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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夏履双叶村一间百年老屋里
走出来，阳光正从215岁高龄的古槐
枝叶间洒下来，亮晶晶明晃晃，晒得
人脸颊发烫心头一热。这沧桑的村
落，在活力四射的阳光下生机勃勃。

藏山岭脚下原本有一个停靠船
楫和竹排的埠头，大禹当年就站在
这里，它的名字叫芦头滩。大禹治水

“乃劳身焦思次行，七年，闻乐不听，
过门不入，冠挂不顾，履遗不蹑”。

“履遗不蹑”的事情据说就发生在芦
头滩：大禹坐在芦头滩边的一座桥
上观察水势，不小心一只草鞋（履）
掉落桥下，未及捞起便被水冲走了，
后人为了纪念大禹，就把这座石桥
叫“夏履桥”。

如今这夏履桥还在，很想学着
先人的样子，把双腿荡在桥上过过
瘾，可惜当年的三孔石桥已经改成
了公路桥，呼啸而过的车子不会让

你有那份闲情逸致的胆量，但那村
子还在山里隐介藏形，拒绝世俗的
裹卷。上学的孩子背着书包日复一
日地把山地踏成行径，端着茶缸饭
碗的老妇村夫们则习惯地过着半隐
居的日子，身旁蹲着看家的狗，他们
普通、寻常，他们不动声色，把山林
野趣的日子过得活色生香。青壮年
们也舍不得这桃花源式的尘外世
界，修些旅舍，把一探究竟的好奇者
引入客堂住下，冲一杯茶，和颜悦色
地和他们说着这里的故事。

生产鹿鸣纸的作坊、一字岗采
石塘、九曲望娘湾，大禹之后，这里
的传说没有丝毫停顿的意思。星星
点点的遗址在村前村后、山里山外，
也在住民的唇齿之间一脉相传。村
民不会以现代感的玻璃幕墙和彩灯
琉璃去妄加点缀，他们深知，让旅行
者步履流连的正是那不可多得的古
朴和纯净。

群山之间，潺潺流淌的是里山
溪。溪水流了几千年，不改安然和自
重。撑一只竹筏，顺着水势漂，日子
就这么一晃一荡地过去了。在溪中
走一遭吧。从未拿过竹撑的手，抓不

稳这长长的“方向盘”，竹筏在溪中
东歪西斜，横冲直撞，像学步的孩
子，高呼和欢笑跌宕起伏，渐渐地，
清清的溪流涤荡了心间的繁杂。

什么叫世外桃源，什么叫岭外
斜阳？答案全在这一山一水之间。

这里曾经贫瘠如洗，古越先民
“随陵而居，独以鸟田”，那艰辛自不
必说，自古从来沧海桑田悲喜交集，
大禹的子孙从来没丢掉过先祖的韧
性，东汉时的陶官山窑瓷历三国两
晋，绵亘近400年；宋朝时中原以朽
草为纸，竟成四大发明之一，唯独这
里以竹海取胜，自然捶竹为屑，腐之
成纸，一时间竹纸之盛闻名全国，时
至今日的竹炭纸仍以浙东南最早也
最盛行；明代煅烧之石灰已为浙南
最重要的建筑材料。伐薪烧炭、瓜果
渔猎、栽桑养蚕、采药制茶，哪一样
不是取之于灵山秀水的生存之道？

夏履山多地少，当年为求温饱只
顾毁林种粮开山造田，结果事与愿
违，“种一大畈，收一大篮”，米贵如
珠，那就随着山的性子，停垦复林，再
从林中取食，以保时人。于是，今天这
漫山红遍层林尽染之地便成了山珍
之乡，悠闲胜地。

在山里走，常闻金鼓之声，“勾践
与吴战，大败，栖其中”。可是，那大征
伐大厮杀的样子太血腥，现在人们都
很少提及，倒是唐玄奘在明因寺中手
抄《金刚经》一部，后同玉井泉、铜菩
萨合称“明因寺三宝”，被人津津乐
道。果然是慈悲为怀，果然是淳朴古
乡，谁都不想为一时意气争短长，都
想长治久安自得其乐。

