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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水

古道，即便还存在、能通行发挥作
用的古道，在中国这个有着五千年悠久
历史的文明古国里，又何止一条？

徽杭古道，唐代始建。全长有两种
计算法，一种是自安徽省绩溪县伏岭镇
起，止于浙江省杭州市临安区清凉峰基
田村，全长20余千米；一种是自安徽省
绩溪县临溪镇湖里村起，经仁里、汪村、
瀛洲、龙川，到伏岭镇的湖村，经江南
村、江南第一关、遥遥岭、马头岭、雪堂
岭，到浙江省杭州市临安区马啸乡止，
全长75千米。

如果将道路比喻成河流的话，那
么传统意义上的、全长 6440 千米的
陆上“丝绸之路”就是长江，全长
3800千米的“茶马古道”（不含缅甸、
尼泊尔、印度路线，仅中国境内）就是
黑龙江，而即使以全长 75千米来计
算的徽杭古道，不过就是一条微不足
道的袖珍河流。

有道是“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
不在深，有龙则灵。”从这句话延伸下去
便是：路不在长，有人就“行”。徽杭古
道虽短，同样在历史的长河里流淌。

徽杭古道，曾经是徽商和浙商互通
贸易的重要通道，产生过巨大的政治、
经济、文化作用。徽杭古道依龙须山，
傍登源河，穿新安江源头逍遥河，沿途
一些村落、关口、茶亭、石径、栈道、桥
梁、树木等，其年龄担得起一个“古”字，
让人感到古色古香，古意盎然，是一条
集自然风光与深厚内涵文化为一体的
走廊。2013年，不太著名的徽杭古道
与著名的茶马古道等，同时被国务院公
布为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道路的道，既是道路，也是方向、方
式、方法，古道亦是。“要想富，先修路”
不是今人的发明。

徽州“八分半山一分水，半分农田
和庄园”，风景虽好，在农耕时代，因为

耕地面积少，却是一大弊端。要想活下
去、活得好，很多徽州人选择走出去。

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既然山
的西边是穷乡僻壤，山的东边是富庶天
堂，那就往东，往东。

往东的路不好走，去富庶天堂须登
“天梯”过关隘，徽杭锁钥的江南第一关
径通江浙。

公元1836年的一天，13岁的羸弱
少年顺官，肩扛手提行李来到清凉峰脚
下，他停下脚步，歇了一会，回首向来的
方向看了一眼，便拾级而上，攀登他人
生中的第一个关口。为生存计，少年顺
官是没有心思数从岩脚到关口的台阶
有没有1400级，只觉得好高、好陡，好
像通天的梯子，他心悸目眩，扪壁缓行，
涧水潆洄跌宕，时而涓细飘逸，时而湍
急成潭，他哪敢俯视？磨盘石、天官石、
将军石、顺帆石等怪石嵯峨，他也无心
情观赏，只觉得脚下的路，向上的路，好
长，好难走。

羸弱少年姓胡，顺官是他的幼名，
官名光墉，字雪岩，即后来的红顶商人、
徽商代表人物胡雪岩是也。

徽杭古道上走过三个胡姓绩溪
人。胡雪岩之前，有以率俞大猷、戚继
光等大将抗击倭寇著称的一代名臣、明
朝兵部尚书胡宗宪；胡雪岩之后，有以
倡导白话文、领导新文化运动闻名于世
的“我的朋友”胡适胡适之先生。

一条古道，既是一条道路，又何尝
不是一棵树，好大一棵树。我们走在先
人开辟的徽杭古道上，在观光、探险、健
身、求知的同时，无疑也提高了当地人
或相关旅游、商业、服务从业人员的收
入。

我们在徽杭古道这棵大树下乘凉，
我们的后人还能不能在这棵大树下乘
凉？这取决于我们以什么样的态度对
待，这也是一种“道”。

□钟小华

古道之道

住在土楼子里的阳产村民，都添
了看人的毛病。村口的凉亭是看人最
集中的地方。总之是看，大致可以分
为三类：半倚在美人靠上守着日头为
看人而看人的人；在路边兜售自家的
茶叶、笋干、山芋等农产品的人；在人
群中穿梭手里摇着小旗当导游的
人。六十六岁的郑树林老汉属于后
者，不过没摇小旗，身后多了一个小蜜
蜂扩音器。

