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放歌黄山
■ 胡建斌

这些年，我创作了一些歌曲，但在徽州、黄
山两个顶流 IP中，徽州歌曲写得较多，如：《月映
徽州》《雕刻徽州》《那古道》等。 反观笔者写黄山
的歌屈指可数。 读者朋友一定要问，难道是你不
喜欢黄山吗？当然不是！我生于斯，长于斯，谁不
爱自己的家乡？

与朋友们交流时，他们常问我，黄山为何没
有一首在全国唱响的歌曲呢？ 是啊！ 问得好！ 我
也在扪心自问，黄山的歌，名家高手写了许多，大
家都在积极努力。 有人说，也许是黄山太美了，艺
术家无法用语言来表达吧！ 这只是托词吧！ 作为
一名黄山文艺工作者，总觉得是一种缺憾。

黄山市文化局于 2006 年 11 月开始, 面向
海内外开展“唱响黄山一支歌”歌曲征集活动。
全国词曲作者踊跃参加，评选出了歌曲《想和你
一起去黄山》《黄山看云》等优秀歌曲。

近些年， 我市播放较多的是歌曲 《黄山之
约》《迎客松》，这两首歌均出自名家之手。 2009
年 5 月底， 著名音乐人何沐阳第一次应邀来黄
山，对黄山赞不绝口。

常言说：“有意栽花花不开， 无意插柳柳成
荫。 ”2009 年下半年，央视“中华情”栏目承办黄
山旅游节暨徽文化节文艺晚会。 我市提出要创
作两首黄山、徽州的原创歌曲，时间紧，任务重，
导演也犯了难。情急之下，我推荐何沐阳来写一
首黄山的歌。

“恍若在昨天，光明顶一别。你惊世的美，篆
刻心间。 水墨的画面，神游千百年……”在当年
“中华情”黄山节文艺晚会上，由徐千雅演唱的
歌曲《黄山之约》首次在黄山大地响起……

“迎客松你迎接谁？ 是往来的云，是过路的
水，是迎接天下人间八方客，风雨不知累，总是
把手挥。”著名词曲作家石顺义和杜兴成创作的
歌曲《迎客松》，由黄山市委宣传部出品，亚洲爱
乐乐团伴奏，黑鸭子演唱组合演唱。

梳理到这里，本人有些惭愧，徽州的歌写了
一些，黄山歌曲创作才刚刚起步。直到 2020 年，
应刘君夫妇之邀， 为他俩量身定做写一首黄山
的歌。 虽然首次写黄山歌曲，但对黄山的美，还
是很有感觉的， 这首歌的创作很有灵感， 很顺
畅，一气呵成。我脑海中出现的松树是男子汉的
形象，云儿是柔美女子的形象，我采用拟人化的
艺术手法，只见他们在松涛中，在云海里，窃窃
私语，互诉衷肠。

“青松穿着绿色衣裳，他与云儿捉迷藏，松儿
青涩地追着云儿问， 可愿放弃仙境和我去远航。
松涛阵阵是爱的歌唱， 云卷云舒涌爱的波浪，松
牵着云啊云倚着松，黄山连心锁彰显爱的地方。 ”

我想，黄山风光秀丽，底蕴深厚，是世界文
化和自然双遗产。李白、徐霞客等文化名人寻迹
黄山，写出千古绝句。渐江、黄宾虹、刘海粟用水
墨丹青描绘大好河山。

黄山，是一座文化之山，艺术之山。 我始终
坚信，这么美丽的黄山，一定会有艺术家写出在
全国唱响的黄山经典歌曲。

山高人为峰，艺高人胆大。 这座艺术高峰，
一定会有人攀登、超越。

放歌黄山吧！ 我们期待着……

山水造画廊 华章是序章

■ 程勇军

从徽杭高速歙县南源口站下，沿省道去往深渡镇，经新杨村
乘船渡新安江，驳岸的地点就是九砂村。

一路沿江而行，车窗外闪现的风景不时引发众人惊叹。 1000
多年前的唐朝，诗人权德舆也曾在风和日丽的情境中，顺着这样
的风景漫游。他写下的《新安江路》，穿过新安江漫长的诗歌之路，
传诵至今：

