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聂元松

寻访濒临灭绝的民间绝技

早春二月， 乍暖还寒， 为了拜访苗族银匠
麻茂庭， 我又一次前往凤凰腊尔山山江镇。 早
就听人说， 麻茂庭是凤凰现今为数不多的用纯
手工去做银器的民间工匠， 出自他手的器物不
仅有着上乘工艺， 而且品质纯正、 货真价实，
在一切皆趋于利益的商品社会里， 这样的人着
实不多了。

这些年来， 为一睹那些藏匿于深山的民间
绝技的芳容， 我几乎跑遍了湘西的山山水水，
然而， 每一次寻访总是在震撼惊异的同时， 滋
生感伤和遗憾， 当代高度发展的现代文明显然
还没有完全解决好如何在向前发展的同时， 保
护好散落于民间的传统瑰宝的问题， 许多民间
绝技处于濒临灭绝， 令人心碎不已。

当下国人旅游的热点目的地之一凤凰， 是
湘西苗族银饰传统制作工艺的故乡， 但在凤凰
的旅游产品市场上， 却泛滥着形形色色的以次
充好、 以假充真的所谓银饰， 纯正地道的传统
苗族银饰的生存空间却日益萎缩。 苗族银饰如
何解决生存的问题， 传统的苗银锻制工艺如何
传承？ 这沉甸甸的心事迫使我踏上了寻访最后
固守传统的银匠的旅程。

心中从未忘记家族传承和苗族
银匠的根本

一路上雾雨蒙蒙， 道路泥泞， 坡路蜿蜒，
好不容易来到了麻茂庭所住的村寨， 蓦然， 寨
子路口的一株老树吸引了我的视线， 树叶翠绿
新鲜、 树冠婷婷如盖， 树皮苍老粗粝， 与湿漉
漉的石墙石级交相辉映， 在迷蒙雨雾中宛如一
幅怀旧意味十分浓郁的油画， 夺人心目又令人
神伤……

走进麻茂庭家中， 他正在黄泥垒成的炉台
上融化白银， 神情凝重地看着银子的状态， 认
真地掌握着火候， 他的徒弟静默无言地为他拉
着风箱， 他们在无声中默契配合， 大约早已不
需要任何语言。 麻茂庭向我介绍并熟练地展示
了传统手工制银的基本步骤， 然而， 当我采访
时， 他却非常拘谨， 说话时断断续续。

麻茂庭， 1953年冬月出生， 家中世代锻银。
麻茂庭从小就在一片叮叮当当的锻银声中成长，
很小的时候他就学着父亲的样子捶打， 父亲看
着心里欢喜， 专门弄了一套工具给他和大哥学

习打银用， 就这样麻茂庭读书之余常帮家里做些
简单的活计， 慢慢学会了锻银的基本套路。 可
是， 文革时期不许锻银了， 看着父亲伤感地收起
了工具， 麻茂庭心里很难过， 但也万般无奈。

1977年， 父亲和他进入社队联办的企业专
事锻制银器， 24岁的麻茂庭正式跟父亲学艺， 正
值青春年少， 他日夜钻研， 技艺突飞猛进。 当时
有很多人看上他的手艺， 拿来银子请他加工， 他
总是按照客人的要求精心锻制， 每当看着客人欢
天喜地佩戴上心仪的银首饰时， 麻茂庭心里就充
满了成功的自豪感。

好景不长，社办企业在1982年解体，之后麻
茂庭做过裁缝、理发师，当过农科站的技术员，但
他的心中从来没有忘记过家族的传承和苗族银匠
的根本，总是抽时间学习如何把银器制作得更好，
没有原材料， 他只好走乡串寨或在集市上收购银
手镯、银盆、银碗、银筷子等旧银器……

岁月在日复一日中走过了欢欣与痛楚， 也见
证了麻茂庭的锻银技艺从青涩到精纯。 谈起今生
最满意的作品， 他说是2008年给歌唱家宋祖英
做的披肩， 为了精益求精， 他一家四口 （他和妻
子及两个女儿） 起早贪黑地做了半个月， 足足用
了2公斤银子。 担任过自治州副州长的苗族文化
学者龙文玉见多识广， 看到这件作品时， 也被那
精妙的设计、 精致的做工打动， 禁不住连连称
赞。