阳产导游算是农民自主创业的一
个典范。来黄山歙县阳产看土楼不需
购门票，收费的只有景区公交。这种
开放式的游览，村民导游应运而生。
一次30元，对那些放下笤帚就举起小
旗的导游来说不便宜，对郑老汉而言
不贵。

郑老汉的导游不仅仅为游客带个
路这么简单。郑老汉又黑又瘦，腰间
的小蜜蜂让他有了土楼最响亮的声
音；架在头顶的眼镜，让说着浓重的方
言的他显得很潮很酷；疾风一样的脚
力，走哪说哪，一天爬上跑下两三万级
台阶脸不泛红气不大喘。更有甚者，
是与他年龄不相称、几乎爆棚的自信
心。介绍土楼大有指点江山的气势，
这座土楼活了二百多岁，那座土楼曾
经拍过两部电视剧，这座三层五角挫
磅楼，论辈分称得上是美国五角大楼

的小叔……郑老汉这份自信心源自对
这片土地的熟稔和他被中央电视台两
次报道的底气。自然，靠山吃山的郑
老汉时刻不忘推介自己的农家小院。
他说，土楼每一个地方都是最佳的拍
照位置，而最最最佳的位置是观景
台。观景台在哪？呶，他手一指，见着
山腰上那颗大枫树没有，观景台在枫
树下，枫树在我的家门口，我的家在村
里最高处。我家的观景台可是阳产的
网红地哩。

这种宣传效果是明显的，小小的
观景台常常人满为患。观景台原来是
村里的变电所，后来变电所移到山里，
郑老汉买了下来，把七八平方米的屋
顶做成了观景平台。独特的地理优势
让观景有了开阔的视野，竹匾里晒着
彤红的柿子、橙黄的玉米、碧青的绿
豆，让拍摄有了更丰富的取景空间。
不管上来观景的人愿意不愿意听，郑
老汉总是不停地讲解着欣赏视角、构
图要领，还一定将客人带进家里，指着
满墙的照片一一介绍。这是南京劳许
老师拍的《土楼的天空》，多美。这张
《晨曦》，获第五届特克斯国际摄影大
奖赛优秀奖，就是余维旺老师在观景
台拍摄的。介绍这些照片时，郑老汉
特别自豪。

郑老汉喜欢刨根问底的人，他有

一肚子的话，在土楼里绕上三圈也说
不完。如果有客人在他的网红地住上
一两晚，他会让老伴炖上一只土鸡。
郑老汉从不喝酒，倒是常常陪客人聊
天，话头一起，就收不了口。说阳产像
一个燕窝一样结在半山腰，如何左青
龙右白虎前朱雀后玄武，是个藏风聚
水的好地方；说“有福之人歇土墙（即
土楼）”的诸般好处；说他的农家院的
吃住、导游、摄影观景一条龙服务，说
他做生意先做人的经营法宝……正说
着，郑老汉突然跳将起来，窜出屋子，
对着落日一阵猛拍。再回到酒桌上，
他会加客人的微信，将他的摄影、抖音
发给客人看。

郑老汉有三十多个群，2000多个
微信朋友，许多人就是看了他的照片
一次又一次来阳产，滚雪球一样，一拨
接着一拨。他的客人大多是回头客，
回头客就是朋友。郑老汉对朋友说话
是掏心窝子的：为阳产村带来福运的
不是什么风水好。自一百世祖孟留公
由歙县定潭迁居阳产，到我这辈已经
是 115 代，一直以采茶种桑为生。
2012年以前，一年辛苦到头，刚够填
饱肚子。现在，我们老两口搞农家
乐，一年收入五六万，是之前的十多
倍。都说土楼好，以前白送都没人
要。如果不是政府的保护、开发，土