深潭与浅滩，万转出新安。 人远禽鱼净，山深水木寒。 啸起青
蘋末，吟瞩白云端。 即事遂幽赏，何心挂儒冠。

这样的诗歌有一种将身心托付给自然的感怀。而我们的九砂
之旅，亦能感受到山水对人的感召与浸润。

九砂是歙县水南的一座村子，依山傍水。渡船缓缓划开水面，
人在船中四处观望，村庄如晶莹的玉带映入眼帘，典雅的徽派建
筑错落在水岸边。

这座水边的村庄故事也很多。 九砂村居民原为朱、凌、丁三
姓，随着明代宣德年间（约 1426 年前后）姚氏的到来，三姓开始式
微，流转至今，九砂村现在村民也多为姚姓。 当地流传一则民谣：
“打不完的漳潭鱼，看不完的绵潭戏，砍不完的九砂柴。”概括了九
砂山地地理人文的茂盛。

九砂村背靠来龙山，自上而下有石天台、龙船坞等 9 座小山
直入新安江，旧称“九龙治水”。 1959 年新安江大坝蓄水之前，村
前河滩曾达千亩之多，沿江而成盛景。如今的九砂，是新安江山水
画廊中一个有名的支点。 2021 年 2 月，黄山市新安江百里大画廊
旅游开发有限公司（简称新百旅公司）改制组建后，即开始打造九
砂村风情古村落：从生态保护和景观营造入手，设计制定九砂旅
游服务综合体。已完成 19 幢民房资源整合，具有明清风格的姚氏
宗祠打造成为轻奢吧，游客在此既能找到惬意的乡村体验，也可
以享受都市的便捷与浪漫。

新安江山水画廊是新安江生态保护的重要一环。 2011 年 2
月，习近平批示：“千岛湖是我国极为难得的优质水资源，加强千
岛湖水资源保护意义重大，在这个问题上要避免重蹈先污染后治
理的覆辙。 浙江、安徽两省要着眼大局，从源头控制污染，走互利
共赢之路。 ”全国首个跨省流域生态保护补偿机制的“新安江模
式”应运而生。

有压力，就要转为动力。 对新百旅公司来说，愿景已经规划，
蓝图正在落实：

提升改造适合休闲观光游的九砂古村； 完成歙县深渡镇粮
库改造三期工程主体施工； 完成深渡镇大茂片区项目规划研究
方案……

歙县深渡镇大茂片区建设，是新安江百里大画廊项目进程中
的重要节点，将极大地助力杭黄世界级自然生态和文化旅游廊道
建设，实现社会效益、生态效益、经济效益三赢。 打造高速无波艇
8 艘、新安江游船服务资源整合、深渡主码头及游客集散中心建
设、建设深渡古镇特色街区……新百旅公司副总经理程三丽为我
们展示的一份建设清单， 每一个总结和数字都能让人看见未来。
以山水画廊景区为切入点， 以深渡山水画廊特色小镇建设为契
机，这段新安江的旅游品质一步步提升，“我们还将试点推行高速
航线，努力提升游客体验满意度。 ”不远的未来，深渡至千岛湖将
通行高速无波艇， 两地航程将从四五个小时减少到 1 个多小时，
恰如“水上高铁”，使游客体会到青山绿水间冲浪的快乐。

新安江百里大画廊，大自然泼墨渲染，妙在天成，建设者工笔勾
画，成于匠心，自然之美经过人的提炼、时代的铺陈，人在江上游，会
领略更醉人的人间丹青。 倘若诗人权德舆复生，也会感到欣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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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湖碧水漾笑纹
■ 汪红兴

炎炎夏日，刚放假，家住月潭湖镇的二
舅，迫不及待打来电话，邀我去小住两天。

那片青山绿水，是我魂牵梦绕之地。 缥
碧的率水河穿针走线， 两岸散落着翠竹人
家 ，上呈 、吉滩 、陈村 、霞瀛 、沉潭 、罗洲 、毕
村、廻溪、台子上……那洒满了我童年的笑
声，有我满天星般闪烁的记忆，住着熟悉的
父老乡亲。

它以前叫陈霞乡，更名月潭湖镇是 2021
年 1 月以后的事，是伴随着黄山市最大水利
工程项目———月潭水库下闸蓄水后才改的。
它是黄山市最年轻的镇，也是皖南最大的移
民集镇。

一

建月潭水库是黄山人民的梦想。一是防洪
之需：平日温柔的率水和横江，像是一对姊妹，
从崇山峻岭中盘曲而出，手挽着手，在屯溪三
江口相融交汇成新安江，蔚为壮观。 可一旦到
了梅雨季，倘若老天发脾气，特大暴雨突袭，两
水齐攻，屯溪便沦陷成水乡泽国。记得 1996年
汛期，屯溪洪水漫街，损失惨重。二是保护新安
江之需：率水是新安江正源，是安徽最美最清
澈的河流之一。 拦下这盈盈绿水，聚成 1.57亿
立方米的“大水缸”,可满足黄山市经济社会和
生产生活长远发展的需要，对保护整个长三角
区域生态都很有意义， 此外还能兼顾灌溉、发
电及旅游等。建成后，屯溪的防洪标准由 20年
一遇提升至 50年到 100年一遇。

