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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省交趾，五湖会首；星河

之滨，婺水之源。 ”自古崇文尚礼，

讲求“读朱子之书，服朱子之教，

秉朱子之礼”。 婺源，乃朱子故里

也。 几百年来，在这里，朱子文化

一脉相承；在这里，人们以“傩”舞

动天下！

文化是乡村的灵魂，文化兴，

则乡村兴。 在婺源这个拥有浓厚

文化底蕴的乡村， 朱子是引领当

地人民走向文化的第一人， 似一

座灯塔， 永远照亮人们的文化之

路。

婺源朱子文化， 尤以其家训

为兴。 沿着历史的长河，理学文化

薪火相传，朱子文化一脉相承。

朱子文化源远流长， 渗透到

了老百姓生活的方方面面。 在许

多村子里， 家家户户门前都有张

贴着自家的家训， 一来可以似警

钟长鸣， 二来又告知他人本家的

良好家风。 其中有“孝敬父母，尊

敬长上”这样的箴言；也有“气必

正，心必厚，事必公，用必检，学必

勤，动必端，言必谨”这样的警句。

记得海南一游时，曾去往“椰

田古寨”感受异族风情。 在那儿，

有以制银器为生的苗族人， 也有

像“拜拜嘿”“摩登”这样的黎族语

言。 当地人有一个共同的族训，每

隔一段时间就会有广播， 这时，人

们会放下手中的一切，朝着广播的

方向， 用右手抚摸心脏的位置，口

中则默念族训。 这一举止，令我这

一外地人十分震惊， 同时也认识

到，这是一种对当地文化很好的传

承方式。 孩子从小受传统文化等的

熏陶，长大后仍积极主动地对文化

进行传承，这，虽是我们所欠缺的，

但目前看来，这又是我们做得最好

的。 像“朱子文化进校园”“朱子文

化艺术节”等活动，又使得朱子文

化渐渐进入人们的生活。

可是，人们总不是完美的，那

丢三落四的性格仍然表现得“淋

漓尽致”。 捡起了“朱子文化”，又

弄丢了“傩舞”艺术！

在《论语》《后汉书礼志》等古

文中早有记载：“天灵血雾傀化儡

成！ 骨同心随，纵神傩舞”，以及

“鼓声渊渊管身脆，鬼神变化供戏

剧”。 的确，这就是人们口中的傩

舞。

傩舞，又称“鬼舞”“舞鬼戏”。

傩，是上古时期原始宗教的产物，

源于巫术意识， 是中国最古老的

一种祭神跳鬼、 表安庆的娱神舞

蹈。 如今，这块中国古代舞蹈艺术

史上的“活化石”，仍若隐若现地

出现在婺源人民的生活中。

记得第一次观看相关的表演

图片和视频时， 只见演员们戴着

面具，似神又若鬼，让人有种在仙

侠剧的仙、 魔两界中来回切换的

感觉。 脸谱上的人物夸张而又栩

栩如生，分忠、奸、贤、愚：忠如包

拯，清廉正直；奸若李斯，处事圆

滑；贤似孔孟，教书育人；愚比阿

斗，扶不上墙。 就像国粹京剧中的

生旦净丑，各有各的特色，只是以

不同的方式呈现罢了。 一是借舞

传情，二是以唱表意。

傩舞表演者会把自己装扮成

想象中比鬼疫更加凶猛狰狞的傩

神，随着强节奏的鼓点，跳着狂热

的舞蹈以驱邪。 只是可惜没有亲

身经历这一仪式， 想来必是庄严

而又肃穆。

据流传， 傩舞是本地当官人

从外地带来的。 这应该纯属正常，

就像在时代的发展过程中， 中西

方文化交流日益频繁， 而我们应

该吸收好的，抵制坏的。 傩舞现在

就如一位病危的老人， 他的状态

可不乐观，时代在进步，也在一步

一步地吞噬他， 他在人们的脑海

中默默地淡去， 但人们却不知道

其中的危害性， 因为傩舞具有不

可再生性， 即使它一直是文化的

宠儿， 是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

中的一员。

但该来的总该会到来， 治就

要治根治本，对症下药。 之所以是

现在这种状况，有多种原因，主要

是文化力量薄弱， 目前秋口长径

村的傩班登记在册的演员只有十

九人；还有历史因素的影响，以前

有外地人及外国人会对傩文化的

文物器具进行盗窃， 所以人们为

了保护它对外绝口不提。

古有记载：“小儿辈戴面具对

舞于市，似古傩礼。 ”所以说，傩舞

进校园也是个不错的选择， 进而

影响人们的生活， 成为一件习以

为常的事，如同吃饭、喝茶。 青少

年可以从中树立文化自信， 增加

对伟大祖国的了解， 强化对美丽

中国的热爱， 对社会主义中国梦

的完美践行， 对中华文化的积极

传承！

于婺源，因为“一个人”，爱上