楼可能全拆了。现在来看土楼的人成
千上万，还有来买的、来租的，守着土
楼就能挣钱。要说福运，那是赶上了
好时代……

朋友微醺，郑老汉说得越发来
劲。有时他自己分不清这些话是说给
游客听，还是说给自己听。在朋友眼
睛里，阳产土楼是藏在深山里的东方
生土建筑文化艺术瑰宝，是凝固音乐
是立体的画卷，是皖南最后一片净
土。对郑老汉来说，土楼不仅仅是祖
先的遗产，也是过去艰辛、苦难日子
开出的花，是他生命的维系。因此，
郑老汉抱定这样一个理念：必须做好
自己的事情。他除了抓阄当导游、打
点他的农家院、去地里种油菜玉米山
芋、喂猪，就是拍照片发朋友圈。太
阳每天都是新鲜的，观景台上的景色
每时每刻都是不同的，阳产人的生活
也是一天一个样。将土楼人原汁原
味的日子推出去，成为郑老汉的追
求，为此他换了几部手机。

闲下来的时候，郑老汉会定定地
站在观景台上，看岭上白云，看山涧流
水，看看不够的土楼，看陌生的熟悉的
游客，看那些看人的乡亲。住在土楼
子里的阳产村民，都添了看人的毛
病。他们把来看土楼的人当做了风
景，自己也成了风景……

□沈成武

郑老汉的观景生活

山南水北谓之阳，产在当地方言里
意为陡峭。阳产自然在山之南，北有新
安江水浩浩汤汤，润泽一方。

远眺阳产，裸露着黄色泥石土墙的
二层土楼，依偎着山势，参差错落着向
阳而建。以碧空青山为幕，斑斓秋黄为
缀的阳产之秋，就在金秋十月里抵达了
它的盛世芳华。

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深处有人
家。山区的村落，宛若断了线的明珠，
散落在皖山徽水之间，以水墨画的形
式，隔着薄薄雾霭若隐若现。沿着青石
铺就的山路，数着星星点点的紫色扁豆
花，溯溪而上的水边，还残留着一二枝
野生的鹅黄菖蒲。阳光温柔且灿烂地
投射在远方，土黄碉楼黑色小瓦就在山
腰间清晰可见。我们裹住秋风，逐渐深
入层林尽染的徽州山野，满目绿波涌
动，橘黄明媚。

这是秋天的山色，绿叶里夹着橙
黄，黛色中透着焦黄，经霜的乌桕业已
泛红，三角枫和银杏叶一起随着秋风翩
翩起舞。山峦在这红黄绿黛的杂揉中
层次分明，分外养眼。有道是：树树皆
秋色，山山唯落辉。秋天的美，美在深
山，譬如名满中华的香山，空寂静美的
栖霞山。

进入阳产村，那赤橙黄绿青蓝紫的
秋意可就更加浓郁了。东家屋檐下挂
着一串串火红的辣椒，西家的廊柱前垂
悬着黄灿灿的玉米棒子。这里堆着拖
泥带土暗红色的芋头，那处随手摆着几
只圆滚滚的大南瓜，水桶一般粗壮的冬
瓜，浑身披着白霜，不声不响地蹲在竹
篱笆旁。口径不一的筛箩，盛放着绿
豆、黄豆、江豆、芝麻、花生米，山核桃，
纷纷被请出家门，呈到了晒场之上。山
村随处可见一树被秋阳催红的柿子，如
小灯笼般高高的悬挂在枝头，喜气逼
人。

阳产的出名，皆因这一箩箩晒秋。

据说，有摄影师途经此地，被如此色彩
缤纷的盛大场面绊住了猎艳的脚步。
几日静默的蹲守，一帖帖古村美色就流
出了大山，成就了阳产晒秋的美名。

我和我的团队就是受这些彩色默
片蛊惑，慕名而来的。这个自带神秘色
彩的皖南土楼群，有着桃花源式的历史
意味。二百年后的今天，出走他乡的游
子蜂拥而至，于人生暮年，站在时代的
路口回味起乡愁，重温难以忘怀的乡土
情怀。

好在，阳产的秋，还是几十年前的
丰盛景象。百十来口留守的人们，还在
勤劳地开荒种地，过着日出而做日落而
息自给自足的原生态生活，为四海八荒
的客人呈现这五谷丰登的自然物产，供
我们缅怀旧时光里的苦与乐。蜿蜒的
山路，清澈的溪流，果蔬茁壮的田园，穿
巷而过的羊肠小道，让旅人很容易就思
念起回家的路。