这里本已通了自来水，人们却
还是改不了临水浣洗、溪中取水的
旧习。与自然亲近，是最朴素的传
承。夏履人的传承，就这么接着地
气，接着山岚溪风，这已经成为一种
仪式，一种根性里不可或缺的信仰。
1997年，联合国环境署授予浙江省
绍兴市夏履镇生态环境“全球 500
佳”称号。

图为夏履桥。 来自网络

前不久,，我们一行去敦煌，专
为考察、交流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
从敦煌机场到市区，也就 20 分钟的
车程。“敦煌者，盛大、辉煌也。敦
煌是个小城市，人口仅 20 万；敦煌
又是个大城市，面积 31200 平方公
里。”接机的当地同仁脸上洋溢着自
豪的神情。“3万多平方公里呢！”我
们这些从“小地方”来的人惊得咋
舌。进入市区，透过车窗看出去，天
空湛蓝深邃。傍晚的敦煌，文静得像
个懂事的小姑娘。晚霞映照着楼宇，
街上人流如织，车来车往。这哪像是
只有 20 万人口的城市？街道的整洁
有序以及满目可见的绿植，一种奇异
的似曾相识，敦煌让我一下子提起了
兴致。

第二天，主人引我们来到了敦煌
市文化馆及非物质文化展示馆。眼前
是一座临街而建、由三幢五层大楼组
成的楼群，足有2万多平方米，这大

大出乎我们的意料，可见当地对文化
的高度重视。

文化馆内，民乐演奏厅、戏曲排
练厅、剧场、舞蹈房、书画室等设施
一应俱全，装修考究。尤其是那华丽
的剧场，曾举办过全国非遗保护会议
及国外一流剧团的演出。走进宽敞的
排练厅，我们再也挪不开步了。一位
导演正指导五六位业余演员排练一出
敦煌曲子戏。副馆长魏彩艳介绍，曲
子戏是敦煌独有的传统戏曲剧种，亦
称“小曲戏”“小调戏”，传承千余
年，大多表现神话故事、历史传说及
民间社会生活等。

正在排练的曲子戏，演绎的是一
个县太爷偷懒、避事、不作为的故
事。日上三竿，有民众击鼓喊冤，而
县太爷尚在梦乡。府内的丫环实在看
不下去，去叫醒县太爷。导演反复纠
正演员的动作和神态，一举手、一投
足、一问答，既充满了谐趣，生动勾

画了那个县官的嘴脸，让人忍俊不
禁，拍手称好。同行的几位，沉浸其
间，下意识地学着表演起来。

参观完敦煌市非遗展示馆，我们
和当地六七位国家级、省级非遗传承
人座谈交流。这些传承人各个身怀绝
技，他们中最长者年近八旬，最小的
已逾不惑。“我们先来出南腔北调
吧。”年龄最小的老陈开了腔，原本的
座谈会变成了“擂台戏”。我方积极

“应战”，以具有 6000 年历史的《河阳
山歌》开场。精短的唱词、简明的节
奏，让人身临其境，仿佛穿越到了远古
时期。老陈早有准备，只见他掏出板
和梆子，为一位老阿婆演唱《绣荷包》
伴奏。老阿婆的唱腔，明显带有秦腔
的味道，高亢婉转，绕梁不绝。

双方你来我往，好几个来回。一
边小桥流水，一边险峰深谷，彰显了
南北方戏曲艺术风格的迥然不同。轮
到老陈了，他站在会场中间，清清嗓
子，气沉丹田，为我们演唱了由他自
编自创的曲子戏——《总书记来到了
敦煌》。抑扬顿挫、声情并茂的演
唱，让我们如醉如痴。在交流、讨论
非遗传承保护经验时，我们的耳边依
然萦绕着曲子戏激昂的旋律。敦煌非
遗传承者们对当地这一艺术瑰宝的热
爱深深感染了我们。

