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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脉动

唐末宋初，由于经济中心迅速南移，南方世家大族力
量逐步崛起。

彼时，科举制度的推行，使得寒门学子有了登科的机
会，也使世家大族更加重视族人的教育。加之唐宋之交，
文化政策逐渐宽松，官学废弛，在古代教育中发挥重要作
用的家族书院应运而生。

由华林胡氏兴办的江西华林书院，开始在历史中登
场。它传承仁义孝道、秉持兼容并包的开放治学理念，代
表了宋初教学的最高水平，不仅培育了大量人才，还以其
巨大的影响力左右了宋代文学，成了古代家族书院的典
范，被誉为江南三大家族书院之一。

华林书院筑于华林山上。广义上的华林山位于今天
宜春市奉新县西南、高安市西北、宜丰县之北，是奉新、高
安、宜丰三县（市）的交界山。其山脉中浮云山的元秀峰
（又名仙女寨），自唐以来就是道教圣地。华林书院旧址就
位于浮云山元秀峰附近。

华林胡氏先祖胡藩曾帮助南朝刘宋开国，封邑豫章
（今江西）而卜居华林，但胡氏的子孙大多在各地做官，华
林的祖居并没有很大发展。胡藩的第23代孙胡清献在唐
懿宗、唐僖宗时任饶州（今鄱阳县）判官，宋代之后华林胡
氏大部分家人再次回到华林，华林祖居才再次振兴。

胡氏一族“儿孙多力学，兄弟亦躬耕”,经过几代人的
努力，北宋初年华林胡氏经济实力大增，人丁兴旺。新崛
起的世家大族，非常重视子弟的文化教育，加上宋代科举
盛行，追求诗书传家、世代仕宦成了家族的愿望。于是，唐
代华林氏族胡珰就开始创办家族私塾。北宋雍熙元年
（984年），胡珰的曾孙官至国子监主簿的胡仲尧，将家族私
塾升格为华林书院，后又经多次扩建，形成了一定规模的
建筑群，有主殿、旌阙、书亭、凉亭、仓廪、庖厨、客厅等，风
景优美，有“兰亭、石室不能如也”之誉。

华林书院日渐声名远播，成为北宋闻名全国的学府，
不仅因其建筑庞大、装饰精美，更在于其重视在家族文化
传承的基础上，博采众家之长，兼收百家之言，教授广泛的
社会知识，倡导兼容并包学风。作为累世而居的世家大族
建立的书院，华林书院十分重视对家族成员教授儒家经
典，并“准以家法，以孝义齐家”，以求让族人“揖让周旋之
仪，孝友姻睦之行，修于闺门之内，形于群众之间。”。因此
华林胡氏有“家风孝友，累世簪缨”的美誉，多次获宋代朝
廷褒奖。

华林书院一向秉持开门办学思想，与众多文人学者相
互往来，论道解惑。苏轼、钱若水、杨亿等社会名人都曾到
过华林书院，或交流学习，或传道讲学。黄庭坚与胡氏一族
交往颇深。双方不仅常通过书信往来，谈论道学、分享心
得，胡氏还曾在黄庭坚困顿之时多次资助，并在黄庭坚已故
后，冲开当地“士子不得携苏黄稿”的“文学之禁”，为黄庭坚
征求遗稿。与士人交往过程中惜才敬贤让华林书院更加声
誉卓著，胜友如云。

华林书院还广泛接纳许多有识之士前来就读。《天下
一统志》中记载：“四方之士来此游学者常数百人”。范仲
淹《赠大理寺丞蔡君墓表》还记录了蔡元卿青年时曾不远
千里从山东莱阳赴华林书院求学的经历。宋代诗人宋白
的“千里客来如海纳，一楼书静透山光”就是华林书院胜友
如云的写照。

华林书院开放办学的态度还体现在允许女学生就
读。家族中有愿意读书的女子，或者亲友家中的女子都可
以进入华林书院读书。书院中的书籍、教授的课程，女学
生们都可以取阅、旁听。允许女性接受教育不仅提高了家
族女性的受教育程度，对于家族乃至社会的进步发展都有
非常重要的意义。

