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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海勾沉

严卫华
···

父子成“神”
清初，余家人余若澋，字又梁。其子名辉光，字

天衡，两人知书明理，孝亲睦邻，扶贫济困，急公好

义，深受全村人爱戴，死后被村民塑成像，受到村民

世世祭拜。

余若澋，生性孝顺，年幼时父亲去世，对生母和

庶母一视同仁，恭顺有加，乡人都认为他是个大孝

子。他原本是个读书人，成绩很好，可惜家业无人管

理，就听从母亲吩咐，丢下书本去杭嘉湖及徽衢一带

经商，由于善于经营，很快富甲一乡。

致富后，十分热心公益，关爱乡民，为了减轻村

民负担，常常主动承担县里乡里下派的各种负担。

筹资创办“见山书屋”，请来名师，培育村民子弟。农

户之间发生纠纷，耐心劝解，由于在村里有很高的威

望，村民都愿听他的劝解，使邻里之间安定和谐。村

民如有困难，他也常常主动援助，康熙庚午年(公元

1690年)中洲一带发生饥荒，村民余纪眼看全家即

将饿死，打算卖掉妻子，余若澋知道后，给他送去两

个月的粮米，又与族里长老协商，拿出祠堂公产结余

的粮食资助他，使他一家渡过难关，像这样的好事他

一生不知做了多少。余家村旁的武强溪，是休宁、歙

县通往衢州的要道，由于双水合流，溪滩广阔，特别

是梅雨季节，溪水暴涨，行人过往十分不便，余若澋

斥巨资修成桥梁，他的德行受到远近百姓赞扬。有

位歙县僧人，想在余家建庵修行，余若澋知道后很乐

意地捐地建庵，还特意拿出几亩田作为庵堂的日常

开支，这座庵就是村里重要的宗教设施碧峰庵。

余若澋的儿子余辉光，也是一位大善人。据县

志记载：余辉光“性仁慈，数拯人危难。病危时，乡邻

数百人为之祈祷，焚香虔祝曰：愿天留下善人，以福

地方。著有家训二十则，病危时谆谆勉后人为善，载

余氏谱中。”这段话说的是康熙庚子岁(公元1720

年)大旱，中洲一带大多数人家揭不开锅。余辉光开

仓济贫，计口赈粮，活人无数，几致家庭中落。病危

时，四边乡邻数百人为之祷告，许多人愿意减掉自己

的寿命换取他生命，而他却在谆谆告诫子孙，勿以善

小而不为，他的高尚品德感人至深。

余家
故事（二）

民艺传承

江涌贵
···

2015 年以来，我县举办了两届

千岛湖“斗茶”大会。大会依托千岛

湖一流的生态环境，通过专家评茶、

企业斗茶、茶王颁奖、茶王拍卖、技师

炒茶等多种形式，增強公众品茗能

力，提高茶文化的氛围。“斗茶”大会，

引起了我对“斗茶”的含义、来源及文

化的思考。

“斗茶”的起源与内涵

“斗茶”，它是我国古代以竞赛方

式，评定茶叶质量优劣、沏茶技艺高下

