有自然风光的婺源。

那一刻，我仿佛看到古时的婺源百姓，

悠闲地生活在山水之间 ，他们懂得堪舆与

设计，巧妙地根据地理的走向与自然的景

观，在青山绿水之间，在溪流岸边，在山谷

之中，在一个个最适合人类生存与居住之

地，建造起一栋栋至今看来依然优美经典

的徽派建筑，一户户人家从此在这里世世

代代繁衍生息。

婺源的男子无论耕地、读书，还是经商或

者成为匠人，都一心一意，似乎将毕生的能量

都集中在他所从事的事情上。 我被其中一个

用竹丝所编制成的果盒深深地震惊， 并从中

感受到婺源古人超常的细心与耐心， 这也正

是我们当下这个时代最需要的匠心精神。

还有婺源女子的绣花，不但有才情，也有

雅气。 没有大红大绿，以白色为基调，以青蓝

做绣花， 图案寓意高洁， 并且配有刺绣的诗

句，行文流畅，字体秀美。 我仿佛看到一个个

秀外慧中的古代婺源女子， 因着婺源女神的

加持，而灵气充盈，无论做什么，都心灵手巧。

我忍不住赞叹起来，赞叹造物主的神奇，如何

创造出了婺源的美景，以及婺源的女子？

据说婺源有

5000

多棵古树。 这些古树

中，有几百岁的，也有上千岁。我无法将每一

棵古树一一地看遍，更无法将每一棵都抚摸

一遍。 但即便只抚摸了其中的几棵，便不虚

此行。

石城的枫树还未红，但我依然被它们巍

然耸立的气势所震撼。 几百年的枫树，巨大

树冠掩映下白墙黛瓦的村落散发出一种宁

静安然的气质。这就是一棵又一棵的古树给

这片土地所带来的恩泽。它们静静地矗立在

那里，以其顽强的生命力，经历漫长岁月的

演变，就像一面历史的镜子，向世人传达着

这里的百姓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与珍惜。

当远远地望去， 古树与村落相映成辉，

成为一道难以磨灭的风景。 当走进村落，穿

越于狭小的路径，在各个人家之间，一棵又

一棵的古树散发出古老的气息，叫人的心里

格外的宁静。 或许也正因为这些树，这里的

人们便有了属于自己的归依与自己的根。

然而行走在白墙黛瓦之中，我总还是有

些隐隐的遗憾。 总觉得还少些什么？ 特别是

此次同行的七八位杰出的中国农民画代表，

在别人看来的空荡荡灰突突的白墙，在他们

看来，都是未来一幅幅的农民画。

是啊，婺源的美不应该仅仅只有四个月，

而应该是一年四季，是每个月。那么在没有油

菜花与红枫叶的八个月时间中， 是不是可以

观赏另一种美呢？除了博物馆里的美，还有画

在墙头的美。前者呈现古人的生活，后者呈现

今人的生活。前者作为历史人文之美，后者作

为当代文化之美， 或者两者的融合可以弥补

自然之美的不足所带来的一些遗憾。

为什么独独推荐农民画呢？因为农民画

里没有晦涩，没有阴暗，没有焦虑，农民画是

一切美术的母体，蕴含着人民对美好生活的

无限向往。 靠天吃饭的农民，生来就是乐天

派。 特别是中国几百万农民画家朋友们，平

常日子里该播种的播种，该施肥的施肥……

稍有闲暇，就开始拿起笔画画。 他们是真的

热爱生活，热爱艺术。

大概是从小就生活在天地山水之间，看

着四季更迭，草长莺飞，花红柳绿，他们的绘

画不受任何理论的约束，而只凭自己的情感

在笔墨下流淌。他们每一位都是运用色彩的

大师，对丰收的喜悦，对节日的庆祝，对大好

河山的赞美，对天地神明的敬畏……一一铺

陈，挥洒自如，就像在田间地头播种。

农民画无疑可以给美丽乡村添彩增色，

而城市人的焦虑也只有到美丽乡村才能得

以缓解。 毫无疑问，美丽乡村是众多城市人

闲暇时光的好去处、后花园，也只有在广阔

的天地之间， 才能释放紧张的工作压力，从

而补充新的能量，获得新的动力。

中国农民画作为一种原始绘画，他们不

刻意强调构图、透视、光度、人物比例，却能

将现实之美与理想之美巧妙地结合起来。这

使得大多数农民画构想奇特， 意境欢快，神

态生动。 在绘画颜色的选择上，往往充满了

明快与鲜活，基调和情绪健康朴实，昂扬向

上，内容充实，意境崇高。 构图上以情为主、

以意为主、以神为美，抽象、夸张、简练、浪

漫，作品虚实结合、刚柔并济、苍劲厚润、粗

犷细腻，古朴沉稳而不浮夸，清新浓艳而不

失雅趣。

