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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甘乐

“通道侗锦历史悠久，文坡侗锦誉
满天下”。位于湖南省西南部通道侗族
自治县，与贵州黎平县、广西三江县毗
邻，蕴藏着国家级非物质遗产——— 侗
锦。从地图上看，通道、黎平、三江边界
地理位置呈倒三角形结构，自古以来，
民族团结，边民和睦相处。目前，由原
枫香、绞坪、八毫、树团、元现五村合并
而成的新文坡村，共 790 户人家，总人
口 3185 人。拥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
产项目侗锦织造技艺代表性传承人粟
田梅和两名市级、三名县级非遗侗锦
传承人。

有趣的是，华夏五个半侗族自治
县，生态怀化就占了三个半县。即通道
侗族自治县、新晃侗族自治县、芷江侗
族自治县和靖州苗族侗族自治州县。三
个半侗族自治县就数通道百里侗乡的
民俗民风，古建筑吊脚楼、风雨桥保存
得最为完好。千人多耶、无指挥侗族大
歌多声部交响乐，宛如人间天籁之音，在山水峡谷中久久
回荡。被誉为通道“大戊梁歌会”原生地、侗锦侗歌发源地、
“中国侗锦传承基地”的文坡，更是锦上添花。

实际上，通道文坡侗锦的早期历史可以追溯到距今
2000 多年之前。据史料记载，唐代李延寿《北史·僚传》中
就有“僚人能为细布，色致鲜净”的描写。到了唐宋时期，
侗族先民的纺织技术和印染工艺已经有了长足的发展，
特别是在织品和服饰的色彩搭配方面，积累了较为丰富
的经验，形成了自己的审美特点。明清时期，随着侗民族
的形成及其传统文化的日趋成熟，侗锦也进入了繁荣发
展时期。明代郭子章《黔记》中称赞“侗女肤妍工刺锦”。清
代时，侗锦已闻名遐迩，康熙年间胡奉衡的《黎平竹枝词》
中就有“峒锦矜夸产古州”之赞誉。乾隆年间张应铭更有
诗赞美侗锦云：“苎幅参文秀，花枝织朵云。蛮乡椎髻女，
亦有巧手人。”可见，侗锦在古代就已经技艺纯熟了。

1964 年出生的粟田梅，从小受到母亲粟培仙的熏
陶，在母亲及家乡团寨老人的精心指导下，12 岁就掌握
了纺织侗锦的技巧，特别心领神会先辈们的侗锦作品。
15 岁创作出《侗寨小孩手牵手》的第一件作品，得到本寨
及周边侗寨很多人的赞扬。从此，粟田梅加深了对侗锦的
喜爱，注重侗锦的色彩搭配、纹路变化、创作构图，在传承
侗锦“非遗”特色道路上阔步前进。

粟田梅现场介绍，文坡侗锦制作细腻而精美，与其他
民族的织锦最大的不同点，在于侗锦图案的抽象性。侗族
织锦与色彩沉着、古朴厚重的苗族织锦相比，与粗犷单纯、
质朴大方的瑶族织锦相比，与构图饱满、题材丰富的土家
族织锦相比，粗象且充满寓意。所有侗锦用上等的棉线染
成五色织之，质地有文采，亦有花木禽兽各样，冻之水不
败，渍之油不污。她说，在文坡侗寨有许多能工巧匠，当你
跨进侗家高高的门槛时，就会发现每家每户都摆有一台或
两台木制土布机，每户家庭都为拥有侗锦织造机器感到骄
傲和自豪。尤其是生有女儿的侗族人家，母亲教给女儿的
第一门手艺就是织锦，女孩子一般从十几岁就开始学织
锦，出嫁时父母或兄弟会送给她一套木制土布机作为嫁
妆，让她到夫家传承技艺，给全家人织锦，当了母亲之后，
她又会把织锦技艺传给下一代，代代相传。

“彩锦通经断尾，素锦通经通尾”。文坡“十三寨”共有
枫香、绞坪、茶寨、八毫、树团、寨脚、新寨、金甫团、元现、
其智、塘豹、田家、上洞等 13 个寨子，每个侗寨侗锦织造
花色品种设计多样。大多数侗锦图案由原始的神话崇拜
和自然居住环境衍生而来；由实物形象到粗象符号，是大
多数图纹的演实过程，图案经过先民的艺术加工，夸张变
形，抽象概括与提炼，具有很强的装饰性，也很好地保留
了祖先传承下来特有的素雅、质朴与细腻的风格手法。具
体来说，纹样包括蜘蛛纹、凤鸟纹、太阳纹、百花纹、多耶
纹、八角花、鱼纹、马纹、蕨纹、竹根花、井纹、回字纹、蛇
纹……仔细挖掘，每一种图案都蕴藏着通道的文化与思
维密码。

