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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庐州，去三河古镇！这是枞

阳文联的一场清秋的邀约。

空中的雨似有若无地飘着，渺

茫的，惹人情思。桂花的香气裹挟

在湿润的雨迹里。沾了雨的人，也

就沾了花香。旅游车从省博物馆

出发，抵达三河是正午时分。

穿过“山河古镇”的牌楼，倾心

去寻找古镇的前世与今生。雨里

三河，遇见最美古镇。仙归桥，在

青铜的书页上翻开。小篆、隶书、

楷书、行书，什么样的字体最宜写

下这些人的名字呢？每种书法，都

各有它的灵魂。孙仲德、陈玉成、

李鸿章、董寅初……翻开史籍，他

们依旧还在风云跌宕的岁月洪流

里，挥斥方遒，指点江山。

长桥润湿，桥栏上有无数的小

石狮，它们都统一地面朝长桥，望

桥、望天、望水，望桥上人。无论是

春暖花开，还是秋雨缠绵，一望就

是岁月幽长。从青黛色的长桥走

过，长河如碧，拱桥如满月。圆满

是生命最好的境界。长桥卧波，从

桥上走过，似乎就得了一份最美的

祝福。

青石的台阶，线条柔美的桥

身，远处的古宅，扶风的老柳，都值

得一看再看。天地浑然，其色苍

苍。雨丝酝酿着一种古老的氛

围。游古镇，雨天最是相宜。湿嗒

嗒，迷蒙蒙，与怀古的心境契合。

世界静了，人心也可以沉静许

多。浮尘与浮躁被雨清洗，周遭

清明。心思可以沿着雨的脚迹回

溯，回溯到 2500多年前的远古时

空。从春秋到唐宋，从诗经到明

清小说……浩渺如烟千秋事，悲欢

离合万古情。

有水的地方就有桥，有桥的地

方就有故事。望月桥，三县桥……

桥旁有亭，四角飞檐，泠然如鸟。

亭中论诗，亭台观景，水亭饯别，都

是风雅事。雨烟里可以浮离出一

幕幕关于亭台的想象。年轻女导

游以极温婉的声音一路絮叨三河

古镇的前世今生。“江淮第一阁”，

又名“望月阁”，登上极顶，可以一

览三河。

望月桥下小南河，望月桥旁

望月阁。七级浮屠古塔，可渡众

生苦难。“塔摩苍穹，桥吐明月”，

也是极有诗意的境界。望月阁，

如水边的红妆佳人，望月，望河，

望苍穹，望良人归来。归帆浮动

处，佳人断肠时。

踏入古街，遇见一段明清旧时

光。微雨古镇，撑着伞走过的人，

是诗里的意象。青石巷陌，徽派建

筑之美，总是让人心生执着地眷

恋。脚底下的青石，经千年时光的

打磨，光溜如青玉，被雨沾湿，更见

古朴灵气。

两旁的商铺，最宜生怀旧情

结。无论是青砖黛瓦天井马头墙

的建筑，还是铺子里的物什，都可

以找到记忆里的某个温暖瞬间。

有人停下来买几个烧饼，称烧饼的

女子，笑出了烟火里最朴实的幸福

味道。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三河钟

灵毓秀，名人馆比比。从商界到军

政界，从书生到将军……倒也不负

古镇三河水。杨振宁故居，董寅初

纪念馆，刘同兴隆庄……一处旧

宅，就有一个风云跌宕的传奇般的

故事。流水千年，古镇幽深。

在古镇最宜找一间古茶楼，

品茗看书，或者推开雕花的疏窗，

望着千年不老的小南河，河上有

来去的船只，也有圆如满月的石

桥。漂泊与归来，都与河流有