我在想，由当地农民画家描绘当地的风

土人情及家乡特产，并用农民画来设计做成

家乡特产的外包装，让游客在遍尝当地美食

之后， 还可以作为馈赠亲朋好友的礼物，这

难道不是一举多得吗？

真心希望，来年的婺源民居，白墙上开

始爬起土鼓藤，在一株株土鼓藤攀爬的空隙

中，人们可以惊喜地看到一幅幅色彩斑斓的

农民画。那样的婺源，或许每一天都是旺季。

在菊径———中国最圆的村庄，任春才先

生对我说：“ 我总觉得这个地方只叫中国最

圆的村庄太缺少它更深层的意义， 您是作

家，能不能给这里取个更好的名字？”我看着

那个一面靠山三面环水紧密团结上风上水

的村落，沉思了片刻，然后回答道：“ 这里看

起来很圆满，那就叫圆梦村吧。从大的说，圆

天下一家的梦。 从中的说，圆我们家国情怀

的中国梦。从小的说，圆我们个人心中学业、

事业、家业及个人理想的梦。 愿凡是到过圆

梦村的人，都能圆梦。 若是这圆梦村的外墙

都能绘上农民画， 那就真正的如梦如幻了，

我想一定会比现在更美。到时世界各地的人

都会来到这里，但求圆梦以及生命的圆满。”

（节选自“婺里徽音”）

画 中 婺 源 与 四 季 未 来

沈思源

铅山讯

11

月

7

日至

10

日，“ 最美中国风 从‘ 新’向未

来”———第

12

届中国陶瓷艺术大展在景德镇国际会展中心

精彩开展。本次大展由中国陶瓷工业协会、景德镇市人民政

府联合主办，来自江西、广东、福建、江苏、浙江、湖南、山东、

云南等

29

个省市的

4000

余件参展作品展出。 由铅山鹅湖

窑选送的作品获得一金一银一铜。

“ 中国陶瓷艺术大展”原为

1978

年国家轻工业部主办

的“ 全国陶瓷艺术设计创新评比”，每

4

年举行一次，是中国

陶瓷界规模最大、最具影响力的活动之一，有着中国陶瓷界

“ 奥林匹克”美誉。它对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繁荣中国陶

瓷艺术，推动陶瓷产业发展，培养和造就陶瓷艺术与设计人

才发挥了重要作用。此次参展作品包含陶瓷产品设计、传统

艺术陶瓷和现代陶艺

3

大类，内容丰富，制作精美，地域特

征明显，文化气息浓郁，集中展示了近年来陶瓷设计创新成

果，折射出中国陶瓷艺术风采。

1986

年出生的杨博是铅山县鹅湖镇人， 江西鹅湖窑

陶艺工作室创始人。 毕业于景德镇陶瓷大学，并参加中国

美术学院景德镇“ 景漂”陶瓷人才高级研修班学习。 作品

先后参展中日韩亚洲现代陶瓷新世代交流展、 景德镇国

际高领陶瓷大赛获奖作品展、 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办的首

届中国当代陶瓷艺术大展、中国陶瓷艺术大展（ 巴黎卢浮

宫卡鲁塞尔厅） 、首届中国瓷画双年展 、第二届中国当代

陶瓷艺术作品大展。

2011

首届中国高岭国际陶瓷艺术大

展两件作品获提名奖， 连续三届荣获中国工艺美术文化

创意奖金奖。

适逢第十二届中国陶瓷艺术大展，杨博精心挑选了《 遗

迹景观》《 丝绸之路》送展，分别荣获金奖和铜奖。 鹅湖窑设

计师汪彬选送的《 敦煌印象

-

自由天空》获得银奖。

（ 陈万民）

《 深山已晚》是傅菲的自然散文集。

2013

年，傅菲客居荣华山，与花草鸟兽、风

霜露、雨雪雾、落日、溪流、星辰为邻，过山居岁

月，写自然之书。

傅菲在山中的日子悠哉悠哉， 每天清晨，洗

漱完毕，从井水里提一桶山泉水，泡土茶，有滋有

味地喝起来。 去野外走走，夜访山寺，与住持喝

茶，月夜下返回，这样的日子清寂、美好。

除了偶尔和杂工老张一起干活，喝酒，大多

数日子，傅菲都是一个人度过，一个人骑一辆自

行车，走二十多里路，去小镇苗木市场买花苗，树

苗。 一个人看乡人种田，一个人找鸟窝，看小蝌

蚪，钓黄鳝，一个人看雨。“ 每一滴雨，都是极其孤

独的。但大地的繁荣，都是雨的馈赠。雨滴和雨滴

在大地上重逢。”在一条山道走上百次，一棵树下

坐上半天。 一个人去看湖。 说出哲人的话：“ 我们

不看湖，湖也是在的，看了湖，湖会入心，每天看，

心里有了一片湖，心里有湖的人也就是心里有明

月的人。 ”