的一种方法，可谓是中国古代品茶的

最高表现形式。简言之，它是茶叶品

质和冲点技艺的比试较量。在我国饮

茶史上，斗茶最早大约出现于唐代中

期。从唐朝后期开始，福建省建安县

的茶农们便有“斗茶”的习俗。由于宋

代品茶之风大盛，使唐代开始的斗茶

之风，在宋代就达到高峰。

斗茶，分前后两个时期：前期斗

味、斗香，后期斗色、斗浮。这个味与

香，与茶叶的品种、茶叶的采摘、茶叶

的加工技术都密切相关。

“斗茶”，其实是很严格、很规范的

评比活动。从茶树品种、茶园采摘开

始，直到加工制作的每一环节，都要严

格要求。比如，茶种要好。采茶要求

在天明前开工，至旭日东升后便不适

宜再采，因为天明之前未受日照，茶芽

肥厚滋润。如果受到日照，则茶芽膏

腴会被消耗，茶汤亦无鲜明的色泽。

因此，每于五更天方露白，则击鼓集合

工人到茶山上，至辰时鸣锣收工，这是

为控制茶叶品质，怕有人为增加斤两

而摘取不合格的茶芽。采茶宜用指尖

折断，若用手掌搓揉，茶芽易于受损。

由此亦可见其制作态度的认真。所

以，“斗茶”本身，就是一个有助于展示

和推销名茶生产和茶技艺的良好平

台。

斗茶活动的作用和地位

宋代的斗茶活动，在茶叶发展史

上有着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历史上许

多名茶、贡茶的产生，也与斗茶有着直

接或间接的关系。所以，斗茶对中国

茶文化的发展，曾经起过很大的作用。

促进了当地经济的发展
斗茶，斗出了“品牌效应”。一旦

在“斗茶”中获得好的名次，该茶品在

当年无疑将会取得最优的茶价。为了

让自己精心制作的茶能卖到最好的价

钱，茶农们乐此不疲，每年必展开盛大

的斗茶活动。

茶叶加工，由粗放型向精细化转

变，由生产普通茶向生产名茶转变，产

生了品牌效应。同样一斤茶叶，名茶

的价值就比普通茶高得多。从而，提

高了茶叶本身的经济效益。因而茶叶

生产的发展，又可带动与茶叶生产相

关的产业，比如：人才培训、茶机改进

与创新、茶具、包装、广告、印刷业、茶

文化等产业的发展，进而促进当地经

济的发展。

当初，由于建安茶叶的茶汤以乳

白色为上品，用当地生产的黑窑器皿

盛茶，最能体现建安茶叶的特点，在茗

战之中更能增加汤色的比分。于是，

福建的建安、瓯宁等地乌泥窑所生产

的瓷器，特别是茶盏很快变成了市场

上的抢手货。由此，建安的瓷业也随

之发展了起来，其所生产的建瓷，在宋

代成了八大名瓷之一。

推进了品牌茶文化的发展
斗茶，必“斗”出了品牌茶文化。

它包含茶歌、茶舞、茶著、茶文章；还有

摄影、美术、书法。透过一个名茶，都

可以聆听到一段生动的故事，看到一

幅壮美的图画。浙江省的“杭州龙井”