在老支书家做客，从老村民那悉知，侗锦图案要数百
花纹和多耶纹。前者是比较普遍的侗族传统纹样。侗族地
处山区，植物茂密，百花竞相开放，体现在侗锦上就是八角
花、茶花、灯笼花等等。因为侗族姑娘处在五彩缤纷的风景
中，自然将花为元素装饰于织锦中，同时也表达了对自然
的热爱和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后者多耶纹，即侗锦四周经
常出现的人纹，一般在侗锦中起装饰作用，图案表现形式
为多个侗族人手拉手，表示侗族的集体舞、多耶萨团舞，传
说是侗族早期对火以及祖婆萨神的崇拜。

侗锦花背带，包裹婴儿的带子和被子，侗家小孩健康
成长的护身符；侗锦童帽，侗民追求美的重要组成部分，
荟萃了侗民族工艺精华；侗锦定情信物，花织带是侗族姑
娘赠予爱慕男子的定情物；侗锦芦笙衣，演奏芦笙时所穿
戴的经典服饰；侗锦头帕，侗族女子的首服，既用于装饰，
又有一定的实用功能；侗锦寿锦，象征自尊、自强、奋发向
上的民族气节；侗锦侗绣，侗族妇女世代传承的侗绣工艺
品，也是侗民族历史文化发展的见证；侗锦被面，侗族家
庭必备的侗锦织品，也是父母为女儿出嫁时必备的嫁
妆……

林林总总，侗锦织品不仅仅是“非遗”特色产品，业已
成为侗族家庭造就生活之美不可缺少的实用品。通道侗
锦，好一朵民间工艺品中灿烂的奇葩。这奇葩，穿行在寨
头寨尾、鼓楼凉亭、古井芦笙场，在青石板驿道、侗乡赶歌
会、侗家合拢宴上空鲜艳夺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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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月的大地，酷暑难耐。人们期盼着一场
雨，带来惬意和凉爽。

对阆中古城向往已久，我在晶莹的雨水飘
落之后，怀揣着对这座千年古城的敬畏之情，在
烟雨街头，在茂密树荫下，拥抱阆中。

来到阆中古城，内心那份跨越时空的情感
油然而生，这座古城一定有着不同于其他城市
的厚重历史、人文精神、生活方式、风土人
情……

与古埃及金字塔、古蜀国三星

堆同在神秘的北纬 31°

翻开阆中的历史画卷，仿佛打开了一部厚
重的文化典籍；走进阆中古城，就如同走进了色
彩斑斓的民俗长廊。阆中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
中华本源文化发祥地之一，历史悠久，文化灿
烂，在华夏文明的辉煌长卷中，具有地域特色文
化的唯一性和不可替代性。相传人祖伏羲孕育
在阆中；西汉时期伟大的天文学家阆中人落下
闳制定了中国第一部有文字记载的完整历法

《太初历》，开创了“浑天说”，创制了世界上第一
台天文观测仪“浑仪”；世界上第一个为大风定
级的人是唐代定居阆中的风水学家李淳风，他
撰写了世界上首部气象学专著《乙巳赞》；发源
于阆中渝水之滨的巴渝舞，被称作“舞蹈的活化
石”；阆中的“四川贡院”是全国仅存的两座科举
考试、省级考棚中保存最完好的一处，也是我国
科举取士 1300 年间四川出状元最多的地方。

阆中，位于四川盆地东北部，大巴山脉、剑
门山脉与嘉陵江交汇处，东临仪陇、巴中，南接
南部，西连剑阁、北毗苍溪，距离省会成都 300
公里。与古埃及金字塔、古蜀国三星堆同在神秘
的北纬 31°。

阆中历史源远流长。1979 — 1981 年在蟠
龙山麓及蟠龙山兰家坝先后出土的石器和陶器
属于新石器晚期文物，足以证明最迟在新石器
时代，阆中就有先民在这片古老神秘的土地上
繁衍生息。历代王朝在此设立县、郡、州、路、军、
府、道的各级治所。清初，阆中为四川省省会，时
间长达 20 年。