“ 在城市咖啡馆谈论艺术，不如在滩头坐一

下午。”一个人坐在江畔的石墩子上，看书或者发

呆。 沿着江岸行走，看山冈上的板栗树，吹着风。

“ 草在结籽，风吹叶子，风也吹着大地上的人。 人

像一株草一样自荣自枯。 ”

傅菲是一个内心丰盈的人，在山中邂逅养蜂

人，他想同每一个养蜂人成为朋友，因为他觉得

“ 最美好的人生，便是与花草相处的人生。 ”养蜂

人便拥有这样的人生。

找酿酒师傅酿酒，从山上采了山楂，霹雳，野

刺梨，大马蜂窝，七叶蔷薇茎块，用来泡酒。 还有

烧荒，砍柴，打猎，采果，傅菲对于山居生活充满

了浓厚的趣味和兴致。 更多时候，傅菲走向荒废

的山道，通往幽深之境。荣华山上的一朵云，一场

雨，发生的一切，都是傅菲所关注的。荣华山的云

朵，异样华美。他流连在一朵云中，在一朵云中顿

悟：人需要从容生活，淡定，淡雅，淡泊。

傅菲爱看星空———只要把头扬起来，任何姿

势看星星，都是很美的。 星空比我们想像得更广

博浩渺，一个爱看星星的人，一定是美好的人。都

市里的人，有多久没有抬头看星星了呢。 我们的

内心愈来愈浮躁，焦虑，是不是因为没有看星星

的缘故。“ 星空是我们的哲学课，也是我们的生命

课。 ”如果可以，抬头看星空吧。 哪怕只看到微弱

的一颗心，亦能治愈我们的浮躁、焦虑和孤独。

在傅菲眼中，一株草，一朵花，田蛙，芋叶，

蛇，清晨的鸟鸣声，露水，都令人怦然心动。 露水

也有自己的语言， 它的凋零似乎在说：“ 浮尘人

世，各自珍重。 ”而鸟声是生活中唯一的音乐，每

次听见鸟声，傅菲都会立即起床。他不能辜负，也

不可以辜负鸟的情意。

过上简单的一天，是一件奢侈的事。 整理院

子，锄掉茅草，拿把柴刀去山上找冬青，一天的时

光，就这样度过了。 租了一块地种番茄，茄子，土

豆，去埠头买鱼，烧吊锅鱼，修一幢小泥屋，铺上

稻草，让兔子和狐狸来过冬。孵小鸟。喝喝酒。这

样的日子，充实，美好，且有意思。

傅菲也是悲悯之人，看见树被砍，动物死亡，

鱼被下毒，电击，都会异常难过。“ 树也是一生，动

物也是一生，人也是一生。生命的消失都是同样悲

凉的。 ”

只有孤独才是至纯之物。 享受自然的人，永

远不会孤独。

“ 抬头看一眼荣华山， 我对人间不再有怨

恨。 ”来到深山的傅菲，从自然中获得启迪，教诲

和赏赐。 这赏赐是一朵云，一缕风，一道彩虹。 因

为这些自然美景，傅菲觉得付出的一切辛劳都是

值得的。

傅菲说，一株烂树篼也能开悟。万事万物，都

能给人开悟，在日常生活中修行。

所以，他在山上修院子，引山泉，种菜，种花，

养果鸽。 把一张竹床摆在四方池边，喝茶，打瞌

睡，等待每一个夜晚的月光朗照。傅菲说，我越来

越喜欢简单的生活，淳朴，归真。

在我们内心，都向往一种简单，缓慢，悠长的

生活，没有扰心之人，亦无扰心之事，只是一日日

地度着光阴。 花开花落，草枯草荣，一生多么短

暂，又多么漫长。

“ 我从没如此安静地生活过，一座山一条河，

是我独自放逐的去处。人间在近处，我在更远处。

我愿意做一个这样的人，在南浦溪边钓鱼，砍柴，

开荒种树，摘藤梨吃红薯，坐在屋檐上晒月亮，听

百虫鸣叫，看夜鹰游寻。 ”