项目经国务院常务会议批准 ，2015 年
12 月启动建设，历经五个寒暑始建成，投资
30 亿元。 其中，移民搬迁安置是项目建设的
重中之重。 老百姓故土难移，家园难舍，乃人
之常情。 水利工程为公益性项目，补偿标准
不可与城市开发相比。 广大移民，作出了很
大的奉献。

党和政府当然不会忘记他们！ 当初决定

搬迁时，黄山市就明确提出，确保移民能“搬
得出，稳得住，能致富”。 据摸排，库区移民有
7921 人，分别安置在 7 个移民点，陈霞集镇
移民点是其中最大的一个 ， 有 1080 多户
4000 多人。

二

坐上今年新开通的 206 路公交车前往。
许久未去，果然不一样了，以前到陈霞都是
破旧的农用中巴车，道路坑坑洼洼。 如今公
交车敞亮舒适，沥青公路宽敞平整。 约摸 40
分钟， 远远地看见一根直刺苍穹的大烟囱，
仿佛顶天立地的巨人立在那里———陈霞集
镇到了。 这根大烟囱是 40 多年前乡里办轮
窑厂时遗下的，早已废弃，倒成了移民集镇
的新地标。

真如游子回乡，心跳都快了些。 匀气展
望，眼前一亮。 千余幢粉墙黛瓦的三层小楼，
鳞次栉比，马头飞翘，错落有致地铺漫在 600
多亩的小山岗上，边上一汪碧水环绕，在蓝
天白云的映衬下， 宛若大气磅礴的水墨画
卷。 好一幅新安山居图！

谁又能想到，这里原本只是一片荒山与
茶园？

这里聚集陈霞、 廻溪两个行政村共 13
个自然村的村民。 13 个村我都去过，大多藏
在山沟里。 有的村，比如罗洲，对外交通全靠
一条渡船，风景美则美矣，着实生活不便。 这
些村子经济单一，林茶为主，大多贫困落后，
住房低矮破旧，巷弄狭窄凋敝，青壮年纷纷
外出打工，平日里村寂人稀。

“红兴来啦！ 快来坐坐。 ”未见其人先闻
其声，商业街上成有理发店老板周成有扯嗓
喊我。 这条新建成的商业街长 300 多米，超
市、餐厅、窗帘店、建材店、渔具店等几十家
店铺，两侧排开，整齐划一，颇为热闹。

成有理发店是家老店， 原本开在陈村乌
塘附近，与我外公的“益寿堂”药店相连。 在我
幼时，成有的父亲常给我剃头、掏耳朵，舒服

极了。 老爷子已 92 岁，正坐在店内看电视，见
了我直笑，目光融融的皆是暖意。 那把写满岁
月沧桑的剃头椅还在，坐上去，仿佛回到了童
年。 成有子承父业也已有 30 多个年头，店面
今非昔比，真是气派多了：“我这幢店面房，三
层建筑面积共 270 平方米，搬迁安置后，住宿
条件大大改善，这里人气旺，生意不错！ ”

环境整治让村子大变样，移民点内道路
纵横交错，四通八达，宽敞的沥青路直抵家
家户户。 街心公园建起来了，太阳能路灯站
立两侧，展眼碧水青山，处处草木葱茏，家家
庭院美丽。

二舅已年过古稀，原本一家六口挤在一
间小屋内。 搬迁后，分到 2 块宅基地，给两个
儿子建起了两幢楼， 每幢足有 200 多平方
米。 房子装潢一新，宽敞明亮，各种电器一应
俱全。 “现在家里宽敞了，你这回来，也能多
住几天了。 ”二舅亮堂堂的嗓门中透着自豪。

童年玩伴阿宝正好经过，二舅招呼他进
来坐坐。 阿宝容光焕发，穿着浅灰色保安服，
比以前精神多了。 阿宝比我小 4 岁，人实诚，
但因家里穷，一直打光棍。 他进了院子，满脸
掩饰不住的笑意。