在三危中学，我们又见到了学唱
曲子戏的孩子们，他们穿着传统戏服，
身姿翩翩，演唱流畅，有板有眼，看得
出非一日之功。

此番丝路之行，我收获满满，感
慨良多。非遗是什么？看得见的是文
字，听得见的是声音，看不见却能感
受到的是人的精神。敦煌曲子戏，令
人难忘。

图为民间艺人表演曲子戏《赶花
轿》。 王斌银/人民图片

周末清晨，我随一群摄友来到
鄱阳湖湿地拍鸟。这是我第一次拍
候鸟，摄友提醒我，来鄱阳湖越冬
的候鸟生性胆小，很难靠近。

车绕过村庄后，我们远远看
见了波光粼粼的湖水。我在水面
上和草丛里努力寻找向往已久的
天鹅，心中的激动难以言表。我
们把车停靠在保护站的观察点，
闻讯赶来的保护站老王热情接待
了我们。正是枯水期，裸露的鄱
阳 湖 湖 滩 上 长 满 了 细 小 的 蓼 子
花，犹如铺上了一层地毯，把鄱
阳湖湿地装扮得分外妖娆。

老王告诉我们，每年成千上万
只天鹅、大雁、野鸭等候鸟飞抵鄱
阳湖湖区越冬。候鸟经历长途飞
行，已精疲力竭，急于觅食恢复体
力，观鸟或拍鸟者可以靠近到百米
左右，加上能见度高，现在是一年

中观鸟、拍鸟的最佳时机。老王的
一番话，让我长了不少见识。

正说着，耳边传来一片“嘎
嘎”声，我激动得正要跑上前去，
老王一把将我抓住，叫我注意隐
蔽，慢慢靠近。他指着前方的一座
茅草房，要我弯腰悄悄向茅草房靠
近。潜入茅草房，往外一看，我被
眼前身姿优雅的天鹅深深吸引住
了。摄友提醒，天鹅已经警觉，稍
有惊动，就会动身飞走，尽量不要
发出声响。

一段时间过后，上空陆续传来
天鹅的叫声，我惊喜地把头偷偷探
出窗外，目光紧紧追随着天鹅挥动
的翅膀。天鹅降落在我们对面的湖
面上，我可以很清晰地看到它们光
滑的羽毛和丰腴的身躯。此时，眼
前有上百只天鹅悠然游弋在清澈的
水面上，它们相互追逐嬉戏，有的

引吭高歌，有的低首私语，“嘎
嘎”声不绝于耳。

远处，不少候鸟集聚在湖滩
上，行时遮天蔽日，落时繁星点
点，正所谓“鄱阳鸟，知多少，飞
时 遮 尽 云 和 月 ， 落 时 不 见 湖 边
草”。夕阳渐渐西下，一望无际的
湖区湿地洒满了舒心的暖色，听着
候鸟发出的鸣叫声，我们仿佛也融
入了这群精灵之中。

大图：夕阳下群鸟飞翔。
小图：天鹅飞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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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寅恪说：“每解读一个汉字，就
是解读一部文明史。这每一幅图画，
也是一部人类的思考史。”汉字被称为
中华文化的基因谱系，它经历了甲骨
文、金文、篆文、隶书、楷书等不同书体
形式的变化，有着独特的美感，其中蕴
含着中国人的价值观和中华文化的脉
络。当下，中国传统文化日益受到重
视，文化旅游不断融合，“发现汉字之
美”为人们行走天下，增添了魅力。

走近大众

“证古泽今——甲骨文文化展”已
在国家博物馆展出 1 个多月，仍然人
气火爆。12 月 1 日，甲骨文文化展厅
里人头攒动。入口处，一群孩子围在
一块电子展示屏前，仔细观看“车、水、
马、虎、周、王”等字的甲骨文、金文、篆
文、隶书、简体字的不同写法，还不时
在纸上做记录。“甲骨文就像画画一样
嘛，你看‘马’字还画着鬃毛呢！”一个
孩子像发现了宝贝一般激动起来。

今年是甲骨文发现120周年，国
家博物馆举办的这一展览，从中国字
的视角呈现中华文明，也让甲骨文这
一“艰深”文字走近更多普通大众。

清 华 大 学 美 术 学 院 教 授 陈 楠
1999 年 即 开 始 创 作 甲 骨 文 设 计 系
统。在展览尾厅，一些观众正排队体
验制作甲骨文吉祥话、扫码获取甲骨
文表情包。这些妙趣横生的体验活
动，均出自陈楠的团队，一下子拉近
了观众与甲骨文文化的距离。