阆中县名，始于公元前 314 年即周赧王元
年，秦惠文王更元后十一年。周慎靓王五年(公
元前 316 年)，蜀王伐苴(蜀王弟苴侯)，苴侯奔
巴（巴国迁都阆中），巴为苴侯求救于秦。秦惠文
王派张仪和司马错救苴、巴，遂伐蜀。蜀灭后，张
仪贪苴、巴之富，顺手牵羊，灭了巴国，于秦惠文
王更元后十一年(公元前 314 年)，设治巴郡和
阆中县。以后，除隋初因避文帝之父杨忠讳，有
35 年改阆中县为阆内县外，阆中县名至今 2300
多年不变。

何谓阆中？东汉许慎《说文解字》解释“阆”
字为“门高也”，即高门之意。北宋乐史《太平寰
宇记》解释“阆中”说：“其山四合郡，故约阆中”，
即阆中周围山形似高门，沉在其中故称阆中。阆
中因山而得名。《旧唐书地理质》记载阆水迁曲，
经郡三面，故约阆中。嘉陵江流经阆中，三面绕
水城在其中，故称阆水。

阆中别名阆苑。《辞海》解释“阆苑”一词为：
唐代苑名故址在今四川阆中县西。阆苑本是传
说中的神仙(西王母)居住处，因滕王建此宫苑
千百年来，阆苑便成为阆中城的别名，提到风
水，不得不说阆中传统的风水文化独具特色，在
全国历史文化名城中地理环境，城市选址及布
局融山水城市为一体，契合传统的风水理论，因
此被专家学者看作是当今最为完好的一座风水
古城。

“风水”其实指的就是人居环境，包括城市
选址、布局、规划设计的传统理论。它以人为中
心，天、地、人三者和谐，即天人合一，让人们在
有利于自然空间获得大自然的恩赐，趋吉避凶，
祈福平安。

创造了科举史上的奇迹

唐宋格局、明清风貌的阆中古城，核心区约
2 平方公里，70余条古老街巷规划布局井井有
条，以“中天楼”为轴心纵横交错，以应风水“天
心十道”之谕。棋盘式的古城格局融南北式的建
筑风格于一炉。古建筑群形成“串珠式”、“品字
型”、“多”字型等风格迥异的建筑，完美展现了
中国传统风水学理念、审美情趣及文化内涵。

数百栋典雅精致又连接成片的明清古院
落，建筑风格迥异的古代建筑群风格浑厚，为古
阆中城增添神秘色彩。在众多的名胜古迹中，清
代的四川乡士贡院尤为珍贵。据《保宁府志》《阆
中县志》记载，唐代至清代年间阆中先后共出进
士 116 人(其中状元 4 人、武进士 15 人、举人
404 人，各类贡生 317 人)，是名副其实的状元
之乡，创造了科举史上的奇迹。

雨后的下午，雨水洗涤过的古城清新纯净，
在雨中沐浴过的鸟儿欢快地鸣唱，夏风送来的
木兰花香沁人心脾。我来到位于学道街北侧的
四川贡院，当准备踏进那扇黑色的大门时，当地
朋友说，在古代对学子要求严格，在男尊女卑的
封建社会里“女子无才便是德”，女子是没有资
格参加科举考试的。今非昔比，现代社会完全不

同，男女平等，妇女撑起半边天，无论男女都
能跨龙门，听她这么一番话，我的双脚已经情
不自禁地跨过了悬挂着“天开文运”牌匾的龙
门，走进贡院。

在贡院书画院，我拜访了鹤发童颜、仙风
道骨的“中国春节老人”形象代言人、92岁高
龄的张铨俊老人。他自幼受到祖父熏陶，喜欢
舞文弄墨，并得国画大师梁邦楚先生传教，写
字画画，工夫藏在字画里。他对我说，“虽然我
是江西赣南客家人，但是在这里生活已经 40
多年，西汉天文学家落下闳是阆中人，他创造
的《太初历》和‘二十四节气’一直沿用至今。其
中以‘孟春正月为岁首’就是现在的春节。西方
有圣诞老人，中国有春节老人，为了纪念这位
阆中先贤，我们尊称他为‘春节老人’。有句话
说‘又是一年春节到，莫忘先贤落下闳’，每逢
春节我都要去拜谒这位老人，对他肃然起敬，
而我这位春节老人的扮演者能有机会向来自
海内外的朋友讲述春节故事，讲述中国故事，
我感到非常荣幸。”