用粗糙的手打造着苗家女人的
美丽和自信

银，这种美丽的金属，闪耀着月亮般的光辉，
有着杀菌的作用，可以用来包敷伤口，也可以检测
食物中是否有含硫的毒素， 很多民族甚至认为它
具有避邪作用。苗族是一个充满诗心的民族，早在
先祖蚩尤发明冶炼技术制作劳动工具和兵器时，
他们就领悟到银的特性及所蓄含的高洁寓意，苗
族银饰应运而生。从上古开始，苗族有过漫长而艰
辛的迁徙，渡黄河、过长江，苗家人的足迹遍及南
中国的山林沟壑。为了不忘先祖和故地，银匠们用
自己的智慧， 天才地将苗族的图腾印记打造在银
饰上，便于认祖归宗。苗族银饰无一不是银匠根据
本民族的历史、宗教、生产、生活精心设计，通过锤
打、拉丝、焊接等十多道工序制成，分头饰、颈饰、
胸饰、腰饰、脚饰、手饰等，装饰系统全面，色泽洁
白明亮，花纹繁复多样，融格调、韵味、美意为一
体，极具文化价值和美学意境。

麻茂庭正是这千千万万银匠中的一员， 他用
一双粗糙的手打造着苗家女人的美丽和自信， 打
造着与生俱来的苗族精神。 拘谨得甚至有点木讷
的他， 谈起苗银的发展充满了忧虑。 他说假银饰
因成本低价格便宜， 充斥着旅游商品市场， 影响
了真银饰的销售市场， 银子又在不断涨价， 老百
姓越来越戴不起一整套的真银饰， 常常只能拿假
银充数， 外人不知道， 就会认为苗银并非真银！
苗银古来都是用真银做的。 虽然利润不高， 他也
只做真银子， 而且完全用手工做， 这就完全保存
了祖先纯手工打制银器的方法， 也在银饰中尽可
能完整地保存了祖先的遗传密码。 2009年， 他
被评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苗族银饰锻制技艺项目
的传承人， 美丽的光环照耀在麻茂庭的头顶上，
但他并没有因此沾沾自喜， 他还是那个沉默的苗
乡打银人， 秉承祖先的教诲， 恪守苗家的本分，
日复一日地从事着这古老的职业， 任外界喧嚣繁
华， 任世事沧桑变化……

市场已然萎缩， 纯真愈显可贵

麻茂庭说打银的生涯中， 他最值得宽慰的，
是湖南省民保中心要求他打两套银饰 （大人和小
孩的各一套） 放在省艺术馆陈列。 为此， 他们一
家四口人从2010年9月份一直忙到12月份， 共用
银17.5斤。 省民保中心来人取时， 看到十分精
美、 古意甚浓的两套银饰， 惊讶于那繁复的花
纹、 精湛的做工， 赞叹万分。 市场已然萎缩， 纯
真愈显可贵！

谈起他的生意， 他说现在一年能卖40公斤
左右银饰， 他希望生意好些就能多赚点钱， 把真
银的技艺发展壮大。 他说作为一个国家级的传承
人， 他要描绘出一套传统的苗银饰花样， 把传统
银饰制作工艺程序整理清楚， 作为苗族的宝贵文
化遗产保存下去， 对得起国家的信任。

谈起对子女和徒弟的希望， 他说要顺其自然
的天性发展， 今年22岁的大儿子在华东政法大
学读书， 不太可能回来继承他的手艺了， 他把传
承的希望放在16岁的小儿子身上， 看着一旁默
不作声的小儿子， 麻茂庭淳朴地笑着地说， 小儿
子学习成绩没有哥哥那么好， 学手艺的可能性很
大， 而且对打银子也很有兴趣， 平时放学也会学
着做， 但他也没要求儿子非学不可， 还是由着儿
子的兴趣来。 他平时也只教徒弟基本知识， 并不
太严格， 他说做手艺靠是的自愿和兴趣， 强迫是
没有用的， 师傅领进门， 修行靠个人， 兴趣才是
最好的师傅。

曾散

早上起来， 我似乎从长沙
的风信里收到了春天的来意，
阳光明媚，风开始送出温暖。 等
到夕阳把岳麓山烘托得像染了
红墨一样， 我便从局促的书屋
里冒了出来， 决定去橘子洲头
走一走。

