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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泉州，并不用我去刻意描述。
自公元1292年春天那个叫马可·波罗的意
大利人离开泉州港之后，全世界便渐渐
知道，在遥远的东方，有这样一座灿烂
辉煌的“光明之城”。这充满传奇色彩的
描述，让这个久负盛名的“东方第一大
港”有了一个不会被岁月磨灭的鲜明形
象。

依“旧”的老布店

关于泉州的西街，特别是西街的那
家老布店，我却一直不知应该如何描
述。有时，它就像一个奇怪的旅客，眼
看着一趟趟时光的列车从眼前奔驰而
过，既不搭乘，也不转身离去，而是在
站台上恒久地伫立或守望；有时，它又
像一个拒绝潮水冲卷的鹦鹉螺，安静地
躲在岁月之海的岸边，以一把金色的海
沙掩住久远的心事和美丽的花纹，任身
外月圆月缺、潮起潮落，却始终不肯表
露自己究竟在回忆，在倾听，还是在等
待……

西街一直代表和象征着泉州的繁
荣。除了开元寺、东塔和西塔等为数不
多的古老建筑如质地坚硬的石头，抵御
住了岁月的淘洗，很多建筑都改变了最
初的容颜。但西街的老布店却仿佛依
旧，它就像一个时间的圣徒，表情庄严
地混杂在辨不出年代的建筑群里，与西
街一同见证着泉州的恒久与沧桑。

每天清晨，布店的第三代“掌柜”
颜国建都会穿过长长的西街，准时打开
布店的大门，节奏精准得如同开元寺应
时响起的钟声，如同金门岛外如期而至
的朝潮，亦如同巷口那蔓牵牛花在清晨
里的绽放。于是，西街的阳光、西街的
色彩、西街上喧嚣的市声和复杂的味道
便如汹涌的潮水，瞬间从敞开的门口涌
入。从此刻起，西街的时光和布店的日

子，也就有了某种奇妙的关联。
布店不大，却层层叠叠地装满了往

昔岁月。颜国建每天进店的第一件事总
是默立于店铺之中，以一种幽深、温婉
的目光“抚摸”一遍他的布匹——靠西
墙最里端的是 50 年前最流行的各色纯棉
印花细布，艳丽的色彩和丰富的图案，
酷似那个年代燃烧在人们内心的向往；
往外一些，是 40 年前最时尚的“涤卡”

“的确凉”和呢、毛料子，虽然色彩单一
质感参差，但终究代表着一个时代的

“高贵”……仿佛有一扇时间的大门，在
小店逼仄的空间里，在他无声的默祷
中，正吱呀呀地隆重开启。

岁月的驿站

西街上几百家店铺组成一个合唱
团，汇成了古城古街的主旋律。这家老
布店，从外面看和其他店铺没有太大的
区别，但来过的人却会发现，它是安静
的，带一些地老天荒的况味。每天，从
早到晚，颜国建就如他安静的店铺一
样，不声不响，不离不弃地守着一匹匹
折叠整齐的过往，守着这片独立于岁月
之外的小小光阴，等待着那些命里注定
的客人，突然或如约而至。

滚滚红尘里，有人奔跑着向前，可
发现有一些东西遗落在从前，他们要返
身寻找；有人被浪潮推着走向前去，可
发现冰冷的时光带走了内心的温暖和情
义，便怀着依恋的心情将生命的触角伸
向岁月之河的上游……但不论是哪种
人，心中回荡着怎样的怀想，一旦走进
老布店，总能够在那光影交错的布匹间
寻得几尺几寸的慰藉。

来老布店的人，多数人过中年。一
把沧桑，满面风尘，但眉宇间却留存着
几许信念和隐约的梦想，双脚一迈过门
槛，眼里立即就放射出孩童般烂漫的光

彩。布店的老板斟一盏清茶，让他们坐
下来，像亲戚或故人一样，慢慢地陈
说。手中一把被岁月磨得精光锃亮的竹
尺，紧贴着光滑细腻的布面，跳来折
去，自然而然也就留足了人情的驰度。
他在用尺子专注地量着布，喝茶的人在
一旁悄悄地量着他的心。久而久之，老
布店成了一个怀旧者精神或物质的驿站。