华林书院积极办学，培养了大量人才，通过华林书院
的熏陶，胡氏一族有55人中进士，其中许多人担任了刺
史、尚书等职位。宋真宗赞许胡氏“一门三刺史，四代五尚
书”。

华林书院的成就不仅在于科举，在社会文化的影响力方
面也首屈一指。《全宋诗》以华林书院为题材的诗歌达56首，
题诗者既有宰相名臣，如宋琪、张齐贤等，又有文人雅士，如
宋白、贾黄中、李至、刘筠、李虚己等。题诗内容涵盖了书院
教育、儒家伦理等诸方面，记录了当时人们对于社会文化的
思考，有着丰富的文化内涵。

华林胡氏因华林书院不断培养出人才继而不断繁盛，
而家族的壮大也使得华林书院有更多的财力、物力以及声
誉强化办学。两者的良好互动，让更多学子有了受教育的
机会，促进了社会文化的发展。

随着北宋后期世家大族经济力量在激烈竞争中沉浮
不定，华林胡氏强大的家族经济也未能长久维持，这直接
影响了以家族经济为基础的家族书院的维系。加之后期
华林胡氏一族到各地做官，联系越发松散，华林书院也逃
不过衰落瓦解的命运，如今仅存遗址。但不可否认的是，
华林书院开办两百年间，开风气之先，为社会培养了大量
人才，促进了家风文化的传承，在我国教育史上，留下了浓
墨重彩的一页。

特别策划

“千古书院，光耀赣鄱”系列报道之四

华林书院:
古代家族书院的典范

□ 徐佳佳

在南昌，越来越多的文艺团体“随风潜入夜”，话剧、脱口秀、舞蹈、京剧（昆曲）、文艺小众电影……他们活跃在南昌的各个剧场
和舞台里，“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为南昌的文艺圈注入了新的动力，让南昌人的文化生活变得更加生动和鲜活，也彰显着一座
城市的文化气质。

“白天忙生活，夜晚享生活”。记者发现，这些文艺群体的组成人员，大部分是自发成团的80、90“后生仔”，他们年轻有活力，也
有想法，伴随着舞台与剧场，他们丰盈了一座城的文化时空，也让霓虹闪烁的城市增添了更多的精彩和暖意。

静水流深，沧笙踏歌。
不知不觉间，以个人爱好

和小圈文化消费为主的各种文
艺小社团，不仅在民间越来越
火，同时也融入国民经济和社会
发展的大潮中，并得到了各级文
旅部门的重视，也丰富着普通民
众的文化生活方式。

南山剧社、一支麦脱口秀
表演、无题山房戏曲工作室、赣
什么艺术空间、瓦子工厂、帕拉
方剧场、从前有座山创作团队、
青蓝京剧社、八一合唱团、高新
图书馆奇妙夜……从话剧到脱
口秀，从小众文艺片播放到即
兴表演，从音乐到舞蹈，这些文
艺社团和他们推动的文艺活
动，像火种，点燃了南昌文化消
费的热情。

从1个到80个，说起南山剧
社，创始人李赞感受到了梦想与
热爱的力量。南山剧社2014年
5月20日正式成立，从只有李赞
一个发起人，到现在拥有比较固
定的 80个演员，作为一个非职
业剧社，可以说不容易。这群年
轻人，不管是戏剧从业者还是戏
剧爱好者，他们一起挥洒生活的
热情，用丰富的语言和肢体，在
舞台上尽情地释放自己，演绎心
中的梦和爱。

“从前有座山”创作团队由
江西省话剧团专业演员和编剧
组成，所有演员全部是利用工作
之余的时间来完成演播剧的录

制，并且所有的演职人员均是义务录制，设备
也是团队成员共同出资购买。团队有一个很
长期的规划，首先是通过设定微信群，召集本
土纯粹的戏剧影视爱好者及文艺青年聚拢一
起，形成一个虚拟的纯粹简单的艺术文青聚
集地，为群内不分年龄不分职业的戏剧爱好
者们搭建一个可以戏剧分享和参与戏剧线上
线下活动的平台。

一个人，站在舞台的中央，四周围着众
多观众，聚光灯打在他的身上，他用一个话
筒就让现场笑声不断……这是南昌一支麦
的脱口秀表演现场，90后的肖璜曾经历脱口
秀之路的曲折，但现在每场表演都能聚合两
百个左右观众来现场，而且反响良好，让他
对南昌脱口秀市场有了更大的信心。

“瓦子角”这个地名是老南昌人一个独特
的记忆，“瓦子角”是一种情怀。1993年出生
的周一发起“瓦子角17号”后，这家以电影为
主题的公共文化交流空间（瓦子工厂），聚集
了一帮小众的文艺影片发烧友。

