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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竹峰

天气晴正，不冷不热，树叶浓密，揉碎
阳光，一点一点细细洒下，微风吹过，地上
若有流金。鼻底有炒货的味道，板栗、花生、
瓜子炒熟的清香交融在一起。老房子残损
如旧画，青砖白墙绿苔又似乎是梦。黑白色
的梦，斑斑驳驳，一个又一个片段，不成记
忆。

“二十余年如一梦，此身虽在堪惊。”三
十余年如一梦，四十余年如一梦，八十余年
如一梦。张恨水有小说《八十一梦》，借梦写
世事，多年前在乡下读过。多年前读过的还
有《红楼梦》《青楼梦》《玉楼梦》，一梦复一
梦，绮楼重梦，虚虚实实。人生如梦，白日
梦，黄粱梦。文学更是白日梦、黄粱梦，要的
是叶底藏珠，朝露之珠。人生如梦亦如戏，
戏是对酒当歌，也是春秋大梦。

小心翼翼嗑着南瓜子，听戏。演的是三
国故事。锣鼓咚锵，墨玉碎作金石之声，阳
光从云层冲决而出，依稀河山郁闷。听着听
着，恍惚间成了舞台上一人，是老生，九州
皆在眼下，侯门深如海。长亭外，草木深深。
想起陈与义《临江仙》：

忆昔午桥桥上饮，坐中多是豪英。长沟
流月去无声。杏花疏影里，吹笛到天明。

二十余年如一梦，此身虽在堪惊。闲登
小阁看新晴。古今多少事，渔唱起三更。

“古今多少事，渔唱起三更。”戏曲也是
三更渔唱，得农闲之香。瓜子、板栗、花生炒
熟的气息，磨粉、蒸糕、点豆腐的气息是农
闲之香。深植于日常烟火人生的，不过一边
柴米油盐酱醋茶，一边吹拉弹唱诗书画。

阅世一深，感悟也多了，风动窗竹的少
年光景心心系念，挥之不去。越来越惦记野
泉深涧、芒花山风的时光。记得一枚闲章印
文，真是绝妙好辞：

我是个村郎，只合守篷窗、茅屋、梅花
帐。

岁月倥偬，篷窗、茅屋、梅花帐像云彩
一样飘逝而去，好在戏里有采采流水，有蓬
蓬远春，有大道多崎，有平淡如水。旧时王
谢堂前的燕子，停驻在寻常人家的房梁，怀
揣依恋，藏着心绪，萦回传奇。

少年心性跳脱，喜欢那一幕幕跌宕一
幕幕起伏。现今慢慢体会出戏如人生，别有
洞天。管弦丝竹锣鼓，张灯结彩，暖暖的，最
热闹最怀旧。戏之美，从来享受。时代变了，
然芳草多绿，芳草多愁，心扉一遍遍洒下旧
戏词，也算是清福。

旧古典的气韵与笔墨纸砚的清香渐渐
稀薄，乡野间零零碎碎的片言只语，一不留
心被风吹散了，幸有戏台陈年岁月的传奇
慰情。人间万事消磨了还有个寄托，无忧无
喜。

戏之色、戏之音，是古中国霜笼月罩的
山水气韵。在遥远的旷野、陌生的街道、苍
旧的戏楼中一次次走进戏之美。

听戏归来，满天星斗，《鸿门
宴》《苏武牧羊》《文姬归汉》《水淹
七军》《薛仁贵征东》《薛刚反唐》

《杨家将》，一曲曲传奇是往昔的注
脚、旧日的底色。月落乌啼时分有
些寂寥，风雨如晦或者天朗气清，
枯坐鸡声茅店，也或者得享华衣玉
食。阶前冷霜满天，人生已处秋景，
忽有所悟，心中一怔，生出戏里的
况味，生出戏里的气韵。一时解脱
又爽然若失。

山风徐徐吹过耳畔，夜色笼罩
大地，时光抹去所有悲欣恩仇。山
河入梦，古事入梦。我等匆匆过客，
岸边此生此世此情此景亦不过被
命运之线牵扯而出，或者木然或者
欣然。人生如梦，人生也如戏。

