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篁岭，秋收画卷“晒”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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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访古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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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明华
我是冲着干将莫邪的传说去的莫干山。
读高中时学过一篇文言文 《干将莫邪》， 说

的就是这座山 。 故事出自东晋干宝的 《搜神
记》， 《搜神记》 所记皆为神灵怪异之事， 自然
不足为信， 此次之行 ， 只为走进那山 ， 那水 ，
那人。

去之前查阅了不少资料。 莫干山为天目山
余脉， 坐落于浙江湖州德清县内， 因春秋末年
干将、 莫邪在此铸造雌雄双剑而得名。 莫干山
风景秀美， 有 “清凉世界” 之美誉。

江阴到德清乘大巴也就三个多小时的路程，
车上打了一个长盹儿， 醒来时， 已过湖州。 到
了德清， 换乘景区专用巴士， 驶上盘山公路一
头扎进莫干山的密林竹海中。 满眼充溢的是浓
得化不开的绿， 漫山修竹， 令人神清气爽。 忽
然想起 《卧虎藏龙》 里李慕白和玉娇龙身着白
衣在竹林里持剑打斗的场景， 青绿柔韧的竹丛，
飘逸的招式， 绝无暴力血腥 ， 唯有抒情写意 ，
天人合一， 堪称经典。 影片虽不在莫干山取景，
但莫干山的竹海绝不逊色于它。

山是浩瀚的海， 竹是起伏的浪， 我们乘坐
的巴士是一头穿梭在大海里的鱼。 莫干山路窄，
坡陡， 弯急， 车快， 巴士左拐右转， 我们的身
体也跟着左摇右晃， 同行的几个女人便尖着嗓
子叫起来。 而那位中年司机， 木雕泥塑一样面
无表情， 对于这样的山路， 以及人们的尖叫早
已司空见惯。

过芦花荡 ， 沿台阶 ， 顺山势 ， 且行且走 ，
隐约听见哗哗的水声。 循声走去， 只见不远处
人头攒动， 游客骤增， 想必是干将莫邪了。

果然， 哗哗流淌的溪流右岸立着干将莫邪
的雕像。 雕像通体黑色。 莫邪身姿窈窕， 端庄
俊美， 持剑在手。 莫邪头稍右下偏， 深情注视
着身边正在铸剑的丈夫。 干将相貌英俊， 赤裸
上身， 体格雄健， 呈半坐立姿势， 身体稍向右
后仰， 置于铁砧之上 ， 右手抡捶 ， 做打铁状 。
莫邪阴柔妩媚， 干将阳刚勇武， 他们身后群山
连绵， 树木葱茏， 流泉淙淙， 这山， 这水， 这
人， 确是浑然天成。 莫干山的清凉世界里， 原
来还蕴藏着这样的侠骨柔情， 大义精神。

莫干山自然还有许多名胜之处。 这里有蒋
介石和宋美龄蜜月时的居所 “松月庐 ” 旧址 ，
还有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毛泽东主席在莫干山
上所居住过的寓所。 我看到毛泽东寓所陈列馆
里， 挂着他老人家书写的一首 《七绝》： “翻身
跃入七人房， 回首峰峦入莽苍。 四十八盘才走
过， 风驰又已到钱塘。”

翻身跃入有七个座位的小轿车， 回头却见
群峰隐入苍茫之中。 刚经过莫干山的盘旋公路，
轿车飞驰又到了杭州。 当年的毛主席， 一定是
怀着愉快的心情写下这首诗吧！ 忽然想到几年
前去过杭州， 在西子湖畔的夜色里， 听到过那
首委婉清丽的 《紫竹调》， 而当结束这次旅游，
重新回味起这首曲调时， 便对江南的山水风景，
又多了一番感悟。

□朱秀坤 文/图

莫干峰峦入莽苍

篁岭， 建于明代中叶 ， 至今
已500多年， 因其地多竹而得名，
位居江西婺源江湾镇， 静卧于石
耳山怀抱， 旧属古徽州。 不过是
一个小山村， 地无三尺平， 但勤
劳的先民硬是凭借智慧和双手 ，
在百壑群峰间开垦出了块块绵延
的梯田， 种粮食， 种蔬菜， 种各
种作物。 如今的篁岭， 除了可亲
可近的自然风光， 还有民俗可品，
有美食可尝， 更有众多古建筑等
你慢慢参观。

篾匾晒出五彩画卷

这是篁岭最能打动人心的秋
色秋景， 明艳辉煌全在家家户户
的窗台 ， 楼顶 ， 在蓝天白云下 ，
崖上老宅前。 几根长晒竿伸出户
外， 竹篾匾随意担上去， 红红的
辣椒、 黄黄的贡菊、 橙红的南瓜
片 、 洁白的萝卜干盛在晒匾中 ，
全都晾出来， 便成了百年老宅间
养眼的色块。