杜甫陆游在此留诗

历代文人墨客曾在阆中流连忘返，并留
下佳句。

唐代大诗人杜甫先代由原襄阳迁居巩
县。安史之乱时寓居长安近 10 年，后避乱战
来到成都，筑草堂于浣花溪上。广德元年(公
元 763 年)八月赶到阆中为好友房琯治丧，在
阆中逗留了 3 个月，因爱女生病，才离开阆中
返梓州。广德二年杜甫再次携妻女来到阆中，
尽兴游览阆苑名胜，写下了许多赞美阆山阆
水的诗章，其中广为流传的诗作有两首：

阆山歌
阆州城东灵山白，阆州城北玉台碧。

松浮欲尽不尽云，江动将崩未崩石。

那知根无鬼神会，已觉气与嵩华敌。

中原格斗且未归，应结茅斋著青壁。

阆水歌
嘉陵江色何所似？石黛碧玉相因依。

正怜日破浪花出，更复春从沙际归。

巴童荡浆欹侧过，水鸡衔鱼来去飞。

阆中胜事可肠断，阆州城南天下稀。

南宋大诗人陆游乾道 8 年来到阆中，他
是从夔州去汉中王炎兴元府从阆中路过。这
年秋，他因事又从苍溪来到阆中。陆游两次来
阆中，在此盘桓多日。他坐船渡江游了锦屏
山，瞻仰了杜少陵祠堂，他赞叹阆中古城：“城
中飞阁连危亭，处处轩窗临锦屏。涉江亲到锦
屏上，却望城郭如丹青。”他见阆中著名的南
池废为平陆，特地去察看，并叹道：“数茎白发
愁无那，万顷苍池事已空。陂复岂唯民食足，

渠成终助霸图雄。”在《南池新亭碑》诗中他也
叹道：“文章绮糜虽非古，今代词人不办渠”。
陆游尖锐批评当政者忽视兴修水利。陆游一
生酷爱梅，两次旅阆，他都特地邀友到城南观
赏。陆游还游了滕王亭，在夺锦轩饮酒题诗。
陆游写诗 10余首，赞美阆中山水，“三叠凄凉
渭城曲，树枝闲淡阆中花”，“挽住征衣为濯
尘，阆州斋酿绝芳醇”。他对阆中的一切，都感
到十分亲切美好，产生故旧之情，“茑花旧识
费生客，山水曾有是故人”。

“锦屏春色”、“嘉陵秋水”、“云台仙风”、
“颐神古洞”、“书岩遗迹”、“盘龙池馆”、“南池
破晓”、“西津晚渡”、“伞盖凌云”、“梁山戴雪”，
此为阆中十景，系山西蒲坂人杨瞻所定。杨瞻
为进士出身，明嘉靖二十年(公元 1541 年)任
四川巡检司佥事、分巡川北道，驻保宁。杨瞻
在阆中任职期间，大力修葺佛寺，培植景观，
提倡文教，政绩卓著。他热爱阆中，凡阆中名
胜古迹，都题诗一一咏赞。杨瞻在阆中任职约
8 年，颇有功绩，阆人怀念。

近现代亦有名家在阆中留下足迹。
著名爱国民主人士张澜曾任川北宣慰

使，衙署设阆中。那时是中国历史上的非常时
期，几千年的封建制度正被共和体制所代替，
从政治观念到风俗习惯，其更新改革都与每个
老百姓息息相关。例如，每家堂屋正中“天地君
亲师”这个牌位，要取掉“君”字，每个人脑后的
大辫子要剪掉，妇女缠着的小脚要解放等等，
这些都是宣慰使更新观念、实行新政的历史职
责。张澜任阆中办事处主任，工作积极，确定项
目，招商引资。在阆期间，身着长袍马褂，住白
花庵署衙(今孔家大院)，一方面规划协调，一
方面沟通联系，推广新植保技术，逐步引进了
良种粮、棉、油、南瑞苕等，从而使阆中科技、经
济、文化等方面有了较大发展。