是的，来阳产，找一种家的感觉。
往日朴素的农家小院，经过艺术的

改造，成了经营餐饮民宿的农家乐，被
秋阳妆点的格外别致淡雅。山墙上
的绿植如一帘幽梦般披窗而下，为院
子里的原木桌椅撑开一片绿荫。有
秋风拂过，在此读书茗茶的人们，就
感觉到了丝丝凉意，换一个令自己舒
适的姿势，裹了裹宽衣大袍，把片刻
的小资惬意地延续下去。倚在观景
台上的美人靠，才蓦然发现，已然被
秋阳秋风秋草秋花合围。新绿的铜
钱草栽在低处的小瓦罐里，百日草迎
着太阳展开五颜六色的笑颜，贡菊顶
着花苞随风颔首，篱笆院周围植有一
串红的修长倩影，鸡冠花则被安置在
小径两旁，成夹道欢迎之势。

我很惭愧，也很贪恋这样一个富有
情调的山野小院。城市的蜗居里，盛不
下我的田园牧歌，也没有舒适的桃源供
我的心灵休憩。

□李 梅

阳产之秋

劈开大山
劈出一条大峡谷
从大峡谷中劈出一条漫漫古道
沉重的马蹄声回应空谷

唐朝的风走过
宋朝的雨走过
清末民初的落叶走过
颤巍巍的夕阳陷入山的缺口

胡雪岩带走它点缀跨界的桂冠
胡适带走它编织装汉字的灯笼
汪静之带走它雕刻爱情的印章

古道漫漫
一场现代的大雪走过
更多的时候是时间在上面走

土楼的门为你虚掩
这里山高水长
青山坐着与白云交谈
小溪躺着哼着四季方言的民谣
土楼的门是虚掩的
几百年日月的沐浴
依然嗅到草木之心的味道
秋风捎带我的邀请
并且更加热烈
亲爱的 来或者不来
做客或者定居
都随你的心愿

土楼不土
是一幅临摹写生的画
亲爱的土楼每一扇门都为你
也为我们虚掩

□张红卫

徽杭古道(外一首)

山，快马加鞭未下鞍，惊回首，离天
三尺三

山，翻江倒海卷巨澜，奔腾急，万马
战犹酣

山，刺破青天锷未残，天欲堕，赖以
柱其间

这是毛泽东同志在长征期间所写
的一首《十六字令》，而在清晨之中我们
伴随着绵绵细雨出发，直到徽杭古道的
入口，我的脑中，顿时浮现出这首让我
震撼不已的词令。高耸的山峰，巍峨的
山脉，和在山脉中穿行的古道，犹如一
曲古风战歌，让我不由的振奋精神，快
马加鞭的想要去探索，去见证。

深秋有幸与铜陵有色冬瓜山铜矿
《千米线》文学社社员共同出游，我终于
见到了自己心心念念的徽杭古道，这条
古道贯彻安徽和浙江，在绩溪的绵延山
脉里用石板和石阶穿越了百年的时空，
经历了古往今来商贾走卒们的潮起潮
落，也见证了中华民族奋起抗日的不屈
忠魂。

伴随着万年前形成的河道走廊，我
踏上了通往徽杭古道的攀登之路，一路
上并没有什么鸟语花香，陪伴我的只有
高耸的山峰，陡峭的岩壁和一眼望不到
头的石阶，不远处矗立的将军石栩栩如
生，如一尊战神般直立与山脉之中，锦
盔綉甲拄长剑，守护六州天地间。让人
在不断感慨大自然的鬼斧神工的同时，
又对“天地正气”这个词多了几份理解
和敬畏。当我气喘吁吁一步步向上攀

登的时候，一道简易的关门出现在我的
眼前，关门的横条石上刻“江南第一
关”。

全民抗日的烽火当中，红军将士就
是从这里不畏山高险阻，踏上保家卫国
的前线。我的眼前似乎在那一瞬间就
回到了当年那个铁骨铮铮的岁月，关口
之下是万年河谷，关口之上则是巍巍群
山。烈烈的西风吹过，山谷之中回荡的
似乎还是当年的那声保卫华夏的枪
响。随行的导游告诉我们，这条古道历
经百年洗礼，多次修缮，已经从明清时
期的个人筹措修缮到国家级保护景
区。说到这里大家不禁都感到非常宽
慰，这样的古道，应该继续传承下去，他
不仅仅是一条穿山越岭的古道，也应该
是一条体现着中华民族不屈抗战争取
民族解放的光辉桥梁！