关。每座古宅门前都挂着中国红

的油纸灯笼，一盏灯笼，一户人

家。我见到门前挂着“黄”字灯笼

的古宅，宅中住着的人，是谁的前

世今生呢？

遇见最美古镇

不染尘不染尘 不落尘不落尘 犹出尘犹出尘
——张小路绘画艺术探析

文 化人生 □盛儒

如今从合肥到安庆，驱车两小时左右，坐高铁40
多分钟可抵达。这在过去简直不可想象。

上世纪 80年代，我从合肥乘长途汽车去安庆师

院读书。那时觉得合肥与安庆相距遥远，不仅是交

通不便，还因当年合肥与安庆间有巢湖区隔。直到

2011年 8月，庐江县并入了合肥市版图，合肥与安庆

直接接壤，一下子拉近彼此心理上的距离。我的几

次出行经历，感同身受。

有次，我开车沿高速去庐江汤池镇的牛王寨，因

为下错了匝道口，一时找不到上山的路。我问山脚

下的住户，回答竟不是庐江口音，而是一口“黄梅

调”。原来，牛王寨地处合肥庐江、安庆桐城、六安舒

城三市交界，此刻我所在的牛王寨南麓，已属桐城大

关地界。因为大关正位于合肥与安庆的中间地带，

当年每次坐长途汽车去安庆，一过大关，心里就有

“西出阳关”的酸楚。如今合安高速裁弯取直，合肥

又有精明的桐城人开的“大关水碗”土菜馆，大关在

我心里早没了阳关的生分；甚至近年在合肥宿州路、

芜湖路屡见安庆老字号“柏兆记”之类的店家入驻，

感觉安庆就在身边。

还有一次，我在舒城舒茶镇，置身“九一六”茶场

（纪念1958年9月16日，毛主席视察舒茶人民公社而

名）“青岗云梯”，东北一望，一座塔令人神往。同伴

笑我：那不是你去过多次的庐江汤池“二姑尖”山上

的白云禅寺佛塔嘛！我听了恍然大悟，怪不得“白云

春毫”出自的“二姑尖”，也有如舒茶“青岗云梯”一样

壮观的梯田式茶园呢。

山高人为峰。阅历的增加不经意间拓宽了人的

视野和胸怀。历史上，有“陷巢州，涨庐州”的美丽传

说，孰料区划调整让其演绎成了现实版。如今放眼

合肥版图，八百里巢湖全被揽于合肥怀抱。庐江划

入合肥后，合肥最高峰变成了海拔 596米的牛王寨。

位居合肥滨湖新区核心地带的义城街道大陈村，如

今成了合肥的地理中心。合肥长大了、增高了，“大

湖名城 创新高地”的形象定位，实至名归。

国之交在于民相亲，城市间的交往也是同理。当

年我在安庆，只有一位上工农兵大学毕业分配在安庆

工作的同村郑大郢老乡。每逢端午中秋，受邀去他家

里过节，我备感他乡见老乡的温暖。回溯合肥沧桑巨

变，山还是那山，水还是那水，昔日合肥与安庆之间恍

如“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的心理距离，如今已变

成了无缝对接分秒可达。呼啸前行的合肥，让人感慨

“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

城在盈盈一水间城在盈盈一水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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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林外史》中多饮宴，五十六回篇章，谈肉食酒茶