大家都知道张大千，其二哥张善子可能
鲜为人知。他亦工画，除山水人物外，尤擅画
虎。他为画虎曾养虎，被称为“虎痴”。张善子
早年留学日本，曾参加孙中山先生的同盟会。
由于他反对袁世凯复辟称帝，被袁通缉，曾逃
往国外。1923 年春，张善子偕夫人回国，任阆
南盐场知事(相当于场长)，隐居阆中，并从事
绘画活动。时锦屏山道长青松子邀他游锦屏
山，求他绘画，他便画了有名的《上山虎》、《下
山虎》，并题诗。《上山虎》的题诗是：“虎视眈
眈遍西东，瓜豆河山在眼中。睡狮至今犹未
醒，将来谁是主人翁？”《下山虎》的题诗是：
“天地英雄气，只在此山中。循环不可测，林暗
草惊风。”画和诗，被刻在两块峡石上，画前刻
有“民十二癸亥春，青松子乞绘，善子张泽”的
小款和印章，画下还刻有“一钱不值，万金不
卖”的留言。

1944 年 12 月，著名画家、文学家、美术
和音乐教育家丰子恺先生来到阆中，一为举

办画展，二为游览古城。经过筹备，画展四壁
挂满作品，其中一幅画是以乌一浮绝句诗意
而作，那首诗是：“红是樱桃绿是蕉，画中景物
未全凋。清和四月巴山路，定有行人忆六朝。”
画展结束后，先生游览了锦屏山、巴巴寺、华
光楼等名胜。他随身带着速写簿，观赏中即便
勾勒草图，后来根据这些速写画成了《蜀道》

《嘉陵江上》《华光楼前》等自作品。特别是《华
光楼前》，古楼高耸，长桥卧波(当时嘉江上有
浮桥)，生动地展现了阆中“三面江光抱城郭”
的江城风貌。丰先生对阆中的土特产和小吃
很感兴趣，尤其喜欢白糖蒸馍和油茶，特地写
了这样一首诗：

锦屏山下客流连，蒸馍油茶胜绮筵。

他日五湖寻范蠡，夜船剪烛话当年。

穿越在古院深处

阆中以民居古院享誉国内外，林林总总
大大小小的民居古寨犹如一颗颗明珠镶嵌在
阆中古城的各个角落，阆中的小院保存着唐
宋和明清的风貌，高墙大院歇山单檐是木质
穿斗结构，灰色小青瓦，砌筑粉墙。注重风水
意象，以丰富多样的木雕见长，四合院与园林
建筑和谐统一，古朴典雅异彩纷呈。

叩开古街巷一扇扇厚重的双扉兽环木
门，那恬淡雅静的亭台楼榭，那一窗疏影映出
几枝素竹，那几峰假山衬出一壁浮雕，那砌工
精湛的花台、花园和葱茏的古树名木，以及回
廊和画宇下的笼中画眉，青石阶沿下花缸中
的嬉戏游鱼，组成了一幅幅声色俱佳、动静和
谐的立体图画，给人以无尽的遐思和审美愉
悦。

坐在年代久远的木凳上，我静静欣赏着
勤劳智慧的阆中能工巧匠们用汗水和智慧雕
刻的木门、木窗的精美雕花杰作，依依不舍地
离开古色古香的院子，走在千年的古街道，只
见街边三三两两的居民坐在自家门口，面向
古道和游客悠闲地谈笑风生，路人经过时他
们会主动与人打招呼，显出当地人特有的热
情，我站在古道上的阁楼，远眺聆听优美的鸟
鸣声，南来北往的飞燕穿梭屋檐，筑窝繁衍，
而停留在树上的鸟儿东张西望，似乎在招呼
同伴前来相聚……此景此情，我不禁想起刘
禹锡的怀古名篇“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
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阆中古城眼前的绿树和墙壁上的青苔会
告诉我，这每一条古老街道的年龄，沿街店铺
琳琅满目的商品及食物显示出古城的繁荣，
白墙青瓦流水沟壑，时间在悄悄流逝，这一幅
幅鲜活的阆中人的生活画面，讲述着时光的
蹉跎。这里的一砖、一瓦、一诗、一画，都承载
着深厚的文化，孕育着人类的智慧。

阆中古城，千年的眷恋。

阆中古城：千年的眷恋

▲侗锦头帕。 摄影：陈甘乐

古城生活。

古老院落树上的鸟巢。摄影：杜京

阆中位置示意图。 制图：闫天雷

▲ 92 岁的中国“春节老人”形象代言
人张铨俊。

这一幅幅鲜活的阆中人
的生活画面，讲述着时光的蹉
跎，展示着美好的未来。这里
的一砖、一瓦、一诗、一画，都
承载着深厚的文化，孕育着人
类的智慧

走走读读


	12-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