下山途中，我遇到了两位独立走完
全程古道的年轻人，有意思的是他们正
在互相调笑对方，虽然20多公里的山
道已经让他们开始一瘸一拐，连拄拐的
手看起来都显得有些颤抖，可是他们的
笑声听起来却那么的爽朗开心。“我看
咱们确实是不到长城非好汉，但是咱们
是走完古道既好汉啊！”是啊，超越自
己，征服一切困难险阻，难道不也应该
是新时期矿山青年所追求的进步之路
么！所谓行古道，是超越，行人间正道；
亦是顿悟，行家国大道，更是不断激励
我辈，行向上之道！向山之巅，孜孜不
倦！

□吴 灿

古道长歌

“啊呀呀，师傅，师傅，慢点慢点！
我们不急不急！”“快看，前面有个车，
让他先走吧！”在经过不知道多少个
180度或360度的山路急转弯后，我
们乘坐的7人小车在一片惊呼叫声里
终于抵达歙县的阳产土楼景区。我下
车后摸了摸扑扑通通乱跳的心脏，擦
了把汗，不得不说这个驾驶员的驾驶
技术确实让我惊魂了一把！估计我此
时血压约莫有180毫米汞柱！

上坡转角后，放眼望去，一座座黄
色小窗土楼建筑，高高低低参差错落
分布在依山傍水的山凹间。恍惚间感
觉似曾相识，这里人群组成结构大部
分是年龄比较大的老人，他们有的坐
在厅堂里喝茶，有的端坐在门口发呆，
身边趴着睡觉的狗。

跟着导游的步伐一层层的台阶数
过来，我先后打卡了几个网红景点。
导游大爷自称上过中央电视台，也是
当地的名气相当的网红。这里距离城
市这样遥远，是怎么被发现的呢？他
们如何来到会在这里定居在此以黄土
来建造这样独特风格的房子都有着怎
样的生活方式呢？带着这样的疑惑，
让我寸步不离的跟着导游大爷听他细
致讲解！

阳产村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古
村落，为郑姓居地，郑姓于宋时由歙
北迁移定潭而居，后迁阳产，为郑半
洲再能公之后。据传郑公守猎到阳
产，跟随猎犬卧于阳产山凹不愿返
回，郑公见其四面环山，山泉清澈，古

木参天，经几番审视，认为是块风水
宝地，决心迁移定居阳产。这里是旅
游和摄影爱好者的天堂，是他们发现
并开发出来让更多的人来欣赏它的
精彩。一个依山而建的小山寨，房子
以土楼为主鲜有少许现代建筑。村
民到现在还在为我们后来人展示如
何夯实土方来打造属于自己风格的
土楼。一座座，一排排，密密麻麻，一
幢接一幢。均以青石砌磅为地基，再
建土楼，土楼与土楼之间有石板或青
石铺地。这里的气温适宜，村民自给
自足，圈养鸡鸭，种植蔬菜水果等农
作物。到处可见或悬挂或摆放着丰
收的果实。就行走在路边都可见未
采收的南瓜，要不是拿不动，我这个
吃货肯定是要抱个南瓜回家，煮粥或
是蒸肉，那味道肯定是极好的。一路
走过来无论是每一座单体土楼，还是
整个村落的土楼群，它们都错落有
致，布局合理。这是勤劳智慧的人们
与大自然亲密融于一体，也是徽派建
筑里的又一奇葩。

别了，山水相依，民风淳朴，漫坡
菊葵，美如画卷的土楼，我多想在这里
小憩一晚，听你细细诉说百年的历史，
匆匆而来瞅你一眼，正如我们匆匆离
去，心里纵有万般不舍，或许，当夜晚
到来的时候，坡山的夜，肯定寂静异
常，晴朗无云天空里繁星高照，漫天的
星光，璀璨的银河，在此辉映下的土
楼，又有着怎样的心境呢……我只有
梦里再来体验了！

□叶玉敏

梦回阳产土楼

阳产土楼阳产土楼 朱大庆朱大庆 摄摄

徽杭古道 汤 菁 摄

本版稿件均由冬瓜山铜矿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