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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想到仙岩山离宜黄县城如此之近。不过一
支烟的工夫，汽车便跑完了区区几公里。没想到丹
霞地貌在这儿得到如此淋漓尽致的表现。一座玲
珑剔透的山峰兀立路边，像一顶僧帽。转过弯，峰
化为山，赭色岩石从九霄斜插入大地，仿佛屏风列
开，连绵数百米，果然有化外灵气。瞬间觉得，这仙
岩山正把守着通往天阙的栈道，却又不忍对红尘
俗世拂袖而去，便悄悄在西端敞开一扇洞门，仙洞
古寺即卧藏其间。

不过须臾，进入一个丹峰环列、绿影婆娑的胜
地。徐霞客曾经于明崇祯九年(1636年)十一月廿
日这样描述：“穿石而入，则众山内闭，若另一世
界。是岩甚薄，南面壁立，北面穹覆，其穿透多隙，
正如度之通天岩，岩之最奇者。”倒梯状的岩石下，
“四大天王”形态各异，恪尽职守，祈愿人间风调雨
顺。大凡山水胜处，往往有寺观相守。仙岩山体量
不大，但拥有傲视穹隆的丹霞奇貌，足矣。何况，还
有儒、释一体的文化交融，一越便是千年。

很喜欢这种在壁立百仞的岩壁下漫步的感
觉。岩石是巨大的那种，上端突出，根部内敛，向山
谷倾斜，向植物倾斜，似乎想聆听土地的心声。云
白天蓝，像九寨沟的水一样澄澈，比草原还要辽
远，那深处，适宜牧羊姑娘放声歌唱。也有那么几
棵杞人忧天的树，尽力想撑住岩石，可岩石的体

重，又岂是几棵树能够承受住的呢？
蝉唱起山歌。蝴蝶从不厌倦做一个孤独的舞

者。曲径通幽处，竹影摇曳，锦屏隐入苍翠之中。我
暗想，小径的尽头，应该就是那座“读书堂”的旧
址。仙岩山这扇屏风忽然被撤去，那个吟着“春风
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的临川骄子抖去历
史风霜，从往事中走出，回到故地，漫忆少年时光。
我敢断定，我的脚下，有他的痕迹。

据清同治年间的《宜黄县志》记载，少年王安石
曾拜一代名儒杜子野为师，在仙岩山“读书堂”苦学
本领。某日，王安石夜读，通宵达旦，即便旭日东升，
也陶然于如豆灯下，竟忘记值日煮饭之事。经人提

醒，王安石如梦方醒，赶紧跑到山下人家取火做饭。
先生见了，又气又笑，道：“你这是舍近求远啊，难道
桌上的读书灯不能点火？”为此，王安石被罚吟诗一
首，题为《误炊》：“苦读天已晓，日高竟忘饥。早知灯
是火，饭熟几多时。”这是一则典型的传统故事，似乎
只有高大丰满的情节，才能匹配名人的“惟吾德馨”。
不过，我乐意痴迷于如此的片断中，这使我心柔软。

竹林高处，是简陋的“儒释亭”。亭中墙壁上画
着王安石的白描像。那位误炊的少年不一定能够
预想，有朝一日，他将在赵宋王朝掀起一波又一波
的变法革新浪潮。仙岩山里的少年，或许从暮鼓晨
钟中悟出，要实现凤凰涅槃，必须依靠本身的力量

把脉治病。
沿小径上行，骄阳如焚，满山谷的郁绿被煮

沸了一般，汹涌起来。丹崖仿佛随时要从空中滑
落下来。无边的白云分明是凝固的浪花。不知觉
间，山腰赫然出现一天然石窟，清凉袭来，顿时
心旷神怡。洞窟面积大约四十平方米。其右上壁
有“清理”二字，乃宜黄县宋代进士朱伯珍所书。
一块平坦如砥、如床、如桌的岩石上，刻着“读书
堂”三个红色颜体大字，系宋嘉泰四年(公元
1204年)右谏议大夫兼侍讲学士李郗亲书。

遥想当年，“荆公自临川负箧来游，朝夕与
子野赏奇析疑”，师生的深厚情谊仿佛仙岩山不

会竭尽的绿波涛，迄今澎湃。王安石发达后，杜
子野前往拜访，学生问恩师有何求，子野指着墙
壁想要一份颜真卿所书东方朔画像赞的碑拓
本。王安石二话不说，将书法真迹并金帛相赠。
杜子野坚决退回了金帛。这位乡贤继续其教书
匠日子，终老于乡野。

