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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到访过多个古村落，皆是有备而往，与曹公
村的相遇却像中了大奖，是意外中的惊喜。

其实我是去看历山的。历山在山西省翼城东
南，其声名远播，不仅在于花草繁茂、险峰竞秀，更
在于历山散漫着文化与历史的幽香。舜帝曾耕耘
于此，并编制了黄河流域的物候历《七十二候》，因
而得名历山。我从历山下来，要去某个乡镇，没抱
超出想象的期待，及至看到西阎镇曹公村的村牌，
觉得不过就是个有些特别的村子而已。但走进村
里，突然像是被磁石吸引一般。

富于变化的建筑

村庄的街道既非田形又非井形，弯弯曲曲，忽宽
忽窄，犹如迷宫。本来感觉到了尽头，突然峰回路
转，以为一直走可以穿行，却进了一个院落。外来访
客，不要说夜间，大白天也会转晕。村子的特点或许
就在于变化。据说曹公村形似卧牛，街道上的石盘石
碾石磨是卧牛的五脏六腑，街道是卧牛的骨骼。像与
不像且不说，别致奇特是毫无疑问的。

相比别的古村落，曹公村更显古朴，更有饱经
岁月的沧桑与凝重。虽然都是明清建筑风格的四
合院，但和街道一样，院落布局与房屋建筑均不墨
守成规，而是富于变化，因而一院一景，一房一形，
有如万花筒。不只是大夫门第，普通百姓的院落也
各具特点，没有刻意模仿复制，实在难能可贵。被
称为明窖暗厦式四合院的是曹公村的花魁，外观感
觉是在窑洞上建造阁楼，其实室内在窗户的上半部
已用木料搭建成平面，成为阁楼的地板。门窗则用
磨制的砖砌成凹状的半圆形，带有欧式风格，既有
装饰之美又有实用功效，当然更具个性，卓尔不群。

曹公村来历久远，三次更名，每次变化都有不
同的寓意。最初叫龙犄角，之后易名卧牛庄。宋仁
宗时期，功臣曹彬的孙女被立为皇后。曹公百姓感
念曹皇后的仁慈和曹彬的威名，改名曹公村。

我步入村中一处院落。北屋已然不存，只有半
截墙垛，垛前是园子，不大，却种植了各种蔬菜，紫
茄子，红辣椒，绿青菜，在古旧墙体的衬托下越发生
机勃勃。挑开东房的门帘，一位五六十岁的妇女正
在用手机聊天。我问房屋漏不漏，她说不漏。她沉
醉于手机，我没有再问，环顾一圈便退出来。身居
古村落，生活却是现代的，这算不算曹公村的又一
特点呢？这个古老的村落穿越风雨而不衰，或许就
是因为在变与不变间找到最佳平衡点。

曹公村另一处古建筑是位于村北、建于元朝至
正年间的四圣宫，宫庙合一，供奉着尧舜禹汤四
圣。而作为宫中之冠的舞楼与四合院一样有着独
创性的设计。舞楼坐南向北，选型奇特，平面近方
形，单檐有九脊顶。台基上后檐砌墙，两山墙仅后
部一段，而前檐对外敞露，方便观众看戏。台身立
四根角柱，支撑着十字相交的角替与井字形大阑
额。两山小墙前端也立着柱子，支撑着阑额的腰部
和角替。其上四周施斗拱二十朵。屋架部分则用
四抹角梁，大角梁叠压于抹角之上，后尾各挑一垂

柱。补间铺作后尾各挑一垂柱，八垂柱之上施八角
形阑额，普拍枋各角之上施斗棋一朵，头之上斜向
内各置一由戗，顶部中央再施一雷公柱，从而形成
华丽斗八藻井。我对建筑没有任何研究，绝对外
行，无法描述其结构与造型之精妙，但毫无疑问，这
样的建筑绝对是艺术精品。