“这么有精神头儿，有啥喜事儿？ ”我问。
“阿宝在村里找到一份保安工作，前阵

子刚娶了媳妇！ ”二舅道。
成家立业，安居乐业，对谁都是大喜事。
饭后，在集镇四周转了转，中心小学、卫

生院、农商行、村委会等一应俱全，全是新建
的。 这里的学校设施挺齐全，连智慧课堂也
进了教室。

镇上有哪些新产业？ 正好迎面碰上村支
部书记邵冬生，随他去参观乡镇振兴产业园
区。 这几年为月潭水库建设，他磨破了嘴皮、
操碎了心。 “为了集镇长远发展，必须发展生
态产业，让移民有钱赚。 村里正抓紧建设厂
房，不少投资商看中这里的商机，正在洽谈
合作。 厂房建好，项目来了，农副产品加工、
来料加工都会转起来。 ”邵书记边走边说。

园区里， 两幢千余平方米的钢架厂房已
竣工，另两幢占地 4000 多平方米的钢架厂房
正如火如荼建设，高温下电焊火花四溅，我这
个外来参观者心头一阵火热。安家要兴业，人
心才不会悬浮。这里将生长出的生态产业，给
移民新生活提供的是长远充沛的新动能。

三

翌日黄昏，去新建的陈霞大桥散步。 东
面入口处的现代化污水处理中心终端已建
好，机器昼夜运转，不让污水污染新安江。

纳凉的人不少，一个熟悉的身影映入眼
帘，率水河上最后的艄夫叶有发，水上漂泊
了一辈子的老人，73 岁了，依然精神矍铄。久
未相见，一阵寒暄。 他去年 4 月放下了竹篙，
安享晚年。 “吃住都比以前好，生活环境大变
样，日子一点不发愁，每天看着这条江，想想
这辈子风里来雨里去，老来还真不错。 ”老人
古铜色的脸上绽放笑容。

伫立大桥上，夕阳西照，斜晖脉脉，湖面
波光粼粼，白鹭翻飞。 眼前这 10 平方公里的
水面山水相映，美轮美奂。 桥下就是著名的
藤溪古渡所在。 北宋嘉祐三年 （公元 1058
年）的深秋，大文豪、政治家王安石从家乡江
西临川一路迢迢而来，路过此渡，后写下“朝
渡藤溪霜落后，夜过麾岭月明中”的诗句。 藤
溪，便是陈霞古地名。

夜幕渐合，回眸新镇。 那烟囱之下，华灯
初上，灯火点点，宛若星辰。 远远传来广场舞
场上的歌声和笑声，习习凉风中，幽暗的湖
水也似随之漾开圈圈笑纹。

青山绿水，日月新天，人健心齐，未来可期!

希望（组诗）

■ 汪春茂

龙田乡

贫穷是一种痛

痛进大山的骨骼

“狗留”是“逃离”也是
有些悲苦真的千载难言

马金岭一道又一道

山鹰的轨迹

划过千百年时间的灰黑

茶籽岭一层又一层

日头下劳作的山里人

总落一身干枯的灰黄

哪些路段难走

出门打工的人最清楚

水珠跌落石岩

因为有清澈的泉眼

思想擦去尘埃

才跟上心跳的节拍

万物皆有使命

只待涌起风云

贫穷与扶贫的较量分了胜负

山水的意义被重新论证

“狗留”变身古楼
“逃离”长出桃林

日子渐渐舒坦开来

村民置身新梦摊开的诗与画

*龙田乡古楼坦村、桃林村曾因
贫穷和闭塞而被称狗留、逃离。

新安江

身体里居住着徽州

享受阳光普照

每一天都带着米酒的味道

浩荡江水汇集于屯溪

新安江永不衰老

在老桥沉吟 渔歌唱晚和竹声

萧萧

在新桥注视 一个城市在绿梦

中摇晃长高

古楼坦

泉水在深山里轻歌曼舞

大山给予的还有蝴蝶翅膀

沿着山下方向

你看见旧时稻仓已被废弃在

河岸

不与一株古树谈论蚊虫的生死

不再是一条道路上走过祖祖

辈辈

如今的马金岭古道

再不是弯来弯去的闭塞循环

黄塔桃高速的车流

正在从城市里赶来

梅岭山庄

村村通公路在石岭上蜿蜒

耳旁掠过淳朴的风

善良的老人把诚恳写在脸上

一路上的金色

将秋意刻画得淋漓尽致

叶子落在石阶上

照壁挡住所有邪祟的侵扰

此时 你看见一个巨大的福字

照亮整个梅岭山庄

村民组长的美丽乡村梦

■ 许若齐

在黄山市，到处有河有溪，保护流域生
态是个重要的事。

在休宁县板桥乡的梓溪村，我们认识了
老汪，听到了他一心守护清水绿岸的故事。

老汪五十多岁，脸庞黝黑，眼睛有神，
一看就是个乡村能人。老汪有头衔：梓溪村
民组组长。 维护辖域内长约两公里的水域
生态，是他的工作职责之一。

老汪不是官儿， 在这一带却是个人物。
早年中师毕业，当过老师，算是当时乡村不可
多得的“知识分子”；做过生意，在杭州闯荡了
18年，这几年谋乡村振兴，他又回来了。