《击缶歌》之缶，指的是瓦器，古人用来
盛酒浆。《说文解字》上说秦人以缶为乐器，

“鼓之以节歌”。古代民间多好叩盆拊瓴，相
和而歌，怡然自适。农人春耕夏种，秋收冬
藏，息于瓴缶之乐。一剑长歌坐榕荫，三杯
击缶生豪气。

遥想当年，一些身着兽皮的先民，围坐
篝火堆，一边断削树枝竹竿，一边唱着《弹
歌》：“断竹，续竹，飞土，逐宍。断竹，续竹，
飞土，逐宍。”

太阳在山与山之间来来往往，从东头
到西头。一众先民也在林下来来往往，弯弓
搭箭走进山林。归来后，卸下刚捕杀的野
物，不顾一身腥气，重新燃起将熄未熄的篝
火，切开那野物投入火堆，不多时，香气四
溢。老老少少越发意气风发，再一次齐声高
唱《弹歌》。

最初的戏词在部落之间回荡，族人们
一次次尽欢而散。时间往下，胡笳长笛伴随
着击缶之歌在历史上空经久不息。

岁月码头上，权谋崇峻，兵法险诈，粉
墨深厚，黑箱内幕一场场。击缶之歌，到底
太柔太轻，常常被金戈铁马淹没了，慢慢离
我们越来越远，时间遥远，空间也远。但好
在击缶之歌不绝，在兵马退去后，一次又一
次响起。

吴昌硕的画，有这样的题识：“有花复
酌酒，聊胜饥看天。扣缶歌呜呜，一醉倚壁
眠。酒醒起写图，图成自家看。闭门空相对，
空堂如深山。”

贫寒岁月里，扣缶歌呜呜。自得酒意自
得醉意，宣纸上百花盛开、林木妖娆、瓜果
飘香。一回回听戏的时候，心境也近似吴昌
硕。恍惚里，辽远而深邃的击缶之歌一下子
可望可即可触可摸。礼乐盛世的风景，跃然
眼前：

“五更三点望晓星，文武百官上朝廷。
东华龙门文官走，西华龙门武将行。文官执
笔安天下，武将上马定乾坤……”

这是纯洁浩荡的清平世界，也是幽深
凉意的清风明月与美轮美奂的古代中国。

戏文如水。多少回，夜幕垂下，
多少回，街巷假寐，只有远山薄雾

如细水长流，咿咿呀
呀的唱腔在夜空里明

灭幽暗透亮，像是风雨苍黄的旧日河山。
春暖花开，那戏听来是一枝牵引着春

风的梅花。
夏天的时候，戏词仿佛一枚沾着阳光

和露水的枇杷。
秋风起，稻谷黄，坚实朴素的男欢女爱

越发丰腴肥实。
冬日看戏，一折折曲子仿佛剥开的橘

瓣，又甜又香。
世人常说人生如戏戏如人生，其实人

生漫长荒凉，不全是这样。戏里时光一瞬而
已，现实的一辈子好几十年甚至百来年。那
些爱恨情仇是非成败淹没在时间的茫茫烟
水里，成了戏文成了传奇成了梦忆。

读一部书，看一台戏，可喜处欣然忘
忧，即便无味也不会嫌憎，取其一时快意就
好。古人感慨：“堪嗟击缶千秋壮，莫道挥毫
两鬓星。”清人孙枝蔚赠友诗云：“书空耻咄
咄，击缶歌呜呜。不为今离别，焉知昨欢
娱？”都有很好的意思。一阕《清平乐》，一曲
击缶歌。正是篱下瓜田的本色，其或庶几近
之，亦是本怀也。

这是一本意外之书，也是一本偶然之
书。人生有很多意外很多偶然，忧喜参半。
人生太平淡，在戏里摆脱无聊；人生太曲
折，在戏里寻找共鸣。有幸得到多位剧种传
承人与从业者的帮助，他们像是敦煌壁画
的创作家，让我获益良多。我并没有太多的
戏曲知识，本书所写不过一己之言一己之
感。

戏剧是绚丽的灿烂的，如松间明月、石
上清泉，近于天籁。粉墨与戏服是往昔的故
事往昔的颜色了，手艺的黄昏也或者是手
艺的黎明。夕阳与晨光照耀大地，又新鲜又
悲壮，人间透亮。