橘子洲上有很多景点值得
一看，各色洋楼和亭台相间，好
像把历史翻到了民国时期，看
看那昔日的银行， 斑驳沧桑的
墙壁而今染上了新的气息，如
老鹰展翼一般的楼台让人渐入
诗画里的镜头。 漫步江堤，拂面
的清风少了前些日子的寒意，
放眼望去是江水汩汩的波涛，
我领略到了春天的诗意， 也庆
幸在户外感受长沙“春”的难能
可贵。

太阳不紧不慢地往远处的
岳麓山靠近，夕阳照在江面，波
光粼粼，满江碎金。 风乍起，吹
皱一江水，继而朝我袭来，带着
阳光的干燥和水波的湿润。 真
要感谢这阵风， 让我在橘子洲
上行走时拥有这一份清爽。

洲的尽处是无尽的江水，
我趴在栏杆上， 听着江水拍岸

的声响，不禁想起毛泽东《沁园
春·长沙》中的“独立寒秋，湘江
北去，橘子洲头”。 我一直认为，
于高山之巅、大水之滨，最易生
豪情。 天地的辽远和广阔，仿佛
一下子填充到了心里。 前辈曾
说，心底无私天地宽。 反过来也
是一样的。 靠在栏杆上，抬眼望
去， 高大的青年毛泽东雕像正
坚毅地注视过来。 问苍茫大地，
谁主沉浮。 我想，这样大气磅礴
的天问， 当年的毛泽东也只有
在这里才会问得出来。

我仰望着， 一步步向他走
去。

上石阶，遇望江亭。 门旁书
对联一副：西南云气来衡岳，日
夜江声下洞庭。 橘子洲上开篇
之亭，得配神来之笔！ 潇湘八景
之一的“江天暮雪” 虽无缘得
见，但这些已让我无憾。

穿过亭子， 毛泽东头像一
步步近了。 那张国人无比熟悉
的脸，面朝东南，我看不出有任
何表情，却又觉得，所有的话语
和态度都已包含在里面。 这样
一个影响中国、 影响世界的人
物， 已不需要再有任何多余的
表达了。 所有的一切，都已如他
脚底的滔滔江水滚滚而去。 他
站立在这里， 静静地俯视着这
片曾在他领导下翻天覆地的广

袤土地，一个历史的创造者，在
这里成了一位历史的见证者。
外面的日新月异，他看在眼里；
周围的花开花谢，他看在眼里；
这个熟悉的洲， 他离开了半个
世纪，却开创了一个新的中国。
如今，他又永远地回到了这里。
在这里，他静静地看着，有清风
作伴，有江水为邻，可以观日升
月落、橙黄橘绿，可以闻江声鸟
啼、 歌吟乐咏。 他拥有着这一
切，享受着这一切，对一切拥而
不有，受而不用。

不远处的那棵古树， 曾是
他和伙伴们指点江山的地方。
那已历经了180年的古木，曾分
享他们的激情， 见证他们的峥
嵘。 它一直就在这里，看着他离
去，又等着他回来。 他去过无数
的地方，开辟了一个世界，而它
一直在这里，一直在等待他，没
移动过半分。 它知道， 他会回
来，因为这里，有根，它的，还有
他的。

天慢慢黑了， 灯光渐次亮
起来，橘黄的光打在他的脸上，
我看到了柔和，祥和。 顺着他的
眼光望去， 远处是密密麻麻星
星点点的灯火，辉煌着满眼。

我踏上归程，脚下，是他、
他们以及我、 我们世代耕耘着
守护着的苍茫大地。

甘建华

进士是一种显著的文化符号

进士是中国古代科举殿试及第者
之称， 也是科举考试的最高功名。 隋
唐时， 凡应试者谓之举进士， 中试者
皆称进士。 元、 明、 清时， 贡士经殿
试后， 及第者皆赐出身， 称进士。 且
分为三甲， 一甲3人， 赐进士及第；
二、 三甲， 分赐进士出身、 同进士出
身。