赣什么艺术空间则是由年轻教师池子
组织的立志于推广现代舞的社团。他们会
在不同空间场地不定期举办现代舞交流学
习，也不定期请前沿舞蹈大咖来南昌进行交
行授课和沙龙交流。

无题山房戏曲工作室则是以演唱京剧、
昆曲为主，他们的表演既现代又古老，赋予
了戏剧新的生命力。

□ 本报记者 钟秋兰 实习生 万金璐

无题戏剧唱着唱着就唱到了云南大理；
南山剧社演着演着就成了乌镇戏剧节的座上
宾；青蓝京剧社、八一合唱团都获得了较高的
社会声誉，城市的文艺消费形式开始“潮”起
来、“燥”起来，搅动了一潭春水。

曾几何时，南昌人在江西艺术剧院、新中
原大剧院等地也领略过小剧场的笑声与火
爆，如今老剧场沉寂，而小剧场再度鲜活的根
基在哪里？

根据马蜂窝平台的统计，对于想要感受
城市休闲生活的人群来说，历史文化氛围浓
厚的古街、古城、城市地标以及带有地方文化
色彩的文艺展演等，都是较受欢迎的去处。

“年轻游客对于文化演出、节事庆祝等活动的
体验意愿很强。”马蜂窝旅游研究中心负责人
冯饶指出，年轻化的客群结构，正在为我国旅
游文化事业的发展赋予新的活力。

套用一句话：得年轻人者得天下。南昌
当下众多艺术团体的悄然冒头，正是这个城
市的年轻人对艺术生活需求的释放，也是南
昌文化消费趋势和潜力的体现。

城东和城北，代表着南昌新生代的文艺
潮生活，更代表着这些片区对文化的重视和
支持。在南昌城东高新区，设施最好、演出剧
目最多的是江西艺术中心，在这里，市民可以
欣赏到来自国内外不同类型的艺术剧目与表
演，是城市艺术高地。

同时，南昌高新区也围绕“文化高新”营
造浓厚的艺术氛围——瑶湖艺术节首创惠民
公益艺术节；首推演出季时间最长艺术节；首
创多元艺术跨界艺术节。

近两年来，南昌高新区利用图书馆的文
化辐射力，搭载文艺平台，让文艺工作者形成
集群，有平台、有空间、有扶持，艺术街区多点
开花。他们推出了“青年艺术家驻地计划”，
已有上海开心麻花、天津北纬零度戏剧工作
室、北京西洋钟剧团、南山剧社、浙江昆剧
团、无题山房戏曲工作室、赣剧演员等近 10
个团体进驻美书馆公益开讲；他们不定期召

开戏剧创作会、电影人沙龙 10 多场，近百位艺术家与读者
即兴表演沙龙活动 30 多场；他们还结合瑶湖艺术节的大剧
场演出，让艺术家们来到书房，近距离地与读者、观众见
面，分享艺术作品创作历程，表达与诠释戏剧艺术。另外，
还为在线读者推出“小小故事会”语言艺术赛和小春晚艺
术联欢等文艺形式，深受市民喜爱。

在城北，南昌红谷滩新区政府也不甘落后，他们全力
支持南山剧社，为剧社提供排演场地，红谷滩戏剧协会也
吸收剧社入会；“红谷戏剧节”自 2015 年开始举办，年年引
进精品话剧汇聚南昌，各种题材夺人眼球，在观众心中大
放异彩。2019 年底，南昌红谷滩新区与中国话剧协会签约
合作，将中国话剧协会今后评选出的全国优秀剧目展演落
户到南昌，有意将“红谷戏剧节”打造成在全国具有影响力
的话剧盛会。

隶属红谷滩新区的融创文旅城青花剧场也动作频频，把
剧场定位为城市剧场，欲打造成为红谷滩文化的新地标。青
花剧场 2021年的目标是引进国内一些热门 IP，如德云社、开
心麻花等，如知名剧目《永不消逝的电波》等，让剧场每周都有
好剧演出。目前，开心麻花的舞台剧《乌龙山伯爵》南昌站正
在持续演出，持续时间为1—3月。除了希望通过大 IP的带动
让百姓走进剧场，青花剧场相关负责人认为，要真正的带旺市
场和剧场，公益惠民演出不可缺少，在这一块，政府的力量尤
为重要。