丰富多彩的戏曲

翼城戏楼多，如泉头龙王庙戏台、上交庙戏台、
东化城关帝庙戏台、十河侯氏宗祠戏台等，均为艺
术典范。单一个四圣宫就有两座戏楼，可谓一村一
戏楼。山西民歌有名，戏曲也厉害。蒲剧、晋剧、北
路梆子和上党梆子是山西戏曲的四大招牌，称为四
大梆子，至于眉户之类的小戏，那就更多了。

我老家唱两样戏，一样是二人台，另一样便是晋
剧，我们称之山西梆子。每逢唱戏，便如节日，家中的
菜饭也与平日不同。童年时代的许多历史知识还有
为人处世的道理，都是从《四郎探母》《薛仁贵征西》

《窦娥冤》《打金枝》等山西梆子里汲取的。我从小听
惯了，每有晋剧曲调入耳，浑身的细胞便如花朵盛开。

曹公村不只唱晋剧，还唱上党梆子，也唱眉
户。眉户，又称眉鄂，弦子戏。初次听，还以为是

“迷糊”。唱本多为折子戏，如《古城会》《皇姑出
家》。那天，我有幸观看了一会儿眉户，咿咿呀呀
的，有些伤感，并未听懂，自觉索然。侧观坐在凳子
上的一位老妇，彻底融入戏中了。从听懂到喜欢，
再到沉醉，与时间和悟性无关，而是血脉里是否流
淌与戏曲相关的因子。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曲
子，那是扎了根的，任凭什么样的力量也不能割断。

翼城的花鼓也很有名。花鼓始于晋末，盛行于

唐。最早用于祭祀、赛会、结社和社火，后来凡有活
动必有花鼓，且由一鼓到多鼓，如三鼓子，七鼓子，
最多可身绑九只鼓，称满天星。鼓的打法也不同，
如单鼓子是用双手在鼓的两面敲打，右手强拍左手
弱拍，有主有次。多鼓打法则在高潮中上阵，鼓手
们双手持槌上下左右前后快速飞舞，不时变换位
置，或跑或蹲或贴地，或左右旋转，或拧腰甩臂，如
同杂耍，令人目不暇接。

在与曹公村意外相遇的下午，花鼓表演是最后
端上的美味佳肴。黄昏临近，日光仍然热烈，似乎
是被喧闹的锣鼓声、被身披蚌壳的妇女的热情点
燃。而围观的那些朋友也被点燃了，个个红光满
面。这或许就是鼓的魔力。鼓声入耳，由不得血流
加速。

那一天是特别的，心像被翼城犁耕了，撒满古
旧的种子。

藏在深山无人识。在三晋大地，还藏着多少像
曹公村这样的古村落？

(胡学文，中国作协会员，河北作协副主席。著
有长篇小说《私人档案》等四部，中篇小说集《麦子
的盖头》《命案高悬》等十三部。曾获《小说选刊》全
国优秀小说奖，《十月》文学奖，青年文学创作奖，孙
犁文学奖，鲁迅文学奖等。)

旅游途中，见到自己喜欢的字
与词会怦然心动。在北京王府井大
街北口有个灿然书店，专卖古籍图
书。因为有我最钟情的一个字——

“灿”，所以印象深刻。
中国汉字是五千年农耕文明智

慧之精髓，是外国人不可理解之曼
妙。方块字方方正正，一如中国人
所求的干净利落。每一个字有自己
独特的含义，每一个字又有着人们
对它赋予的思想情感。

谓之“灿”，一曰若晨星也，二曰
焕然。中华文明给予“灿”不同的含
义。“灿”，是灿蔚，是华灿，是明灿，也

是晏灿。“灿”，左为火，右为山。它的
本义是光彩、明亮和耀眼。它有火的
明亮闪耀，又不失山之厚重沉稳。古
人给予“灿”字左右结构，恰巧给了

“灿”字含义上的平衡，既有光彩，不
失踏实，实为美好。李复在《七夕和
谐》中这样写到：“灿然一星中耀芒，
前瞻汉曲喜色长。”原来在诗人眼里，

“灿”字也是明亮动人的。
既得曼妙的含义，“灿”字也不

缺少人们对它情感的寄托。
胡汝嘉曾言，灿若天玲珑。“灿”