白居易作诗力求明白，常念给乡下老
妇听，人不懂就改。然翻阅《白氏长庆集》，
终有诸多难解之处，戏文却常常让乡民落
泪，替古人担忧。戏里有民间礼赞。至于胡
竹峰的文章写得如何，好还是不好，实在无
关宏旨吧。借用郑板桥的话：“有些好处，大
家看看。如无好处，糊窗糊壁、覆瓿覆盎而
已。”

（作者系著名散文家、安徽省作协副主
席。本文系其新著《击缶歌》序言，安徽文艺
出版社2020年7月版。）

洋中鱼

舜帝

外地人若要认识永州，我想首先
应该从一座山开始。

这座山名叫九嶷山，位于永州之
野的宁远县。这座山与一个人有关，这
个人名叫姚重华，后来被尊称为舜帝。

很难想象，一个屡遭父亲和继母、
弟弟陷害的人，能够做到不计前嫌，一
如既往地侍奉父母，友爱兄弟，甚至在
自己登上帝位后，还封曾经陷害自己
的弟弟为诸侯。令人欣慰的是，他的弟
弟象后来痛改前非，并造福一方百姓。

难怪乎，《尚书》云：“德自舜明。”
难怪乎，司马迁在《史记》中这样写道：

“天下明德，皆自虞舜始”。
这位大德大智之人，晚年从中原

出发，南巡到潇湘，一路体察民情，后
来因长途跋涉劳累而逝，魂归九嶷山。

他的两位妃子娥皇和女英，不远
千里寻夫到九嶷，一路啼泣，泪洒斑
竹，成为千古绝唱。

于是，九嶷山既成了中华道德文
明的发祥地，也成了中国古老爱情的
发祥地。

怀素

他是唐朝的一个神，书神；也是唐
朝的一个鬼，酒鬼。

因为儿时贫穷，他出家到寺庙，抄
写经书。

他一生只有两大爱好：喝酒，写
字。

酒让他迸发出活力，写字让他找
到皈依。

后来他寄居零陵城外的一间寺
庙。寺庙坍塌了，僧人散了，只有他留
了下来，守在残剩而狭小的房间里，醉
舞浓墨。

为练字，他先是捡别人丢弃的纸
片，无奈纸片来源有限。后来，他见一
人卖蕉，便突发奇想在寺庙周边种植
大量芭蕉，用蕉叶当纸，运笔如龙蛇翔
舞……

蕉叶被他写烂一片又一片，写了
一年又一年。

因为蕉叶不能及时生长，他就找
来木板代替。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
木板被他写穿时，他已经成名。离

乡前，他斥资修葺了坍塌的庙宇，并命
名为“绿天庵”。历年来一支又一支毛
笔被他写秃，居然堆积成山，便埋在东
山东麓，被后人誉为“笔冢”。一泓清泉
积成的小池子，因为他长年累月洗毛
笔，导致池水墨黑，被称“墨池”。

原本十分普通的芭蕉，被他赋予
了文化的含义。

他与比他大 62 岁的张旭，同样醉
酒，同样挥毫，被后人称为“颠张醉
素”。

柳宗元

一帆风雨路三千。
从长安到永州，每一个驿站都是

翻江倒海般的思绪，都是沉甸甸的离
愁。

革新的梦想虽然被霜雪冻僵，但
种子依然在心里窜动、奔走，在骨子里
发芽、成长。

慈母虽然撒手人寰，幼女也已夭
折，但她们的形象在龙兴寺的屡次失
火中愈加明亮。在那火焰的罅隙中，流
淌着人情的冷暖、世道的沧桑。

改冉溪为愚溪，构筑“八愚”小景，
郊野寻迹，履痕蜿蜒成《永州八记》。山
水之间，藏一桌盛宴，一帘清梦。

一种黑白相间的蛇，一篇文章，一
句“苛政猛于虎也！”挥毫为剑，令中唐
盛世的琉璃瓦发出哆嗦般的震动，那
声音如同一支悲惨的琴弦，在千年时
空中不断穿越。

雪，落在大地，落在江河，愤世嫉
俗的思想，忧国忧民的情怀，如一只受
伤的鸟，掠过心空，绝迹于天际。

一条小船，一顶斗笠，一件蓑衣，
一根钓竿，把“千万孤独”隐藏。

周敦颐

人，走了千年，不朽。
花，开了千年，不败。
有人说，它是都庞岭的一个敞岩；

有人说，它是道州城西的一个天坑；有
人说，它是潇湘大地的一只眼睛。

雄伟高大，东低西高，两洞口相通
相望，岩顶敞开。泉水滴落，声音如天
籁。自东而西，循步渐行，抬头望天，初
始如一弯月牙儿，为上弦月；再前行，
月随人变，丰盈为半月；继续，置身于
东西两洞门中间，蓝天当顶，为一轮满
月。