物是人非，空余石窟悠悠。曾经的琅琅读书
声，曾经的天真少年郎，曾经的“自立、自治”教
育主张，似乎依旧有夏花的热烈，不曾凋去。我
像三百八十多年前的徐霞客一样，充满感情地
凝视着这“仙洞”，渴望打开历史殿堂的大门，解
读那一页页波澜壮阔的往事。

自“读书堂”遗址前行数十步，坐落着一汪清
水，水草柔绵稠密，将整个浅潭装点得极具画面
感。这就是“洗笔池”，大家习惯称“洗墨池”。据说
少年王安石想找到一支生花的笔，以写出锦绣文
章，向杜子野求教。先生拿出一大捆毛笔，说，你
用这些笔写文章，写秃一支换一支，一直写下去，
就能找到它。同游的凤冈镇党委宣传委员忍不住
蹲下去，以手轻轻摆动池水，涟漪散开，如一朵花
的影子。一只豆娘停留在岩壁上，竖着翅膀，不知
在等待故人，还是为故人等待。

在宜黄的民间，人们似乎乐意聊杜子野和王
安石的故事。口口相传，渐成演义。仙岩山的每一
个角落里都蛰伏着往事的种子，随时发芽、生根、
蓬勃成长，只待时机，向外面的世界亮出精彩。

“读书堂”与“洗墨池”：宜黄寻迹王安石

江西宜黄仙岩山风景。

物是人非，空余石窟悠悠。

曾经的琅琅读书声，曾经的天

真少年郎，曾经的“自立、自治”

教育主张，似乎依旧有夏花的

热烈，不曾凋去

“

本本报报记记者者凌凌广广志志、、罗罗江江

在中国最南端的热带岛屿省份海南，保亭黎
族苗族自治县内的槟榔谷景区里住着一群特殊的
老人。他们来自海南各少数民族地区，人生中大半
的岁月居住在茅草房里，过去甚至不会说一句普
通话。

10多年前，他们与旅游结缘，来到景区表演
织黎锦、展示绣面文身，成为少数民族文化的传播
者。每天和来自全世界的游客互动，甚至有机会走
出岛外、走出国门表演……与农村留守老人孤独
黯淡的生活不同，他们的晚年多姿多彩。安享晚年
之余，老人们心里还藏着一个愿望：把祖祖辈辈流
传下来的传统技艺留住。

黎族“老织女”的演艺人生

从三亚市驱车约半小时进入保亭，热带滨海
风光逐渐变成雨林山地景观。在槟榔谷景区内，万
株槟榔树掩映下，一间间黎族茅草屋散落在五指
山末端的甘什岭上。茅草屋旁坐着的老人们聚精
会神织着黎锦，成为景区最独特的风景。

“波隆！”面对参观的一拨拨游客，68 岁的谭
英珍伸出大拇指，微笑着用黎语问好。谭英珍家在
景区旁的甘什上村。得益于家门口的旅游开发，
10多年前她来到景区，成为黎锦文化的传播者。

在游客的注视下，老人坐在长椅上，两腿并拢
伸直，脚和腰部共同将正在织的线扯直，不同颜色
的细线在娴熟的手中上下翻飞，精美的图案渐渐
浮现，令人啧啧称奇。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
产，拥有 3000年历史的黎锦可谓中国纺织史上的
“活化石”。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史书上就称其为
“吉贝布”，其纺织技艺领先于中原 1000多年。

德国生理学家、耶拿大学教授史图博曾于
1931年、1932年两度前往海南岛黎族聚居区进
行田野调查，并写下《海南岛的黎族》一书，被学界
公认为是研究海南岛黎族的权威性著作。他用了
很大篇幅来描述当时黎族各支系的服装，并对这
些服装大加赞赏：“妇女的服装异常美丽，最能表
现黎族艺术才能。”

在过去，黎族妇女的衣服都靠自己织就，织锦
是黎族女子成人前的一门必修课。织一件精美的
黎锦服饰往往要花费数月，需要高度的耐心和细
心。“看衣服漂不漂亮就知道手巧不巧，手巧的姑
娘来提亲的就多。”谭英珍说。