这一字，很幸运地成为汉字中的宠
儿，故得到人们情感的倾注。从“灿
灿花前月一轮”“珠玑灿灿惊人眼”
到“群山灿灿晚光迷”，人们把“灿”
用在美景上，用在喜乐上，用在抒情
上，既有借景抒情，其实也有借“灿”
字喻美好。人们满腹的希冀，满怀
的愿望，对于美好事物的热爱，都以

“灿”字寄托。
而在我心中，“灿”字更是富有

爱的一个字。人世间，爱是最美的
情感。小时候，母亲将我抱在怀里，
暖暖的手慢慢抚着我的头发。我问
母亲，为什么我的名字里有“灿”。
母亲笑笑，轻轻道出：“灿，是温暖明
朗，蓬勃生春。我不知道你以后将
会如何，但我作为母亲，只求你灿烂
千阳，活得自在，活得光彩。”那一
刻，我只明白，“灿”字是母亲对我最
大的祝福，最暖的爱。于是，“灿”字
在我心中，留下了更深刻的意义
——母爱的寄托。

灿如阳光，如星辰，如烟火。这
是花一样开放着的字，是洋溢着爱与

光的字。所以我最钟情的字，是
“灿”。它有正面的本义，有美好的引
申义，更有人们倾注于它温暖琳琅的
情感。人生不易，会有悲伤，会有阴
霾，我想我们也应如“灿”字一样，明
亮起来，活泼起来，耀眼起来，学会如

“灿”字一样，有向往春暖花开的勇
气，有追求阳光的胆量。关于“灿”的
含义，我不知道用什么更细腻美好的
词语形容，那些光亮的鲜嫩的气息，
从它的每一笔每一画中淡淡溢出。
看见这个字，会有突见阳光的那种
暖，那种积极。

每当看见“灿”字，我都会有北岛
所说的“玻璃晴朗，橘子辉煌”之感。
我知道，我最钟情一定是“灿”字。

从 10 月中旬到 11 月末，正是
王屋山红叶盛极的时候。红的遮天
蔽日，层林尽染，一片灿烂。白居
易有诗云“霜降山水清，王屋十月
时。石泉碧漾漾，岩树红离离”。
趁着“王屋山2018红叶节”，我来
到了这座传说中的名山。

王屋山位于河南省济源市，东
依太行，西接中条，北连太岳，南
临黄河，拥有特殊的地质地貌和俊
秀的自然景观。2006 年，王屋山
与黛眉山和黄河谷地一同被联合国
教科文组织评为了王屋山—黛眉山
世界地质公园。“山不在高，有仙
则名”，《列子·汤问》 中记载的愚
公移山的故事，赋予了王屋山别样

的意义。
在温暖微润的薄雾笼罩下，王

屋山的叶已经泛黄转红。卵圆、狭
长、五角等多种形态的树叶上，黄
和红相互交融而深入，带着斑驳的
树影，好像一片片薄薄的蝉翼在枝
头颤颤摇曳。从山脚向上看，或许
是由于种类、高度和所受寒气不
同，树叶颜色的变化有先有后，有
深有浅。泛着白的绿、淡暖的鹅
黄、浓深的绛紫，不同颜色的色块
紧密地簇拥在一起，看上去像是海
底的珊瑚群。

乘索道而上，王屋山像一条从
天边就铺开的松软的绒被。王屋山
绝顶海拔 1715.7 米，相传为轩辕氏
黄帝祈天之所，名曰“天坛”。上“天
坛”需要登上一段路程，缺乏锻炼的
我微微出汗喘息。一对老夫妇走过
身边，用浓重的河南口音笑着对我
说“加油哩”。看着周边游客的背