也许是受了这店铺的感染，几个似
曾相识的老主顾，竟直接以“老哥们”
或“老姐妹”相称。有时，几个人就哪
一款质地或花色的布匹入题，聊起从前
的日子和往事。仿佛那些老布上的每一
个纹理、每一个图案背后都藏着一个话
题或一段故事，无穷无尽。而每一个话
题又可以轻而易举地打开另一扇时空之
门，先是由物及人，之后再由人及事，
最后，总要由一事或几事牵出一个遥远
的时代。这一场精神漫游，如一驾跑野
了的马车，还未及有一丝疲倦或兴味索
然的感觉，天色就已经悄然暗了下来。

望不尽的终点

光顾老布店的，也有一些无“旧”
可怀的年轻人，他们把复古当作时尚。
自从鲤城区政府在西街组织了“老布新
生T台秀”之后，来老布店的青年和儿童
更多了。有一对新婚夫妇，一次就从店
里预订了5000多元的“行头”。从被褥的
面料、礼服丝绸和内衣的用料等等，到
一应物品的设计、制作，全都是复古格
调和极其个性化的考虑。曾有科学家推
断，时间的形态是一个闭合的圆环，看
来与时间有关的时代和时尚也是环形
的，总有一天会从当下流行到从前去。

小店里的顾客尽散，从敞开的店门
望出去，已经有早开的街灯闪烁出最初
的光华，喧闹的西街再一次进入了喧闹
的高潮。各种特色小吃店，不但以高声

叫卖，还以肆意散发的香气，劝诱着行
人；各色传统或现代手工艺品店，则以
不断变幻、闪烁的霓虹灯光向心猿意马
的过客暗送秋波。而一向沉默的颜国
建，这时变得更加沉默了，一个人站在
柜台后边望着西街，看上去有一点儿孤
单也有一点儿恍惚。街上诸般的声色、
光电、气味、行人，以及流过西街的几
千年时光，在他眼眸的反光中，已模糊
成一种液态、一排跳荡的光斑或一脉不
息的流水。

也许，他还没有留意，此时，站在
高处看夜幕下的西街，却正是一条绚烂
的河流，是恣肆汪洋的灯光之河，也是
浩浩汤汤的时光之河。从西街继续向
西，是更加宽阔明亮的新华路，由新华
路左转并入江滨北路，一直向前，便到
达东海岸边。

回首，那片拥有数千年文明史的大
陆、大陆上享誉世界的“光明之城”就
在眼前，并呈现出迷人的华彩；远望，
几万里的“海丝”之路，似乎只有起
点，并没有终点。在那片夜色掩映却充
满生机的海上，突然有明亮的弧光一
闪，然后隐去，但却让人难以确定，隐
去的究竟是苍苍茫茫、无穷无尽的航
程，还是岁月运转的隐秘轨迹。

（任林举，中国电力作家协会副主
席，著有《玉米大地》《粮道》《松漠往
事》《上帝的蓖麻》《时间的形态》等，
曾获第六届鲁迅文学奖。）

在时光中守候
任林举

在时光中守候
任林举

完成去年 10 个村落景区的验收，同
时新建 12 个村落景区，这是今年浙江临
安关于村落景区建设的任务清单。自去
年 4 月 《村落景区临安标准》（以下简称

《临安标准》） 发布以来，“村落景区”
已经成为了临安旅游乃至浙江旅游的
热门话题。

2006 年，临安即已在浙江省率先编
制了 《农家乐乡村旅游发展规划》，十几
年间，对乡村旅游发展的思考一直未曾
中断，最终形成以景区理念规划乡村、
以景区标准建设乡村、以景区红利惠及
乡村的村落景区建设理念。这份标准涵
盖环境、交通、设施、服务、人文、经
济、安全等七大项和 28 小项实施细则，
如同工具书般指导着村落景区的打造和
美丽乡村建设。