也许一张两张晒匾、 一户两
户人家并不能让人在意， 但几百
户人家， 错落有序地排开在落差
100多米的山崖上， 家家户户都在
那里摊晒， 一块又一块喷火的红、
流金的黄， 那般张扬与浓烈的色
调， 那种壮观与生动岂能不令人
无比兴奋与激情洋溢？

篁岭晒秋， 美的是铺陈开来
的红黄色调， 映了黑白民居， 碧
云蓝天， 给人以极强的视觉冲击；
篁岭晒秋， 也美在新与旧的对比，
新的是农妇们刚切好的辣椒、 刚
摘下的贡菊， 还有刚晾上屋檐的
玉米串稻穗串， 旧的是民居的古
朴与斑驳； 篁岭晒秋， 更美在几
何图案的和谐搭配， 家家伸出窗
外的长晒竿是一条条直线， 盛满
农副产品的篾匾又是一个个圆形，
举目远眺则是蜿蜒的层层梯田 ，
方正与圆融， 彼此交汇相互包容，
再经或蓝或橙或白或黑的大块色
彩的填充， 顿时就如传世名画惊
诧了世界。 而且仔细一看， 这画
儿又是活的， 画上有农妇在那里
翻晒， 有麻雀在那里啄食， 若将
根根晒竿比作五线谱， 一张张篾
匾就当是秋日里最优美动听的音
符了。

古树将篁岭装扮得分外迷人

除了群山环抱 ， 流水潺潺 ，
篁岭众多的古树也让人艳羡， 仅
村口就有近百棵国家一级保护树
种红豆杉 ， 有的树龄竟达 500多
年， 还有十余株1500多年的古樟
树散落于步蟾桥旁， 竟比村龄还
长， 岁岁年年， 自古至今， 见识
过古村多少人事变迁沧海桑田 ？
又有随处可见的红枫树， 香榧树、
方竹、 观音竹， 茂林修竹， 将篁
岭装扮得分外迷人。

就在这些古木荫里 ， 又富藏
了底蕴深厚的人文内涵。 走访篁
岭， 从那些深深庭院中品读镌刻
于古砖、 楠木与顽石之上的久远
故事， 从檐牙高筑的戗角、 鳞瓦
密盖的梁枋、 斑驳沧桑的马头墙，
泠泠有韵的青石板街上感知那尘
封的过往。 人与事虽然远了， 但
那脉搏还在， 文质彬彬的气质一
如既往。 这才是人们喜欢古村的
内在缘由。 随意呼吸混合了草香
与花香的清纯空气， 听听鸟鸣虫
唱， 看院墙上牵牵绊绊的青藤上
缀满红扁豆青丝瓜， 恍惚间真以
为回到了儿时的乡下老家……

人工刻出繁复雕花

篁岭有100多户古建筑， 大多
保存完好， 庄重、 大气而且严谨、
内敛， 无论规模大小也不管富户

还是平民， 无不体现出徽派的文
化和礼数。 树和堂、 六顺堂……，
总是黛瓦屏门冬瓜梁，回廊挂落花
格窗，楹联、匾额、名人字画俱全，
还一律在长条案桌上摆了自鸣钟、
花瓶和屏风镜，象征“终身平静”，
总之是沉静雅致的书香门第，终究
脱不了徽州的文化熏陶和礼数教
化。 且这些堂馆的主人还一律与
古村最出名的一对父子———清代
户部尚书曹文埴与军机大臣 、 大
学士曹振镛有关。

让我最为震撼的是那些古宅
上面的雕刻， 尤其是木雕， 祠堂、
戏台 、 民居 、 官邸的那些门楼 、
梁坊、 斗拱、 驼峰、 窗棂等 ， 无
不精雕细刻， 花边、 人物、 花鸟，
应有尽有， 反复打磨， 雍容华丽。
甚至不惜用上圆雕、 透雕、 浮雕
和线刻等多种手法装饰， 每一细
微处都诉说着徽州文化的细腻与
温婉， 令人叹服。

那天 ， 我闲坐于天街的一处
茶楼窗口， 看篁岭晒秋， 看远山
近树， 看层层梯田， 又定定地盯
住一处繁复的木雕， 任时间滴答
流走， 真是一种惬意……

蓦然 ， 清风中传来一串清亮
的笛声， 悠扬、 婉转又有几分落
寞， 竟一下唤醒了我客居的乡愁，
目光似乎穿透时空看到了童年与
故园 ， 莫非篁岭是我前世的故
乡？

有着 “中国最美乡村”
之称的篁岭古村， 涵盖了婺
源旅游的精华浓缩， 万亩梯
田簇拥， 千棵古树环绕。 尤
其是中秋过后， 挂在山崖上
的梯云村落， 粉墙黛瓦的徽
式古民居， 映了蓝天白云，
青山红叶， 家家晾晒丰收图
景， 万象华彩辉映， 点亮众
人眼眸， 全国各地的观光客
与摄影家相约晒秋人家， 无
不为 “最美乡村” 折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