影，我突然想起那个不辞辛劳，毕力
挖山的愚公，他以残年余力对抗耸
峙的大山，叩石垦壤，寒暑易节。这
个倔强的老人拥有何等的坚韧。我
既来到此，又怎能不坚持？

济源市文旅集团董事长邱英平
认为，旅游能不能发展起来，关键
就看有没有特色，有没有自己应有
的品质，最终要靠文化取胜市场。
在王屋山上有愚公移山群雕、“中
华愚公村”，还有愚公移山红色教
育基地。景区通过雕塑模型、音视
频以及全息VR技术还原老愚公移
山时的场景：他神情激动地聚众而
谋，与荷担三夫凿石开山，面容坚
毅地和智叟辩驳……据教育基地的

导游介绍说，他平均每天会接待
2-3个团体前来参观学习，每次讲
解时总能看到有家长把孩子往前
推，要孩子们多听听愚公精神。

在 我 们 居 住 的 老 兵 工 酒 店
里，斑驳的墙体、饱经岁月的锅
炉烟囱和子弹箱、军用钢盔、电
话、收音机等老物件，无不展现
着其“有故事”的背景气质。原
来，老兵工酒店就是建设在五三
一兵工厂遗址之上。坐在由原来
贮藏弹药的山洞改造成的山洞酒
吧里，我仿佛看到了那一批批战
士们汗流浃背却又神采飞扬，他
们不也和愚公一般，扎根于此便
不再动摇，为中国军工事业奉献
了自己激情燃烧的岁月。

穿梭在山脉间，耳边传来啾啾
鸟鸣和山间猕猴的叫声，不禁引发
阵阵遐想。很快，这将是一片漫山
遍野的红。

古镇近些年成为旅游的热门目的
地。全国各地的古镇我去过不少。此
次借福建南平旅游发展大会召开之
际，我来到和平古镇，希望能看到一些
不同的风貌，感受到一番别样的风情。

和平古镇是一座有着 2000 多年
历史的古镇。当地旅游部门负责人介
绍说，和平古镇被评为国家首批特色
小镇，被誉为“一处全国罕见的城堡
式大村镇”，并拥有“福建第一街”。
我来到古镇的东门前，果然与很多古
镇的入城大门不同，三重檐歇山式的
木质谯楼颇有气势。门洞由条形石块
砌成，古镇的墙体则用大块鹅卵石筑
成。据记载，明代万历年间，古镇常
遭山贼土匪的侵扰，因此修建了和平
城堡。城堡就地取材，用鹅卵石砌
墙，别具匠心，东西南北四个主城门
建有谯楼，用于瞭望防御，现存东门
和北门两座谯楼。

进入城门便踏上了一条长约 600
余米的古街，由青石板和鹅卵石铺就，
因地势北高南低，古街形成了九曲十三
弯，宛如腾空欲飞的青龙。昔日，古街
是商业要道，商铺、客栈、酒楼和钱庄遍
布于此。如今，古街两侧分布着近百条
纵横交错的小巷，高墙窄巷，古朴幽

远。古街巷中的文物古迹星罗棋布，有
明末著名军事家袁崇焕题写塔名的“聚
奎塔”，闽北历史上最早的书院——和
平书院，还有县丞署、大夫第和庵庙宫
观、祠堂及义仓，有近300幢明清时期
的古建筑。和平古镇是中国保留最好、
最具特色的古民居建筑群之一。

拥有古建筑遗存还不是和平古镇
最精彩之处，浓厚的文化底蕴，历代

文人辈出才是古镇的菁华。据介绍，
创办于五代的和平书院是中国最早的
私家书院之一，开启了宗族办学的先
河。这里读书求学氛围浓郁，文风炽
盛，人杰地灵。黄氏、上官氏、廖
氏、李氏等大族英才不断，名人辈
出。从唐代到科举废除时，和平出了
137 名进士，被誉为中国“进士之
乡”。和平书院的创始人黄峭以一首