“动而生阳，动极而静，静而生阴，
静极复动。”

一洞三月明万古。其中玄机，只与
有缘人。

一朵花，托起一个人。不是观音，
胜似观音。

“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
这是花开的过程；“中通外直，不蔓不
枝”，这是花开的形状；“可远观而不可
亵玩焉”，这是花开的个性；“莲，花之
君子者也”，这是花开的品格。

站在花前，我思绪翩跹……

我爱家乡
辰龙关

雄黄

白云绕着马蹄飞。
当写下“天下第一关”五颗字时，
尘埃扬起，弥漫辰龙关重重山

峦。
青石小径，当年伸出千里加急的

舌头后，
就再也没有收回。一头连着皇家

国脉，
一头连着滇黔川黎民，苦难的命

运。

沿途站立的两块大石头，是天生
的两扇门户，

打开就是我的家：以景铺垫，花
香引路，

世外桃源的美，需要你净手端起
一杯碣滩茶，细尝慢品一辈子。

会仙桥上，神仙早已离开多时。
桥上全是闲逛的游人，和纳凉的

农夫，
加上嬉笑打闹的孩子们，
整个人间生活完美的韵脚，全部

押在这。

我爱这里的山，这里的水，这里
的茶，

一草一木，都奔涌血管中。
我要好好地爱家乡，守护好这个

驿站，
因为这里是——通达幸福生活

的必经之路。

词三首
亚舟

苏幕遮 秋愁
叶初黄，天渐爽，风送清凉，湖上

轻波荡。丹桂含苞痴待放，箫笛悠悠，
谁在村头唱？

计年年，空月朗，寒暑轮回，人欲
朝何往。芳草萋萋枯又长，白发新添，
秋在心头上！

声声慢 相约故乡行
天高气爽，叠翠流金，浮丘依旧

苍苍。瓜丰果熟，梧桐片片添黄。村头
溪畔金桂，到而今，岁岁犹香。卅年
过，问君犹记否，折桂当枪？

人世漂零聚散，叹孩提同伴，天
际茫茫。剩鱼虾，空戏故里池塘。哪堪
晓风残月，恨绵绵，长醉他乡。更料
得，再归时，发鬓满霜!

水调歌头 又梦戍南京
年少东征去，负戟到吴关。乌衣

巷内挥剑，明孝赏梅兰。玄武湖中击
浪，白鹭萦舟弄曲，长啸水云间。此景
今犹在，梦里又重看。

倚窗望，空渺处，月星残。麓山莽
莽，今古千载旧河山。谁道英雄难觅，
再引金戈铁马，前路任阑珊。直捣将
军府，尘卷几重弯。

姜满珍

随著名作家聂鑫森、万宁一行畅游千年历史
古镇朱亭。这也是我童年、少年生活的乐园，往事
如烟，回忆起来如诗如画，如火如荼。

我出生在朱亭镇的湘江河畔下游几公里处
的农民家庭，祖祖辈辈过着布衣蔬食的生活。
奶奶早逝，改革开放以来，爷爷、父亲、母亲除
了种好自家的稻田以外，大部分时间就花在家
门口湘江河畔的自留地上。金黄色、椭圆形的
花瓣，绽放在绿油油的花生苗中；芝麻开花节
节高，那种丰收在望的喜悦时时让你感受；黄
豆、黑豆、绿豆都长得极为茂盛，收割以后还要
把掉在地里的零星豆子也拾回去；红薯苗爬满
一地，相互缠绕蓬勃生长，直到主人一把割去
喂猪喂牛。自留地上长满了四季时令蔬菜，应
有尽有，农村的烟火气息让人觉得生活是多么
美好，只要勤劳肯干，你就有吃住用的保障。父
母亲所有的劳动成果都能拿到朱亭集市上予
以兑换，换回柴米油盐、儿女们的学杂费用以
及家庭其它开支。