就有着丰富的文化内涵。我们淳安县

从鸠坑毛尖、严家大方到千岛银针、千

岛玉叶、千岛湖龙井茶，每一个名茶的

产生都记载着一段故事。名茶产生品

牌茶文化，反之，又促进名茶的生产与

发展。

文人墨客的褒扬，极大地推动了

建安茶文化的传播。陆游先后写下以

茶为题材的诗篇390多首，其中有很

多是关于建安茶事的。宋代梅尧臣也

写了60多首，他写的《建溪新茗》、《答

建州沈屯寄新茶》等。建安斗茶，通过

皇帝及文人、士大夫、商人等传播到江

浙一带，又通过浙江余杭的径山等寺

院传到了日本。从建安传来的斗茶游

戏，伴随着皇帝的宣扬，也很快在浙江

一带流行开来。

弘扬了敢于创新、争先的精神
树立敢于创新、敢于争先的精神，

是斗茶的目的。你要想在斗茶中获得

好成绩，那么从选择茶种、采摘、制作、

包装等一系列过程中，都要严格把关，

认真细致、锲而不舍。所以，“斗茶”斗

的就是一种不服输的精神和意志。

名茶，是茶叶创新的结果。斗茶，

斗的就是一种精神、一种技术、一种创

新。它斗出了敢于创新、敢于争先的

精神。在官府与百姓的共同参与下，

斗茶之风在建安县方兴未艾。“胜若登

仙不可攀，输同降将无穷耻”。茗战倡

导的求胜不输精神，不仅推动了建茶

品质的不断提高，也影响了一代又一

代自强不息的建安人。这种首创于北

苑民间的评茶活动，之后演变成了建

安当地的传统特色文化，并逐渐在全

国传播开来。

斗茶活动的深远影响

首先，“斗茶”斗出了茶文化的交流。

宋代，福建建安的斗茶活动兴起

后，通过浙江一带间接地传往日本。

当时，日本来中国学习和中国赴日本

讲经传法的僧侣人数都有增多。他们

把中国的生活方式、饮食习惯等带到

了日本，同时也成为了中国茶文化的

有力传播者。宋代，浙江一带既集中

了中日贸易的主要港口，又是禅宗、名

刹、名僧荟萃之地，日本名僧，如荣西、

南浦绍明、道元、清拙正澄等，都曾前

往江浙学习过；宋僧也从江浙港口东

渡日本。无论从形式还是从实质来

说，日本茶道都同中国的斗茶有着不

可割裂的联系。早在唐代，我县鸠坑

茶就成了贡品。

其次，“斗茶”斗出茶文化的传播。
北宋末年的徽宗皇帝，虽治国无

方，但却精通百艺。他潜心钻研茶学，

以建安县的北苑为研究对象，写出了

茶学名著《大观茶论》。该书对北苑蒸

青团茶的产地、采制、烹试、品质、斗茶

风尚等均有详细记述，尤其“点茶”部

分是精华所在。宋徽宗把整个饮茶的

过程写得生活化和情趣化，让人们读

后俱有跃跃欲试之感。

茶文化的精髓是茶道。中国早在

唐朝就有茶道出现，只是当时中国不

叫茶道而称茶艺罢了。唐末品茶名士

刘贞亮在他的《饮茶十德》中就有“以

茶可行道，以茶可雅志”的说法。当代

茶界泰斗吴觉农先生在《茶经述评》一

书中给茶道定义是：“把茶视为珍贵、

高尚的饮料，饮茶是一种精神上的享

受，是一种艺术，或者是一种修身养性

的手段。”可以说，茶道是一种文化艺

术。如今，陶冶性情的茶道，正渐渐地

融入现代都市人的休闲生活中，各种

茶艺也渐渐为人们所了解、采用。

宋代的斗茶活动，留下了丰富的

茶文化，为我们研究茶叶的发展提供

了宝贵的史料。

“斗茶”的起源及文化的思考

名人荟萃

王兢
··

多面人生毛一鹭

毛一鹭，字孺初，汾口毛家村人，

明代万历三十二（1604）年进士，曾任

兵部左侍郎。万历四十（1612）年曾

与胞弟毛一公等纂修《遂安县志》，是

为数不多的遂安县兄弟同修县志之

人。同时在苏州任官时，还是《范文正

公文集》的编审者。为保存和传播范

仲淹诗文作出了有益的贡献。同时，

他的孝行在家乡传为美谈。他每年都

要经慈岭去童沂毛家看望乳母，即使

在为官后，每次返乡都要去童沂毛家

看望乳母，乳母去世后，就去墓地祭

吊。所以他经过的山岭，被称为慈

岭，岭顶一个简陋的凉亭，就叫慈岭

亭。二十世纪为开凿通往毛家的公

路，慈岭被推去大半座，慈岭亭也在

所难免。

当然，毛一鹭是被钉在耻辱柱上

的丑角。天启年间任应天府巡抚，依

附阉党，为权宦魏忠贤在苏州虎丘建

立生祠。天启七年（1627年）三月十

五日，他为讨好魏忠贤，指使爪牙在苏

州抓捕反对阉党的吏部员外郎周顺

昌，激怒苏州民众，他躲进厕所才得以

逃脱。不久，他又以“吴民乱”为名，残

酷镇压复社人员，杀害带头反对阉党

的颜佩韦等五人。当地群众把五人葬

于虎丘前的大堤上，事后复社组织者

张溥写了《五人墓碑记》，记叙其事，后

编入教科书，流传至今。

毛一鹭的党羽在旧严州府的梅城

为其建《清朝耳目》大牌坊，一九六六