在许多家乘、 族谱上， 经常可以
看到“岁进士” 这三个字。 其实， 岁
进士不是殿试进士， 而是岁贡生的别
称， 连举人都不是， 二者有根本区
别， 不在一个档次上。 据统计， 从隋
朝大业元年 （605） 的进士科算起，
到清末光绪三十一年 （1905） 正式废
除科举考试制， 1300年间， 文科和武
科产生了700多名状元、 近11万名进
士、 数百万名举人， 秀才就更不计其
数了。 十年寒窗苦读， 头悬梁， 锥刺
股， 为的是什么？ 就是为了中进士！
中了进士， 就可以进授爵位， 封妻荫
子， 显赫当代， 留名青史。 这一辈子
就算捧上金饭碗了。 所以， 《儒林外
史》 第十七回写道： “读书毕竟中进
士是个了局。”

进士代表了一个时代、 一个地方
的最高文化教育水准， 是一种显著的
文化符号， 也是一种重要的历史资
源， 可视之为软实力的象征。 在旅游
业异常发达的今天， 进士及其尚存的
进士及第甚至成为了一种招牌， 吸引
着人们前往观瞻景仰。

刘蜕并非湖南历史上
第一个进士

说到进士与湖南的关系， 就必然
要说到“破天荒”。 “破天荒”， 旧时
文人常用来表示突然得志扬名。 现在
则用来指从未有过或第一次出现的新
鲜事。

谁不会说“破天荒”呢？ 谁不想“破
天荒”呢？其实这个词与我们湖南有着
莫大的关系。 这个典故出自宋代孙光
宪《北梦琐言》第四卷，说的是唐朝时
期，荆南地区（现今湖南）派人参加京
城会试， 四五十年竟没有一个考中进
士。 于是，人们称荆南地区为“天荒”
（意指湖南荒凉而落后）， 称湖南考生
为“天荒解”。唐宣宗大中四年（850）庚
午科，长沙人刘蜕成进士，时人称之为

“破天荒”。 镇守荆南的魏国公崔铉大
喜，派人送上一笔“破天荒”钱，据说达
十七万（未知具体计量单位）。 刘蜕不
肯接受，并致书以谢：“五十年来，自是
人废！ 一千里外，岂曰天荒？ ”

因为这个典故， 历代都以为刘蜕
是湖南历史上第一个进士， 就连清代
湖南著名学者皮鹿门也言之凿凿 ：

“唐开科三百年， 长沙刘蜕始举进
士。” （《师伏堂未刊日记》） 王先谦
《湖南全省掌故备考》 也持此说。 以
讹传讹， 流毒至今。

其实， 刘蜕之前， 湖南已有15个
人中了进士， 甚至还有中了状元的。

“破天荒” 者实乃唐玄宗开元十八年
（730） 庚午科进士长沙人欧阳稚， 他
比刘蜕早了整整120年！ 衡阳的第一

个进士罗玠， 唐德宗贞元五年 （789）
己巳科及第， 比刘蜕早了61年！ 唐文
宗大和元年 （827） 丁未科 ， 延唐
（今湖南宁远县） 李郃状元及第， 比
刘蜕早了23年！

湖南科举史上有两个
人才录取高峰

在湖南科举史上， 有两个人才录
取高峰。 一是在南宋时期， 文化中心
南移， 加上湖湘学派的发展， 湖南在
文化、 政治、 经济上的地位显著提
高； 一是晚清时期， 接续宋代人文传
承， 文风鼎盛， 更由于湘军崛起及其
对湖湘后学的大力提携， 这时科举人
才高峰更为显著。

据 《湖湘文化大辞典》 （湖南人
民出版社2006年1月版） 载， 自唐代
至清代籍贯为湖南或寄籍湖南的进士
共计2432人， 其中唐代27人， 五代4
人， 宋代948人， 元代143人， 明代
565人， 清代745人。

进士一甲前三名分别称状元（或
称“殿元”“廷对第一”“廷试第一”“殿
试第一”）、榜眼、探花。 长沙天心阁《湖
南历代状元名录》载有15名状元，分别
是：唐朝李郃，北宋王世则、朱经贯、莫
俦，南宋易祓、王容、吴必达、贺德英、
乐雷发，元朝曹一本、何克明、霍希贤，
明朝黎淳，清朝彭浚、萧锦忠。《湖湘文
化大辞典》载有8名榜眼：路振、何询
直、牛宗孟、李祁、周声澍、黄自元、曹
诒孙、夏寿田；8名探花：张公大、 曾朝
节、 何凌汉、 石承藻、 胡达源、 谭鑫
振、 郑沅、 王龙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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