东方市的符金花到槟榔谷已有 17年，是景区
的织锦明星。一件刚织好的黎锦画卷挂在墙上，生
动再现了黎族传统婚恋习俗：开春时木棉花绽放，
小伙子上山打猎；木棉花落“三月三”到来，黎族青
年在篝火晚会上对唱山歌、谈情说爱；从相识到相
恋，小伙子和家人扛着山兰酒、提着槟榔到心上人
家提亲……

这件游客出价 1 . 2万元订制的作品，戴着老
花镜的符金花要足足织上 3个月。没有参照图样，
一切设计灵感皆源于黎族传统民俗，一针一线都
融入了她 70 余年人生的经历和记忆。

除了黎锦技艺传承人，符金花还有一个特殊
的身份——— 海南岛最后一代黎族纹面妇女。按照
黎族的传统习俗，用工具文身，是黎族女性结束少
女生活、步入成年时所必须完成的一个程序。

8 岁纹脸，11 岁纹脖子，12 岁纹胸口，13 岁
到 14 岁把腿纹完。1952年符金花开始文身，历时
6 年完成。虫、螺、青蛙、黎族创世神话中的大力
神……独特的图案组合蕴含着自然崇拜、祖先崇
拜、图腾崇拜。

黎族是海南岛最早的居民。我国学者普遍认
为，黎族是从古代南方越族发展而来，特别是和
“百越”的一支———“骆越”的关系密切。据推测，黎
族先民在 3000年前的殷周时期就渡海入岛，过着
母系氏族公社的生活，进行“砍倒烧光”的原始锄
耕农业和狩猎、捕鱼、采集等生产活动，信仰原始
宗教。

以人类皮肤为载体传承原始崇拜、记录氏族
符号，黎族妇女的绣面文身随着黎族世代生存繁
衍流传了 3000多年，被人类学家称之为“在人体

上雕刻历史的敦煌壁画”。海南黎族分润、美孚、
哈、杞、赛五大方言区，不同方言、不同氏族的文身
图案都各不相同，黎族文身仅面纹就有 37式，手
臂纹 14式，腿纹 10式。

“从图案能看出是不是一个家族，同家族的不
能结婚。而且文了身过世后祖先才能认出你、接纳
你。”来自乐东黎族自治县的邢连关说。尽管过去
了 60年，那种钻心疼痛难以忘记：没有麻药，在山
上摘红白藤刺扎在脸上、身上，纹完后身体肿了一
个星期不能下床。“太受罪所以政府不让纹了，现
在的小姑娘都没有了。”

海南有关机构在 2009年进行的统计显示，全
省纹身黎族妇女人数仅剩下 3459人。随着海南对
少数民族风情旅游资源开发的重视，黎族文身阿
婆逐渐成为独具特色的民俗旅游名片，不少人受
聘为各景区的特殊员工。更多阿婆闲居在家颐养
天年，却时常吸引摄影爱好者和游客慕名进村寻
访。她们热情好客，面对陌生人和镜头毫不腼腆。

在槟榔谷内，有来自五指山、东方、乐东、昌
江、白沙等地的文身老人 28 人，这些景区的“明
星”深受游客喜爱和尊敬。在景区，60 岁以上的老
人有 70多名，他们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活态传承
人，是景区最珍贵的“瑰宝”。黎族“老织女”平时展
示织锦，有时走上演出舞台表演舂米，偶尔又在黎
族婚俗表演中客串，对她们来说，生活就是演出，
而他们所演绎的正是最为熟悉的生活。

特殊的“养老院”里收获多彩晚年

清晨，把自己分工的区域打扫完毕后，老人们
集中在非物质文化遗产陈列馆前，跟随音乐跳健
身操。8 点半吃完早餐，一天的工作就开始了：织
锦、和游客聊天互动、每逢整点伴随音乐教游客跳
黎族“叮咚舞”，每天都过得热热闹闹。

最近，谭英珍正在织一件精美的筒裙，常常勾
起游客的浓厚兴趣。“这是织给自己的，等我入土
那天穿！”面对游客的好奇，老太太洒脱地笑着回
答。然而，身体硬朗的她，目标是活到一百岁。“慢
慢织织得漂亮一点，织好先放着，反正它又不吃

食！”
乐观开朗的谭英珍其实已经丧偶 20多年，唯

一的女儿也早早嫁去五指山市。10多年来，她在
丈夫的弟弟家生活，晚辈孝顺，每天她从槟榔谷下
班回来就能吃上可口的晚餐。家中的弟妹林玉銮
比她年长几岁，但笑容和言语却比她少了许多。晚
辈白天外出打工、下地干活，林玉銮老人一天中大
部分的时间就是静静坐在门前的椅子上发呆。