有三十六回之多。

饮宴中的菜肴，系吴敬梓故乡全椒地方风味，品类

丰盛。首先是肉，吴敬梓所描绘的香肠、咸鸡、板鸭、咸

鹅、腊猪头、火腿等冬季腌渍咸货，今天依然常见。牛羊

肉及甲鱼、螃蟹和樱、笋、莲米、芦蒿倒也寻常；海参、海

蜇、鱿鱼等海货，因物流便捷，当年难比今朝。至于鲥鱼

这样的鲜物，现在长江中很难见到了。

佐酒的不仅是菜肴，还有各色各样的茶食点心。糕

有云片糕、茯苓糕、蜜橙糕、软香糕；饼有烧饼、蓑衣饼、

橘饼、月饼；芝麻糖、核桃酥、蜜饯系甜食；而笋干、黑枣、

红枣、栗子、瓜子等干果亦杂然其间；豆腐干、烧卖、馒

头、火烧、鹅油白糖的蒸饺儿、炒米、馄饨、盐蛋、腐皮、粽

子等琳琅满目，比起当今，似乎还要丰富许多。

无酒不成席，何以谈宴？吴敬梓出身富贵，家中曾

广有田产，然落拓不羁，诗酒娱情自不可少。《儒林外史》

中写杜少卿豪饮其父窖藏的九年七个月陈酒，一点水也

不搀，是二斗糯米酿出来的，能“醉得死人的”。吃时要

兑上十斤新酒，烧许多红炭，堆在桂花树边，炖过一顿饭

时，酒热了，方推杯换盏，足足能吃半日。这陈年老酒到

底是一种什么酿法，全椒现在还有没有呢？

至于饮茶，《儒林外史》中通常称作“吃茶”。古人无

法将开水保温，日常客来，只能现“烧茶”“烹茶”，所以吴

敬梓基本上不说“泡茶”。书中第二十四回说到当时南京

就有茶社千余处，有一条街单单卖茶为业的就有30多处，

可见茶道之盛。烹茶一次的叫做“一道茶”或“一开茶”。

烹三次的谓之“换了三道茶”。书中描写的茶具有茶壶、

茶碗、茶匙，使用的高级茶具有“成窑、宣窑的杯子”“宜兴

砂壶”。

“扬子江心水，蒙山顶上茶”，《儒林外史》中煨六

安毛尖是用雨水的。吴敬梓写茶，多次说到“毛尖”，

那个时代，毛尖应是茶中精品。他还写到苦丁茶，这

种茶今天依旧。书中的“干烘茶”是一种粗茶，应类似

于今天的烘青。而梅片茶、天都茶、银针茶都有些品

位的，分别产于何地，是否与今天的那些名茶有渊源，

待考。

吴敬梓的肉食酒茶吴敬梓的肉食酒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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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丑年仲秋时节，我赴皖北讲课之余应邀赴张小路创作

室——芳草堂参观。走进芳草堂，映入眼帘的是一幅幅绘画，

湖光山色、碧水蓝天、花鸟鱼虫……当场给我以强烈的视觉冲

击力。回到合肥，我认真查阅了关于张小路绘画的评论文章，

特别是拜读了与画家相识多年、私交甚笃的高纯宇先生的评

论，再回过头来仔细欣赏张小路作品，感觉她的绘画有以下风

貌特征：

其一，折衷中西、追求中和。“折衷中西”是中国近代西学东渐

在绘画领域的重要体现。这里所说的“中”指的是中国传统的国

画，所谓的“西”泛指西洋画。张小路曾说：“我除了对传统的花鸟

有着独到的认识外，对中国画吸收西画营养的方式也有自己的见

解。在我的眼里，继承传统和创新其实是‘一事两步’，哪一个都

不能丢，丢了一个也就丢了另一个。这一思路既是对当下中国画

领域的时尚潮流的反思，也是对自己创作的要求。”