傅菲是自然之子，亦是山野之子，他走遍荣

华山的每一个野谷，爬过每一道山梁，踏过每一

道荒滩———那些无人去的地方， 都是他热衷的。

在山野里，草木是会说话的，鸟鱼是会说话的，江

水是会说话的，月色是会说话的，泥巴是会说话

的，星星也是会说话的，山野以古老的沉寂，与山

野之子呼应， 而山野之子， 倾听万物的声音，记

录，书写下山野的秘语和属于自己的山地美学。

我国的冶铁技术在春秋时期已经很成熟， 铁匠技艺也

很古老。 铁匠的祖师爷是太上老君， 也就是道家创始人李

耳。传统铁匠铺作坊内的墙上都会挂老子骑青牛的画像，以

念祖师之恩。

打铁技艺是种“ 匠心”的传承，是技巧与力量的完美结

合，精于工，归于心，口传心授。坊间一直以来认为打铁行当

是份赚钱的手艺，俗语有云：一扭扭、二捏捏，三阉猪、四打

铁。 但人们又把话说回来了，说打铁的活计脏而累。 都说白

木匠，黑铁匠；又说：世上只有三种苦，撑船打铁卖豆腐。 铁

匠使用的传统工具全是铁器家什（

shi

） ，有：铁钳、铁夹、大

铁锤、小铁锤、羊角铁墩、火炉、风箱、淬火盆。其中的大锤和

风箱是下手事，称打下手。 铁匠师傅将铁块喂入炉中，用碳

盖住，下手拉起风箱，使炉火旺盛。炉火到青色时，火候是最

盛的时候，这就是“ 炉火纯青”的来历。 师傅左手拿钳子，右

手拿小锤，从炉中钳起烧红的铁块，迅速地将铁块钳住搁放

在铁墩上，小锤用力地朝烧红的铁块上砸两下，再转向墩角

轻敲两下，下手立刻抡起大锤，用力地捶打铁块。此时，师傅

会按打击节奏，逐步调整铁块的方位角度，以便铁块受力均

匀，打出所要的物件。 在捶打的过程中，师傅的小锤在墩角

上敲出“ 叮叮”的响声，指挥大锤用力和掌握节奏，使其不能

盲目捶打，以免用力过度。 下手用力捶打铁块，发出“ 砰砰”