而在发现甲骨文的河南安阳，甲
骨文更是有着深厚的“群众基础”。
11 月下旬，记者来到安阳，在中国
文字博物馆外的广场边，一位老人正
用特制的笔蘸水在地上练习甲骨文书
写，这是他每天的功课。博物馆内，
一排画板让记者和许多游客驻足。那
是一些孩子们的绘画作品，上面画着
长城、天安门或是中国地图等，每一
幅上都用甲骨文写着“祝福祖国”。
如今，在安阳，上至老人，下至儿童
对甲骨文书法都不陌生。前来参观的
葛先生正用手机拍下一幅甲骨文图
片，以便“回家对照着练习”。“我写
得并不好，纯粹是出于个人兴趣。”
葛先生笑言，“作为一个安阳人，总
得会写上几个甲骨文。”

由字解文化

日前，“设计中国·魅力汉字”展

览在希腊雅典举办。“汉字很难，但
充满了魅力和神秘感，它是世界上最
古老的文字之一，是中国文化博大精
深的写照。”参观展览的雅典市民希
望通过了解汉字来感受中国。

孟子研究院副研究馆员殷延禄结
合 《说文解字》 来讲解中国传统文
化，迄今已有十五六年。“传统文化

要走近大众，一定要用老百姓听得懂
的、通俗的语言讲解，这样才能让传统
文化真正入耳、入脑、入心。”殷延禄
说，每一个汉字背后都蕴含着当时的
生产生活、风俗习惯、典章制度等，“了
解汉字，才能够了解文化的源头。”

几年前，殷延禄去山东一个省级
文明村作精神文明宣讲，结合“老”

和“孝”两字在造字之初的含义、演
变，向村民们讲解孝敬父母、和谐邻
里的意义。这种“解字”的讲解方
式，让在场的老百姓感到非常亲切易
懂。两年之后，殷延禄再次来到这个
村庄时，村里的一位老人主动走向
他 ，“ 你 就 是 那 个 讲 解 ‘ 老 ’ 和

‘孝’的人吧？”老人的关注，让殷延
禄心中为之一动，“我深深地感受到
了文字背后的文化魅力，这样的文化
才是能打动老百姓，能走进他们内心
的。”殷延禄说。

汉字变文创

今年 10 月，第七届世界军人运
动会在湖北武汉举办期间，许多外国
友人走进运动员村的汉字造梦展馆，
笔蘸墨汁，一笔一划地模仿写下汉
字，亲身体验汉字的魅力。

“汉字造梦”是武汉本土的文创平
台，聚集了众多对汉字感兴趣的艺术
家、书法家、大学生，他们把对汉字、对
传统文化的热爱创作成实体艺术，向世
界展示中国汉字的魅力和汉字文化。

“汉字造梦”是一个缩影。汉字正
成为中国文创产业的一大宝库。今年
深圳文博会上，一个名为“字在”的展
区吸引了许多观众。馆内大量的汉字
文创产品，兼具传统与创新。据工作
人员介绍，“字在”这一字文化创意品
牌，以千年活字为媒介，融合汉字艺术
与现代设计，传播汉字文化，让活字这
一伟大发明重新焕发活力。

连续举办 11 届的海峡两岸汉字
节，已成为两岸文化交流的一大品
牌。今年海峡两岸汉字节配套竞赛活
动——“乐活汉字·魅力文化”2019
汉字文化创意大赛中，汉字成为参赛
者们驰骋想象力与创造力的沃土，共
有来自海峡两岸的 1200 多件作品参
与角逐，这些作品或展现十二生肖的
汉字演变，或用多媒体演绎昆虫与汉
字的微妙关系；或将汉字设计融入八
音盒中。未来，这些作品将会吸引更
多人了解汉字、品味汉字。

国家博物馆内，参观结束的孩子
们意犹未尽，在家长的陪伴下，他们
在一件件甲骨文元素文创产品前流
连。这些文创产品或许会成为人们一
步步走进神秘甲骨文世界的钥匙。

品读汉字 发现中国
本报记者 尹 婕文/图

上图：中国文字博物馆内孩
子们的绘画作品，上面用甲骨文
写着“祝福祖国”；

左图：中国文字博物馆内看
展的孩子；

下图：国家博物馆内，孩子
们正观看汉字的演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