“漫云富贵由天定，三七男人当自强”
告诫儿孙自强自立，成为海内外“紫
云黄氏”的鼻祖，各地黄峭公后裔均
将此诗收入族谱，作为祭祖认祖的凭
据。和平古镇也因此成为黄氏后裔寻
根祖地。目前全世界的黄峭宗亲约有
4200多万人，遍布粤、桂、川、闽、
黔等省和港澳台地区以及东南亚等
地，每年有大量海内外后裔前来和平
古镇寻根谒祖，祭扫祠堂。

古镇的戏剧舞蹈、民间文学、民间
工艺等非物质文化遗产也相当丰富，尤
为珍贵的是保留下始于奴隶社会的傩
舞，可谓是古代文化的活化石。如今，
和平古镇正在走一条“文创兴镇”之
路。在对历史文化挖掘提炼的基础上，
和平古镇提出“家文化”的主题，并设计
出“和老爷幸福一家人”的IP形象，旨在
成为集文化体验、乡村游憩、山地度假
为一体的家文化度假目的地。

刚刚建成的文化创意体验馆包括
和平时光体验馆、非遗活态体验馆、
文创生活体验馆、家风理学体验馆、
旧事家塾体验馆，以多媒体互动的形
式活化再现了古镇文化。傩舞系列、
天下第一黄系列、遣子诗系列、和平
家书系列等文化创意产品以文创的方
式解读和创意古镇文化，受到游客的
喜爱。

和平古镇，似一颗古朴的明珠，
从遥远璀璨到今天；又如同饱含南武
夷乡土气息的山歌，从遥远传唱至
今；更是一座历史悠久的博物馆，抖
落的是尘埃，留下的是珍贵。

本报电（记者赵 珊）由文化和旅
游部、天津市政府共同主办，联合国世
界旅游组织特别支持的“2018中国旅
游产业博览会”将于11月9日至11日
在天津举办，旨在推动全域旅游、旅游
装备制造业的创新和发展。届时将
有来自日本、泰国、越南、马来西亚、巴
基斯坦、蒙古、印度、尼泊尔、斯里兰
卡、阿富汗、波兰、伊朗等国家和中国
澳门、中国台湾的旅游机构参会。

博览会为世界各国和全国各地

旅游行业搭建了一个旅游产业和旅
游装备制造业交易的平台、旅游推
介和旅游演艺展示的舞台。博览会
自 2009 年以来已成功举办九届，共
吸引了来自 80多个国家和地区及全
国 31个省区市的代表团参展，参观
者达 177 余万人，受到旅游业界的
赞誉，形成了旅游产业集聚、旅游
产品集聚、旅游企业集聚和旅游服
务集聚效应，成为中国旅游行业最
有影响力和生命力的博览会之一。

本报电（吕 青）由安徽省旅游发
展委员会主办，中国青年报社承办的

“皖约”安徽省研学旅游大型传播活
动日前启动，旨在扩大安徽研学游品
牌知名度和影响力，力争成为中国发
展研学旅游的高地和样板。

研学旅行是在旅行体验中通过研
究性学习，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创
新意识和实践能力为目的。日前，来
自全国部分重点中学的教师代表，来
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

等12所高校的大学生代表实地体验了
皖北、皖中、皖南三条研学游经典线
路。安徽拥有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
兼具南北风骨，融汇东西韵味，发展研
学旅游的条件得天独厚。今年，安徽
发布了10条研修旅行精品线路产品：
诗说安徽、道源问道、科技密码、寻梦
徽州、地质秘语、皖江踏歌、别有皖味、
康养之道、艺术百工、寻忆峥嵘。这些
线路是安徽研学旅游的精华所在，也
是“研修安徽”的“导航图”。

2018年中国旅游产业博览会将办2018年中国旅游产业博览会将办 安徽启动研学旅游传播活动

翼 城 有 个 曹 公 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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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灿然

钟情于“灿”
柳灿然

旅游漫笔

行天下

秋到王屋赏红叶
沈青茁

和平古镇

秋日王屋山 朱志远摄

图为曹公村秧歌。 孙荣祥摄 来自山西新闻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