记得我曾经数次跟随大人去朱亭集市，那
时，人山人海，热闹至极。有来自攸县、衡东、醴
陵、湘潭等外地的商贩，将各种商品汇集一起让
赶集的人们各取所需。我有一个舅舅，说话声音
时大时小，时嘶时哑，常常从“远隔千里”的湘潭

马家堰挑着篾织的簸箕、栏
盘、筛子来赶集，有时坐轮船，
有时步行，先天晚上还要来我
们家住一晚。母亲非常疼爱有
点残疾的弟弟，到朱亭来赶集
是姐弟俩最美好的相聚时光。
母亲总是把好吃的东西留一
份，等着舅舅吃。二三十年过
去了，舅舅早已去世，一说起
心爱的弟弟，母亲的眼睛就是
红红的：那时真苦，幸好有朱
亭赶集，没钱了只要你勤劳，
总能将地里的庄稼变换几个
钱来支撑这个家。

父母亲还有一个不同于
他人的赚钱方法，就是母亲起
早贪黑没日没夜地去网鱼捞
虾。早上网完鱼虾回来还要去出集体工，晚上散
完集体工有时也去网鱼虾，直到夜色苍茫，哥哥
们放学了，吃完饭去接勤劳的母亲回来。回来后
还得把鱼虾挑拣干净，然后用火稍烘干一下，第
二天一大早父亲挑着红红的虾子、嫩嫩的小鱼、

水灵灵的蔬菜去朱亭镇赶早
市。

那时的朱亭集镇方圆几
公里，有干部、军人、工人、渔
民、菜农，是一个繁华的“小南
京”，所有的新鲜农产品总是
销售一空。吃完早饭我在门槛
上玩，掂起脚尖就能见到父亲
从河堤上挑着空空的撮箕高
兴而归。每次他都会为唯一的
女儿买点油饼、糕点、糖之类
的东西吃。

岁月匆匆，三个哥哥很快
成年了。大哥背有点驼，应该是
脊髓灰质炎的后遗症。大哥十
多岁就随爷爷、父亲在朱亭集
市上卖东卖西，摸爬滚打多年
后，做啥生意都能赚到钱。他先
是做木材生意，后来改做砂卵
石生意，从朱亭集市走向了渌
口、株洲……二哥天性忠厚善

良，经常去接晚归的网鱼网虾的母亲。看着父母
亲如此辛苦，他发愤读书，想通过读书跳出农门，
后终于如愿，让父母亲稍稍松了一口气。三哥考
上了高中，听说被人更换，只好随大哥去朱亭集
市“锤炼”，学习经营木材生意，后改做水电安装，

又做不锈钢制品，现在在一家民营企业做修理
工。

三个哥哥都已离开了原有的土地，来到了株
洲市区安家落户，开枝散叶。每一次回老家，哥哥
们无不记起朱亭集市带给我们的快乐，大哥说得
最多的，是善良的爷爷等着买菜的人回来取落下
的伞。要等到集市人全部散尽，若没等到，下场再
继续等，难怪爷爷活到93岁才寿终正寝。近期大
哥荣归故里，在自家的宅基地上拆老房建新房，
母亲开心地念叨着可以落叶归根了。

朱亭集市过去孕育了一大批走南闯北的生
意人，尤其黄龙桥一带，走出了很多在芦淞市场
做服装生意的大老板。现在的朱亭集市较之以前

“车马人稀”很多了，因为许多生意可以线上进
行,线下发货。近期浦湾村的甜瓜在网上直播销
售，生意火爆。朱亭现代农业有限公司的农、林、
牧、渔等项目的成果很大一部分都将走上这条销
售渠道。

朱亭的集市旧貌换新颜了，它给予我们全家
的影响刻骨铭心，犹如“阳春布德泽，万物生光
辉”，我想从朱亭集市附近走出去的或许都有此
同感。曾经的朱熹讲学、张飞栓马、人工林海誉满
神州，古樟古井古街古码头无不为朱亭集市带来
了神秘而又辉煌的色彩。而我，则盼着大哥和母
亲早日回到老家生活，又能常常去朱亭集市感受
儿时的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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