“感谢一支麦，入驻南昌，让我感受到生活之余的快乐，曾经
以为脱口秀在电视节目里，现在他们就在自己的身边，能近距离
认识一群有趣的人，分享那些有趣的事，笑一笑，生活就变得简
单啦！”这是一个粉丝对一支麦脱口秀的直观评价和感受。

目前，一支麦做了“开放麦”剧场，随着越来越多表演爱好
者的加入，首届月度“爆梗王”大赛已经红红火火办起来了，各
种职业的脱口秀爱好者纷纷走上舞台。

城市和你都变得更好玩了。
以梦为马，“艺”来“艺”好。在南昌，更多的可能性和有趣

的灵魂，都在向文艺靠拢。

——文艺社团让南昌越来越有“文艺范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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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生仔”们的梦想，在各个艺术空间顽
强生长，他们在南昌的艺术土壤上不断生长。

2017年初，童龙携手7个伙伴成立了“七
拾剧团”。当年5月，童龙在南昌市东湖区二
七北路打造了一个名为“帕拉方”的小剧场，
这里也成了承载“七拾剧团”所有人戏剧理想
的地方。剧团成立后，他尝试着把赣剧的特
点用到话剧上，用传统戏曲滋养现代话剧，探
求话剧舞台更多的表现性，这为剧团的话剧
演出带来了意想不到的效果。剧团成立一年
多，近80场的小剧场演出，累计超过2万人次
的观演人数，《奇门狂想曲》《猫狗志》《椅子》

《这不是捕鼠器》等作品受到了观众的广泛好
评。如今，帕拉方剧场搬到了樟树林文化生
活公园，有了固定的场地，“醒冬计划”——现
代舞征集作品展演、公益原创杂技实验剧等
一一在这里上演。

致力打造南昌最广泛的影迷社群和生活
分享平台是周一作为一个“文青”的情怀。
2020年12月26日至2021年1月3日，瓦子工
厂举办了一次独立影展。《安稳觉》《太阳底
下》《家庭会议》《杀马特我爱你》在这里上映，
同时，也邀请了这些影片的导演现场或者线
上与观映者交流。与 2019年的孤军奋战相
比，2020 年，瓦子工厂开始与南昌多家文化
机构共同组织策划电影活动及多种类型的文
化事件，力求将影迷文化推向更为广泛的群
体。

“整个时代都在以肉眼可变的速度变化
着，作为时代洪流下的个体，我们也在做着改
变。瓦子角17号从网络社群变身为实体存在

的瓦子工厂，在完成30余场放映活动后，我们的野心不再拘泥于
作者影像的放映与推广，而是在南昌实现影迷文化的普及，甚至
是产生属于南昌本土的作者影像。”周一介绍道。

梦想就像打火石，敲着敲着火花就亮了。从上海回到南昌
的肖璜参与创办“一支队伍”文化传媒公司，其中的一支队伍
——一支麦脱口秀艰难的时候，只有他一个人主讲，站在舞台的
中央，四面是环坐的观众，他讲一句台下观众就哄笑一阵，他感
觉并不寂寞。如今，肖璜在南昌699文化创意园有了固定的“场
子”，他们的官方粉丝已经超过了一万人，社群达到6个，每场演
出，都能达到100-200人围观；一支麦脱口秀南昌小剧场已经举

办了6期，培养出的几位南昌脱口秀演员，也在圈
子里得到不少支持。一支队伍的团队平均年龄
在 25岁左右，可谓朝气蓬勃。这支年轻的队伍，
有着不小的野心，他们想用更多的艺术形式，丰
富南昌乃至江西的文化生活，让城市鲜活起来。

而“赣什么”团队干出的事情，比单纯的舞蹈
艺术更为广阔。他们目前主要做的是大师工作
坊、艺术展演、沙龙讲座及南昌接触即兴+舞酱。
2004年从事舞蹈教育工作时，池子感觉南昌艺术
氛围较淡，特别是现代舞这方面，便萌生了推广
现代舞的想法。

走出去，也请进来。赣什么艺术空间与很多实
体合作，如帕拉方剧场、791美术馆、高新图书馆、景
德镇文艺复兴乐队等都留下了他们的身影。

这些艺术社团像一支支溪流，汇集在一起就
有了江河之势。

，

图片说明：
①戏曲爱好者在艾溪湖美书馆即兴表演；②脱口秀

表演现场；③“赣什么”艺术空间表演现代舞；④南山剧社
编排的话剧《青蛇》剧照；⑤一支麦脱口秀表演团队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奉新华林文化博览园 记者毛江凡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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