2017 年，临安首批重点打造 10 个村
落景区，引进9个专业公司对村落景区实
行企业化运营，在深入挖掘村庄特色的
基础上，对照标准制定规划，列出了307
个项目，落实政府奖补资金 1.8亿元，撬
动社会投资 2.7亿元。临安成功创建浙江
省 3A 级景区村庄 6 个，创成“浙江省美
丽乡村示范县”。根据计划，3 年时间
里，临安将打造 30 个村落景区，覆盖 50
个行政村。

临安村落景区建设之所以引人注
目，在于其运营模式的创新。在临安旅
游局提供的一份资料中这样写道：“把村
落景区打造成既有村落味道又有旅游业
态的乡村新社区，为乡村旅游发展寻找
到了一条好的途径，也为‘三农’发展

找到一个有效的切入口。”
临安旅游局副局长陈伟宏介绍，全

国各地在乡村旅游的运营概念上大多停
留在综合管理的层面，主体以村级组织
或项目投资商为主，缺乏系统性、专业
性以及有效的市场运营力量。与投资商
只对一个项目负责不同，运营商是从全
村的旅游发展角度出发。同时，对于运
营商的遴选也有高要求，运营商需要具
备三大能力，一是策划主题和活动的能
力，二是集聚做旅游业态圈层资源的能
力，三是应用市场手段运作各类资源的

能力。“当然，运营商还得具备建设美丽
乡村的理想情怀。”陈伟宏笑着说。村落
景区进入实际运营阶段，也需要严格把
关。

据介绍，临安每月至少举行一次运
营工作例会，旅游局和聘请的专家不定
期对运营工作进行指导和把关。临安旅
游局专门聘请 7 位省内外专家任运营顾
问，3 位临安本土文化人任运营文化顾
问，为运营工作提供指导和帮助。

经过一年的发展，临安村落景区建
设已初见成效。走进临安天目山镇的白
鹤村、月亮桥村等村庄，除了山水风
光，最吸引游客的是村民们的庭院。或
栽花木，或种蔬果，有些村民还悉心为
自己的庭院取了别致的名字。“美丽庭
院”正是 《临安标准》 中的一项。村民
庭院的改造，提升了整个村庄的“颜
值”和内涵，让游客感受到“景在村
中、村融景中”的乡村新貌。

景在村中 村融景中

临安打造村落景区
本报记者 尹 婕

川西坝子鳞次栉比的高楼
靓 房 中 ， 静 卧 着 一 家 墙 皮 剥
落、灰瓦白墙的老茶馆。

这座老茶馆原址是一座清
咸丰年间修建的观音庙，民国
初年，彭镇被一场火灾烧得多
成废墟，唯此老宅得以幸存。
老百姓说，这是观音菩萨用她
的脚护着的，出于感恩，取名
观音阁茶馆。

跨进茶馆的木门槛，地下
是一条“千脚泥”铺就的小甬
道。乡下人说千脚泥，是指来
来往往的人脚底板带来的杂乱
泥土，日积月累粘在地面结成
的“地衣”，在光照下呈现出凹
凸不平的幽黑阴影和花纹。时
光带着那些足迹，有的还在人
世的某条路上走着，有的融进
夕阳走向生命的终点。

茶馆的老房子是木架穿榫
结 构 的 青 瓦 房 ， 墙 壁 破 败 不
堪，露出里面的竹篱笆。

屋中间有个长方形“老虎
灶”，老虎灶边是个小水池。老
虎灶最早是川西坝子的古老厨
灶，以形状得名，因为它有个翘起的“尾巴”和灶
头。小水池里盛满从深井汲出的地下水，用这井水泡
茶甘甜透彻，喝了能清爽脾胃。台面上摆满尘垢斑驳
的铜壶、水瓶、茶具。座椅都是用青竹做的，已被磨
得油光锃亮，变成了金黄色甚至枣红色，人坐在上面
吱吱呀呀地叫。

午后的阳光，透过屋顶的灰瓦缝隙，斜斜照射到
屋子的中间，三三两两赶来的茶客放眼瞅瞅，找个竹
椅，悠然落座，摸出五元钱喊杯盖碗茶，个个悠闲任
性大大咧咧的样子。茶客有的只穿件背心，更多人赤
膊上身，好像待在自家院子一样，不把自己当外人。