农村老人没有退休的概念，只要身体允许会
一直劳动。即便干不动农活，也会力所能及地照顾
孙辈、做些家务，以此体现自己的价值。随着城镇
化进程的高速推进，黎族村庄里的年轻人也纷纷
外出务工，孙辈上学后，留守老人的生活更显孤
独。景区非物质文化遗产区负责人朱智诚说，当初
到各地邀请老人们来工作时，很多老人都是在家
独处。

来到景区后，老人们收获了友谊和陪伴。游客
参观的间隙，老太太们三三两两坐在一起，聊聊儿
孙的事业和学业，分享各自“当姑娘”时的风光。上
了年纪的老人就像孩子般天真，开玩笑时轻轻捏
对方一把，又马上亲切地搂在一起。尽管来自不同
方言区、语言并不完全相通，却情同姐妹。

来自东方的吉金妹随身携带着一支鼻箫，闲
暇时就会为老姐妹们吹上一段。吉金妹说，这是她
在工作之余找黎族八音乐器组的阿公们学的。“来
了一年多，我已经会吹鼻箫和灼吧了，接下来打算
把另外四五种也学会。”

这些老人的人生中，有大半岁月居住在茅草
房里，来景区前甚至不会说一句普通话、没出过
岛。但在晚年，他们获得了感受外面世界的机会。
得益于海南国际旅游岛建设的不断推进，这些老
人不仅能和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互动，足迹也越
走越远。北京、上海、武汉、香港、澳门……每当有
大型推介活动，这些老人就会飞往各地演示织黎
锦。

在邢连关背着的黎锦挎包里，和身份证等贵
重物品放在一起的，有一张 1 美元的纸币。这是
10年前一位和她年龄相仿的美国游客与她合照
后留下的纪念。她叫不出那名游客的名字，却把 1

美金纸币用塑料膜妥帖地包好，至今依然崭新。
景区管吃管住，还有专门的医护人员照料

老人的健康，宛如一个特殊的“养老院”。此外，
老人们每个月还能领到 2000 元以上的工资。吉
金妹是保亭县响水镇的贫困户。丈夫患有精神
疾病无法劳动，年迈的公公婆婆需要赡养，过去
两个孩子上学欠下不少债，家庭开支仅靠她早
出晚归割胶的微薄收入维持。去年初，在当地就
业扶贫项目的引导下，吉金妹来到景区上班。

“在这工作比割胶轻松多了，收入也高。”吉
金妹说，自己每个月工资有 2800 元，每月织一
条筒裙还能卖 1 千元。今年初，在政府扶持 4万
元危房改造补贴的基础上，吉金妹拿出工作一
年多存下的 2 . 2万元，给家里盖了新房。

景区员工每个月有几天假期，但老人们很
少回家，更愿意留在这里。一些老人年事已高，
家人和景区出于健康考虑，希望他们回家养老。
今年初，符金花的女儿把她接回了家。待了两个
月后，她又偷偷跑回来。“阿婆能做她喜欢的事，
心情舒畅身体才会健康。”符金花的外孙女最懂
她，在帮她劝了女儿后，女儿才不再坚持。

留住祖辈传承的手艺是最大心愿

在槟榔谷，融合自然风光和黎苗风情的实
景歌舞剧《槟榔古韵》每天上演 4场，场场爆满。
除了专业歌舞演员，舞台上不乏老人们的身影。
已蜚声国际的打柴舞、舂米舞生动展现黎族传
统生活方式，原始的刀耕火种、黎族传统制陶技
艺被巧妙融入歌舞，成为观众眼里最具民族风
情的艺术盛宴。

在海南出席学术研讨会的间隙，来自德国
的大学教师弗兰克到槟榔谷游览。“演出展现了
黎族延续几千年的农耕文明画卷，非常震撼。我
来过中国多次，但去的都是北京、上海这样的大
城市。这次旅程让我看到了更多元的中国。”弗
兰克说，舞台上的老人让他印象最深刻。与普通
演员不同，他们的本色演出更具感染力。