基于这种艺术自觉，张小路尝试不断增添画面的新元素，

不断赋予作品新的特质，大胆使用明显的现代构成，大胆运用

西画色彩观念，将丰富的色彩融入画面，将西方的绘画语言转

变成中国画艺术的语言形式，将西画的空间关系融入中国画

的开合中，以求中西融通化合，由传统风格转向意象形态。

凭借这种“以心象熔铸物象”的创作方法，她能够做到在具象

与抽象之间，借助笔墨情感溶入写心写意的味道，从而在继

承中求创新、在冲突中求融合，使笔墨的情感张力达到和谐

统一，以此来熔铸新的艺术形象，来表现她所感悟出来的创

造之美。

其二，崇尚自然、注重写实。这一特征与“折衷中西”有着密

切的关系，可以说是“折衷中西”的具体体现。中国传统绘画（尤

其是国画）主张“写意”，追求“逸笔草草、不求形似”；而西洋画则

注重“写实”，主张“模仿自然”，尤其注重细节的刻画。虽然中国

传统绘画的“写意”特征可以营造高深的境界，却带来了游离于一

般民众审美趣味之外的后果，并且由于其境界高深经常使普通民

众“看不懂”而流于“曲高和寡”境地。所以，中国传统绘画和一般

民众始终处于某种“疏离”状态。这种情况显然有碍于绘画艺术

的广泛传播。

张小路创作室名曰“芳草堂”，画家本人自称“芳草堂主人”，

可见她对大自然的喜爱。张小路主张吸取西洋画的写实特点来

丰富和补充中国传统绘画的不足。为此，她经常像候鸟一样根据

季节的变化在各地进行场景转换，走进自然，拥抱自然，静心谛听

来自大自然的生命律动，而这种律动一旦触发她内心的情思，就

会产生同频共振，诱发她的创作冲动。大自然成为她取之不尽用

之不竭的创作源泉。放眼芳草堂四壁展示出来的一幅幅绘画作

品，一草一木、一花一鸟似乎都与画家的生命紧紧相连，是她心中

难以割舍的情结。她爱它们、恋它们、画它们，

通过对山花野卉、杂树藤蔓、珍禽异鸟的描绘，

去表达画家对于原始森林野、奇、繁、艳的真切

感受，去抒发她对大自然的念恋之情，寄寓着

一种特殊的精神容量。

其三，创新求变、雅俗共赏。雅俗共赏与

我们主张的“艺术大众化”有着密切的关系。

艺术服务于民众，是我们主流意识形态对包括

绘画在内的一切艺术的主张和要求。张小路

从天津美术学院毕业后，又先后到国家画院、

清华美院创作基地、国家文化部、工笔画院等

求学问教，聆听名师授课、感悟名家风采，越来

越发现仅有扎实的绘画技艺还远远不够，还要

颐养自己的大众情怀和深厚学养，加深对传统

的认知、理解和体悟，更要敢于质疑甚至批判，

从凝固、僵化的模式中突围出来，进行层出不

穷的创造性转化。

经过长期的绘画实践，张小路逐渐感悟

到，技艺后面其实有一种精神力量在支撑

——那就是自己对艺术与人生和艺术原理

的领悟，是自身情感、学养和思想的表达。

从现有张小路绘画来看，她融合工笔和写意

绘画技巧，慢慢地摸索到了一种既适合自己

创作旨趣，又顺应市场需求的艺术呈现方

式，找到了艺术与市场的最佳结合点，从而

以更为自由开放的思维创造了与众不同的

艺术形式，以更为独特的艺术语言，以及富

有成效的探索和突破，呈现出多姿多彩而生机勃勃的绘画风

貌，使古老的绘画艺术在现代语境下大放异彩，令人耳目一新，

以其雅俗共赏、韵味绵长获得“双赢”，赢得了群众喜爱和市场

青睐。张小路因此被称誉为“新时代中国画开拓——传承者”

称号。

诚然，艺无止境。画家要永葆艺术青春，就必须孤独地去体

验艺术世界，去独享求而不得的痛苦，永远不满足现状，永远为

之善独处、思孤往、熬心神……正如张小路所说的那样：“曾经

多少人笑我痴、笑我傻、笑我不说话，说我是哑巴……可不知，

我对山川说、对溪水笑、对花说、对鸟笑，如痴如醉、如歌如泣，

拥抱大自然，与笔墨共舞，以艺术为伴，总想用笔墨、用生命、

用灵魂来谱写、来奏响一支震撼人心灵深处的‘绘画’交响曲，

我用自己的笔墨表达着我内心的歌哭。”而这也许正是成功艺

术家的宿命和归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