年被拆毁。

兄弟联翩赤川口

十四都赤川口村，明朝时出了兄

弟进士，兄叫余乾亨，弟叫余乾贞，字

秉智，号四山，在民间，弟弟的名气更

大。说起余四山，无人不知，而且他的

官职大，他曾任云南道御史，后来又奉

敇巡按直隶、河南，清理军务，今汾口

界川龙门村有他的墓葬，而为了壮其

风水而建的龙门塔仍高耸入云，矗立

在龙耳山麓，供人瞻望登临。

余乾贞为崇安知县时，勉力为县

城建城墙。任云南道御史时，上疏朝

廷，建议把王守仁请进祠庙与朱熹等

同享祭祀。墓前有石人、石马、石虎、

石羊。

而他的哥哥余乾亨，字嘉仲，童年

时聪敏超过一般儿童，七岁就能吟诗，

母亲早逝，他建庐于墓侧守孝。他弟

弟乾贞年幼，后来又失去父母，乾亨担

起兄长职责，督促弟弟勤学，终于，乾

贞也考中进士。

余乾亨公元1546年中进士，开始

任龙阳知县，清廉公正，从不收取别人

的财物。该县滨临洞庭，他任内筑了

横堤二百余丈，根绝了水患。改任蓟

州丰润县后，修缮了城垣，增强了守

卫，积蓄粮草，厉兵秣马。这个县的皇

庄多，侵占了民众的田地，乾亨一一核

定，把皇庄侵占的土地归还给百姓，受

到群众的欢迎，但也受到朝廷的排挤，

被罢官回乡。回乡后，在璜溪建书斋，

吟诗撰文，县官吴撝谦还叫他与弟弟

余乾贞同修《遂安县志》。

悠悠汾口 英才辈出（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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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湖品茶

余书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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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初，村里拟新建文化礼堂，资料由我收

集和撰写。面对这新生事物，我暗自思忖：从何处下

笔呢？经过认真考虑，我觉得，还是要从传统文化与

时代潮流的契合点下笔，古为今用。文化礼堂建成

后，展示栏廊中那一篇篇图文并茂、古今合壁的栏目

内容，不时引来村民驻足观看。

农村文化礼堂，作为集思想道德、文体娱乐、知

识普及于一体的现代农村文化综合体，它的真正意

义在于为改善民生、满足农民精神文化需求、构建农

民的精神家园而达到村民综合素质的提高，最终达

到能使大家热爱自己的家乡、并为建设自己的家乡、

美化自己的家园而贡献自己一份力量的目的。

谱牒文化是传统文化宝库中的璀璨明珠，谱牒

能使每一个宗族有源，每一个族人有根，谱牒的序

文、祖训、族诫、族规等倡导孝敬长辈、友爱兄弟，团

结族人、诚信正直，乐善好施、勤于耕读、俭以持家，

劝诫族人去邪气、走正道。因此，宗族的谱牒，去其

糟粕，取其精华，对于教育村民是一部非常好的教

材，它内容丰富，涵盖面广，上至国家历史的变迁，下

至平民百姓的生活，都有不同侧重的记述。每个宗

族都有自己曾经的荣耀，都有可传可颂的人物，都有

可歌可泣的事迹。因此，我们歌颂今天身边的人和

事，教育晚辈，不须引经据典，不须旁征博引，论孝不

须说“江革”、论忠不须说“比干”、论义不须说“荊

轲”、论廉不须说“西门”。身边的宗族谱牒便是丰富

的素材。谱牒作为一个宗族的文献，是中华传统文

化的重要载体，中华五千年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

精深，它的脉络纷呈，且各具精华，但它的精髓摡括

起来只有一个字：“德”

“孝、悌、忠、信、礼、义、廉、耻”是做人的根本，也

是人生的八德，几千年的中华文化，孕育了先辈多少

有“德”之人。一部谱牒，记述了宗族先贤后秀数不

清令后辈称颂的有“德”之事迹，沿着谱牒所传承的

脉络探寻，这样的人物，这样的事例比比皆是。这种

精神与时代精神与时俱进，与我们当下所倡导的“爱

国、敬业、诚信、友善”这一公民的基本道德规范一脉

相承，也是今天我们应该恪守的行为规范。藉此，以

我为村文化礼堂所撰的一副对联为本文的结尾：

上联：崇尚传统文化须知精髓乃厚德
下联：遨游时代潮流毋忘捷径是敦本
横批：精神家园

谱牒文化
与文化礼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