这些年， 新安江流域大力推进生态保
护，小河干净大河清洁。 这梓溪虽小，连着
沂源河，沂源河到溪口进率水，率水可是新
安江最重要的支流！ 他这个小小的组长就
有了大格局。

村子有一百多户，三四百号人，梓溪绕
村而过，两岸皆是人家，吃喝拉撒，哪一件
离得开水呢？ 所以，他要做的事情真不少：
河岸水面无垃圾， 无违法排污， 无非法捕
鱼，无乱采、乱倒、乱堆、乱建现象……

这“七无”哪一件做起来不挠头？ 譬如
以前家家都是旱厕，简陋、随意，排泄物都
顺流排进溪里；一进村，异味扑面而来。 老
汪毕竟在大城市待了十几年， 刚回来时实
在忍不了这样的环境。听老人说，当年哪能
让粪水流进溪里！ 哪一段水能干什么都有

规矩，最上面的肯定是人喝的水，一点马虎
不得！ 村子还勒石立碑，定成村规民约。

此类石碑古徽州许多村落里都有，世
世代代栖居在这块土地上的人们， 骨子里
喜欢青山绿水， 习惯把居住的地方弄得干
净清爽。 有一个村子， 把用水的地方分里
井、外井和下井，并在一旁赫然立下井规：
里井，早八点前，仅限舀取饮用水，八点过
后，方可用来洗茶具等零污染用品；外井，
用于洗菜洗衣服；下井，用于洗刷农具。 真
是井井有条，井然有序。

老汪决心从改造旱厕做起。
对村民来说， 有个观念与习惯的改变

问题。 他们图方便，自己有一点不方便，就
不会让老汪方便地做这件事。老汪有耐性，
有办法，多跑多说，把在外打工的年轻人动
员起来做留守老人的工作，他们见过世面，
好不容易回来一次， 哪能再忍受这臭不可
闻的旱厕！

这真是个好办法！ 一鼓作气，村里的旱
厕统统拆了，所有排泄埋管排污集中处理。

年轻人过年过节回来很高兴： 这厕所
上起来不别扭了， 外人进村再不要掩鼻而
过。小溪想必也是满意的，还有什么比洁美
让它们哗拉拉的歌吟更欢畅呢？

当然，最认可的还是常住村里的人，再
也不想回到过去的生活状态了。 文明、卫
生，日子就要这样过。

老汪劲头很足 ， 又带领村民忙起了
“三美”：

整洁美。溪岸沿线排除杂乱无章，修复
缺陷河磅，垒砌护河挡坝清理丛生杂草。两
边的坝是用大小差不多的片石砌成的，上
面绿草萋萋，既好看，通气性也好。

清澈美。定期清理河底淤泥，疏通死水
出口，定期蓄水放水冲刷河面。溪水要干净
清洁， 不能全靠上游来水， 小溪流容易堵
塞，特别是枯水季，流水不腐，清淤冲刷，偷
懒不得。

活性美。每年汛期过后，为了给自然生
长的小河鱼有更好的生活环境， 选择适宜
的河段，依次堆石，水有回旋，微波荡漾，增
强溪流的生命共存状态。

水就讲究一个“活”字！一进村子，一溪
活水就轻盈流来， 两岸白墙黑瓦的徽派民
居错落有致， 每隔三五十米就有小桥横跨
其上。 水清澈见底， 能清楚地看到水中的
鱼，时不时有鸭子凫游过来，悠然自得。

一张窄窄的竹排泊在岸边， 排前一根
长长的竹篙插在水中，稳当当地立定。老汪
亲自撑排， 带我们在溪流里缓缓地走了一
段。 小小竹排水中流，仿佛在画里行走。

小溪就是一个村庄的名片。水好，环境
好，其他的开发会接踵而来：乡村旅游、养
冷水鱼、野外拓展培训……小小的梓溪村，
就能充满灵性与活力。

待遇不高，一个月几百块钱，也就是家
门口的事情，不耽误种菜、养鸡、采茶，要的
是一份责任心。 老汪说，就希望家乡一天比
一天美，乡亲们生活一天比一天好！

醉美新安江 潘成 摄

“皖军方阵”抒写新时代·黄山篇

投稿邮箱：ahrbhsfk@126.com

（本版稿件由黄山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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