2015年，槟榔谷被评为 5A 级景区，成为

中国首家民俗文化型 5A 级旅游景区。去年，景
区接待游客量达 130万人次。自今年 5 月 1日
海南 59国人员入境旅游免签政策实施以来，越
来越多外国游客来到这里，感受中国文化的“另
一面”。

“槟榔谷能吸引众多游客源于民族文化的
魅力，保护老人就是保护这些文化。”槟榔谷景
区副总经理陈国东说，景区展示了包括黎锦服
饰、黎族原始制陶技艺等 10项国家级非物质文
化遗产。除了陈列馆的静态展览外，老人们的动
态展示是最理想的保护传承方式。

然而，现代社会的快速发展，一些历史文化
与民族工艺面临濒危。无论是文身、黎锦或是竹
木器乐都是在独特的生活语境下流传，但这样
的土壤正在逐渐消失，让年事已高的老人们颇
为遗憾和忧虑。

想起年轻时恋爱的情景，黎族八音器乐演
奏者蓝和强难抑兴奋：上世纪 60年代，镇里组
织青年男女兴修水利，他一眼就看上了他的妻
子。打听好姑娘的村庄，他悄悄走到姑娘闺房前
演奏鼻箫。心上人打开门缝往外瞧，看对了眼便
让他进来，两个人一直聊到半夜。直到现在，他
还经常为妻子吹奏鼻箫。

“现在的小伙子追女孩子容易多了，嘴巴甜
会哄姑娘就行，要是有辆摩托车能带着到处玩
就更好。愿意学这个的小伙子不多啦。”今昔对
比下，蓝和强苦笑地摇了摇头。

如今，生产一件漂亮的裙子只需要几分钟，
黎族姑娘也再难有时间和耐心，花上几个月为
自己织一条独一无二的筒裙。传到老人们这一
辈，黎锦一度面临失传的困境。符金花、谭英珍
等老人都表示，自己的女儿不会织黎锦。老人们
平时不忘给晚辈们多织几条，但年轻人也只是
在传统节日时穿一穿。

史图博早在几十年前为《海南岛的黎族》作
序时就写道：“海南岛很快就要逼近巨大的迅速
的文明化运动。在尚可窥视其原始状态之时，今
天必须写下这些东西，因为这是最后的时机
了。”

书中叙述确实已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在
村庄聚落上，海南历时 19年完成少数民族茅草
房改造，建起坚固的钢筋水泥房；在农业生产
上，以刀耕火种种植稻米为主发展到涵盖热带
水果、热带作物、冬季瓜菜等的热带特色高效农
业，“牛踩田，手捻稻”“背儿舂米累断腰”的时代
一去不复返；不再固守自给自足的农业生产，越
来越多人走出深山求学、务工，有的村寨则依托
得天独厚的生态优势和民族风情发展起旅游。

时代变迁，一些精神文化和生活习惯层面
的传统却顽强地延续下来。海南大学教授周伟
民说，黎族文化中的许多内容对人类进步起到
了不容忽视的作用。比如，黎族先民懂得食用酸
味极重、用生鱼和糯米发酵制成的“鱼茶”保证
血压平稳和血脂正常；提倡尊重女性等做法和
观念，都表现出黎族传统文化的优越性和前瞻
性。

黎族文化的保护和传承日益受到重视。
2013年起，黎锦技艺、琼剧、海南八音乐、黎族
服饰等项目相继进入海南职业教育和大专院校
课堂；“民歌、民服、民舞”三进校园已成为民族
地区中小学校的特色课。传承人多次参加国内
外的各种展览展示，足迹踏及亚洲、欧洲等国
家，各界对黎锦技艺的热爱和价值的认识达到
新的高度。

在保亭，多数中小学开设了黎锦培训班，每
到寒暑假，老师、家长就还会组织学生们到槟榔
谷景区“研学旅游”。几十名中学生放假到景区
免费学习织锦，每人能获得 1200 元的补助。

令符金花欣慰的是，11 岁的孙女对黎锦颇
有兴趣，于是手把手教她。一到放假，孙女就会
来景区陪老人上班、学习织锦，现在已经会织简
单的图案。“我们总有离开人世的一天，但这门
手艺要是丢了就可惜了。教她不是让她以后一
定干这个，把祖祖辈辈传下来的手艺留住就是
件天大的好事。”符金花说。

槟榔谷里，一群“老织女”的“艺术生活”

▲符金花正在整理自己织的黎锦（ 9 月 8 日摄）。 摄影：本报记者杨冠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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