一方塘，其曰朱绯塘。

于婺源，因为一座城，爱上一

文化，美名“傩舞戏”！

（指导老师 詹仲贤）

“忆诗酒琴消永日，流年似水

去匆匆。 ”时光的逝去像流水般无

情， 它总在不经意间就带走了我

们珍惜的所有，毫无预兆地来，也

在须臾间消失。 像风，又像沙。 在

它的神奇魔法下， 许多的人和事

都渐渐失了踪迹，没了声息。 像一

场实行淘汰制的考试， 将所有不

及格刷下，剩下的叫作优秀。 中华

五千年文化在这场残酷的考试

中，去了糟粕，留下精华。 茶文化

便是这精华之一， 是中国文化花

坛中一簇烂漫的花。

始于偶然发现， 之后便留香

千古。

《茶经》云：“茶之为饮，发乎

神农氏，闻于鲁周公。 ”茶最初是

由神农氏发现的，并作药物用，有

清热解毒功效。 后来，才逐渐发展

成一种饮品。

中国是茶的故乡， 茶文化历

史悠久。 茶在这里起源、发展和完

善。 在宋朝时，茶就已经颇有名气

了，被百姓们所广泛饮用，成为他

们接待客人的必备饮品之一，可

谓声名远播也。

婺源是朱熹故里，也是中国的

绿茶之乡。 这里的茶曾被称赞是：

“颜色碧而天然，口味香而浓郁，水

叶清而润厚。 ”可谓“一方水土养一

方人”，一包包绿茶，饱含着的是婺

源人的淳朴与善良。

有人曾说：“低调的人， 一辈

子像喝茶。 水是清的，心是静的。

一壶，一几，一人，一幽谷。 浅酌慢

品，任尘世浮华，是眼前不绝升腾

的水雾，氤氲环绕飘散，朦朦胧胧

之间，是一生。 ”的确，茶即人生，

人生即茶。

茶之初为清水与叶， 如清清

白白的新生婴儿；而后，水与茶叶

相混，细火慢炖，当其不断沸腾之

时，不正如人之青春，在浮世中奋

斗，火红而热烈；及其火之殆尽，

慢慢归于平静而散出阵阵清香，

亦犹如人之中年，明理晓世，心态

平和，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最后

清香散去， 叶黄水泛， 如人之老

年，生命消逝。 一茶一人生，而茶

不正像人生吗？

人为什么总爱茶， 我想定是

爱它的温文尔雅， 爱它的平静淡

泊，爱它那份先苦后甜的品质。

当今时代， 互联网高科技的

快速发展，生产也日趋于工业化。

大批大批的茶叶成批生产， 没有

了温暖阳光的天然干燥， 有的只

是冰冷机器的烘干。 而越来越多

的厂家为了利润甚至不惜卖劣

茶、假茶，欺骗广大消费者。 他们

以为自己丢掉的只是诚信， 殊不

知，在不知不觉中，他们早已将自

己的文化丢掉。 丢了文化的“根”，

丢了文化的魂。 众所皆知，无魂者

即为行尸走肉， 那没了文化的魂

与“根”，又该沦为什么呢？

一个人的成功或许需要日积

月累的努力， 但一个民族的崛起

与发展需要的却是民族精神、民

族魂。 一茶一人生，让我们从小事

做起，爱文化，敬文华，学文化，不

忘根，不丢魂。

一花一世界，一茶一人生。 中

华文化，博大精深

!

（指导老师 詹仲贤）

蝉 鸣

上饶市第一小学二（1）班 潘祺元

不知不觉，夏天到了。 太阳公

公一改春天里的温柔， 脾气变得

暴躁起来；天气也变得热了起来。

沉睡了很久的蝉宝宝， 从泥

土里“钻”了出来，睁开眼睛，啊，

多么明亮、多么美丽的世界呀！ 大

树爷爷正在听小鸟叽叽喳喳地唱

歌， 小鱼哥哥在水中自由自在地

舞蹈， 白云姐姐在天空悠闲地散

步……

蝉宝宝想： 我应该为这个美

丽的世界做些什么呢？

它提了提神，清了清嗓子，舒

展了一下翅膀，朝着广阔的天空，

发出了“知了———知了———”的声

音。 它觉得这声音真美妙，决定用

它来提醒人们！

早晨 ， 蝉宝宝叫道 ：“知

了———知了———”，仿佛在说：“太

阳公公从山岗上升上来了！ 人们

该起床了！ ”

上午 ， 蝉宝宝叫道 ：“知

了———知了———”，好像在说：“小

朋友们该学习了， 大人们该工作

啦！ ”

中午 ， 蝉宝宝叫道 ：“知

了———知了———”，似乎在说：“太

阳公公在生气，天气太热，大家赶

紧回家去吧！ ”

傍晚 ， 蝉宝宝叫道 ：“知

了———知了———”，如同在说：“太

阳公公下山啦，天气凉快了，大家

快出来享受凉风吧！ ”

晚上，累了一天的蝉宝宝，以

月光为帐，以树枝为枕，倚靠在大

树爷爷身上，和着习习的凉风，与

云姐姐、鱼哥哥相伴，

进入了梦香。

（指导老师 蔡洁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