的声响，师傅的小锤轻轻敲打墩角，发出“ 叮叮”的声音，在

相互配合中，奏响出“ 叮叮、砰砰”节奏明快的交响。 烧红的

铁块在大锤的捶打下，红屑四溅，铁块也在逐步成形。 坊间

有句戏言很有哲理，说：“ 软铁锯断树，硬铁打出屎”指的就

是这个。

铁匠门上半边联。铁匠虽说是既辛苦又是很脏的活计，

但也有雅事。以前铁匠铺门上会挂起一幅上联，要人们对下

联，如果有人对上，所打物件半价，对不上全价。 该上联为：

铁匠打铁铁打铁。 该联看上去好对，其实是有难度的。 其一

是全联都是仄声字，下联必须全是平声字；其二铁匠是门手

艺，要对相应的行当；其三铁属金属，五行属金，要对相关的

物品；其四铁打铁指的是行当和器物，更要与之合理。故此，

一直以来，很少有人能对出下联。

木匠需要这些物件时会将尺寸规格向铁匠说明， 并还

会带去一块红布。 铁匠明了尺寸规格，接过红布，说明应承

了这单活计。 铁匠把红布撕分成三小块：一块挂在铺门口，

表示这两天不接外活，有打物件的人回避，以免触了霉头；

一块给下手用，一块自己用，用来擦汗和洗澡，行话称“ 洗

霉”。物件打好，棺材匠来取要时，除了工钱，还会给些小礼，

这称“ 彩钱”。 给彩钱是行规，除了表示铁匠搽累（ 辛苦） ，主

要是为了给个彩头，以示添彩去霉。

铁匠行业虽然又脏又累，但属于较为赚钱的手艺。在以

前，几乎每个行当的工具和所需的物件，都离不开铁器。 一

直以来，铁匠手艺受到人们的尊重。 人们生产生活的用具，

如：犁、耙、棹齿、锁链、锄头、铁耙、菜刀、火钳、火杈、火铲、

锅铲等等。平时谁家的物件损坏或磨钝了，也会给铁匠去维

修，铁匠也乐意帮忙，有些小事不会收钱。大农具维修费铁，

这是要收钱的，如：杠犁头、杠锄头、杠尖锄、灴钢钎等。铁匠

手艺一般是家传，不会外传。 我们这的铁匠行业有句行话：

铁匠虽微，艺不外传。

在传统行业中，不管任何一种手艺，都有其核心技术的

要领。铁匠有两样是关键的，一是观炉火，铁块在炉中，打造

什么物件，什么物件需要什么火候，方可取出煅打，这是非

常考验铁匠眼力和经验的。 人们常说的火候不到、 几成火

候、掌握火候，借此来表达和形容一个行业师傅手艺是否高

超。 二是淬火，淬火是铁匠技艺的重中之重，一件打造好了

的物件，刚口（ 韧硬度和锋利度的俚语）好不好，就看淬火这

一下。 淬火分清水淬、盐水淬、油淬；一般物件锻造好，用清

水淬火即可，需要硬度充分的物件，用盐水淬火是很好的，

需要猪油淬火的一般是刀具或一些要求硬韧结合， 且光亮

锋利的物件。

铁匠与杀猪匠关系是很好的，他们各取所需。杀猪匠的

铁器用具钝了，给铁匠铣利来，铁匠不但不收钱，还会去尽

力铣得很锋利；铁匠所需的猪油和猪皮，杀猪匠也会无偿提

供。 古往今来，各行各业相辅相成，尽心尽力地为人们的生

产生活，奉献着自己的勤劳和智慧。

石塘老街至今仍有不少老铺子

:

剃

头担子、烧炭的铁匠铺、篾器店。 等等。

当地人说， 现在凄清多了，

30

年前，石

塘街上，只有想不到的，没有买不到的。

这些老店铺中，最亮眼的是几只精

致的篾器。 篾器和手工纸、斗笠和水酒

一样有名。“ 武夷山下小苏州”的名头，

依赖这几件石塘特产。 很多年前，我去

姑父家，每每得到姑父的父亲赠送小杯

托、竹丝鸟等玩意。 姑父的父亲是老竹

器厂的老工人，编什么像什么。

眼前这几件篾器也老了。彩漆篾

花瓶、凤头盖竹食盒、马篓、圆篮，蜷

缩在屋子一角。它们蒙了一层厚厚的

灰尘。 主人在后堂，坐在钉了剖篾刀

的长凳上磕一筒黄烟，脚下堆着一堆

剖好的竹篾。墙角堆着一堆竹器，箩、

筐、畚箕和簸箕，都是实用农家用具。

“ 编这些，收益怎么样？ ”我问。

“ 收益？ 呵呵，哪来什么收益，一

担箩百多块钱，得几天功夫，靠这过

日子，那还不得饿死。”主人笑着回答

我。 他又说，“ 都是乡邻要的，反正闲

也是闲， 把这当成人家钓鱼打麻将，

消遣日子。 ”

他并不靠这份手艺过生活，依然

在编织这些， 纯是情感上的一种不

舍。 那些竹编是他的作品，他曾经是

个很出色的竹编工艺师。 他与竹编，

已经不再与以前那么密不可分。

比石塘更古老更繁荣的码头集

镇很多， 但看不见这些手工艺品了。

竹编、芦纸、石磨、草席、烧塔、桥灯，

在石塘还能看到， 尽管它们已经没

落，就像老街的那些老店铺，驳落了、

腐朽了、破败了，但他们的主人仍在

不停地擦拭、修补，以期留住这些充

满技艺和人情味的房屋。

有着传统手工艺品的石塘， 才是

厚重、清雅、人文气息浓郁的石塘，才

是一个有着亲切茶酒香的石塘。

茶酒香的石塘，层次丰富，韵味

悠长，高雅醇绵。

石塘水酒来自宋朝，历时千年，任

何元素都未经改变，流程、锅灶、饭甄、

柴禾、糯米、水、酒曲、酒瓫、酒篓，以及

饮酒的方式，都和宋代一样。 最简单朴

素的食材酿出了最醇酽的水酒。 最朴

素的水酒往往又能营造最好的情谊氛

围，一切都显得那么真诚。 几个熟稔和

才认识的人，喝着清澈香甜的水酒，说

着毫不敷衍的言语， 一杯温热的酒下

了肚，豪情来了，才思涌了，雅趣生了。

酒过三巡，席间六七个人没了隔阂。 豪

爽与义气是水酒催生的。

宋人爱酒，将酒文化推向了巅峰。

除了宋代发达的经济原因外， 社会性

情也是宋代酒文化繁荣的一个重要成

因。 文人藉酒兴词文， 壮士借酒涨豪

情。 酒里面更多的是真性情真热情。

在石塘， 还在饮用这碗千年未变

其味的水酒，捋起了袖子，在略显昏暗

又满溢人间烟火味的老厅堂， 大碗大

碗地猛灌醇香米酒，真是一份幸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