茶客以老者居多，有时也来几个拉三轮、挑簸
箕、打铁的乡人。他们围成一圈，津津有味地摆龙门
阵，或一本正经地打长牌，或半躺在竹椅上发呆，或
衔根长烟杆漫不经心地抽叶烟。据说有的老茶客一辈
子都在这里喝茶，喝着喝着自己就老了。他们的余生
就在这里不经意地被打发走了。后代只要待在镇上，
也跟着来茶馆喊杯茶，一如品啜故园的味道。

不少衣着时尚的年轻人也慕名赶来喝茶，一些外
地人、外国人也扛着三脚架来拍照，自得其乐。店小
二是个四十来岁的男人，他也拿台单反相机拍来拍
去，还跟一些摄影菜鸟搭讪，好像这地儿缺了他，别
人都拍摄不好似的。他一趟一趟地斟茶送水，有时整
个赤裸的上身都汗流如注，在腾腾蒸汽和乱哄哄人群
之间来往穿梭，忙碌而快活。

在这里拍摄没人跟你蹙眉头，只要不用闪光灯，
你可以拍所有的人或物，老者都很配合，还跟你做个
鬼脸，似乎以此为荣。

如今老茶馆搞成了多功能休憩小院儿，不仅可以
喝茶，还有当地土烧酒和各色泡酒可以喝。若要下酒
菜，只需喊一声，隔壁“苍蝇馆子”就吆喝着把地道
的农家菜和啤酒端过来了。

下午四五点多，喝茶的人越来越少，最后剩些半
躺在竹椅上的老者好像忘记了时光的流逝。他们依然
各占茶馆一角，呆呆地陷入沉思。夕阳透过残破的木
格窗户，在他们的身上镀上一层金辉，仿佛要将其永
恒塑造在这间与时光同呼吸共命运的屋子里。屋外，
暮色苍茫，夕照远去，落入山坳，勾勒出齿轮状黑色
剪影。

毫无疑问，这里也藏着一种深沉的美，滚滚红尘
中的人们总有一天会厌倦玻璃幕墙和钢筋丛林的，带
着一身疲惫寻找这样安静的地方，或者把这里当做自
己早已回不去的故乡。也许，无数人在这儿的竹椅上
竹桌边，坐出了儿时咿咿呀呀的感觉，那地上凹凸不
平的千脚泥“地衣”仿佛就是那浅浅的水波，载着他
们踏歌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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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电 （吴 靖 徐 悦） 正是一年春好
处，花开时节又逢君。日前，中央美术学院与
丝绸之路城市联盟联合主办了“悲鸿生命艺术
展——丝路方舟·驻华外交官赏鉴专场”，来自
阿联酋、巴基斯坦等近 20个国家和地区的驻华
使节和联合国、欧盟驻华机构高级代表及社会
各界代表100余人，在中央美术学院共赏艺术盛
宴。

中央美术学院院长范迪安在致辞中表示，
艺术常被称之为一种不用翻译的语言，艺术在
中国及其他国家的交流中向来扮演着重要的角
色，也促使不同的文化背景下的人们得以心灵

沟通、相互欣赏。
“悲鸿生命——徐悲鸿艺术大展”通过历史

的文献和大量不同类型的作品展现了徐悲鸿在
多方面的艺术才能。此次艺术展根据徐悲鸿在
油画、国画、素描、书法、美术教育、典藏中
国古代书画方面的历史性贡献，划分为六大板
块，不仅向公众集中展出200多件徐悲鸿的重要
作品、藏品，还首次披露了多种珍贵文献资料。

马尔代夫驻华大使穆罕默德·费萨尔表示，
高品质的跨文化交流活动对于促进“一带一
路”民心相通具有重要意义，积极参与此类活
动也是驻华使团责任所在。

驻华使节共赏徐悲鸿艺术展

日前，一只雪鸮飞
落在新疆阿勒泰地区一
村庄旁的电线杆上。

据了解，雪鸮一般
生活在海拔 3000 米以
上的冻土层地带，十分
罕见。近年来，当地生
态环境逐步改善，人们
对野生动物的保护意识
日渐增强，诸如雪鸮之
类的野生动物选择在这
里生活栖息。

刘是何摄

雪鸮“卖萌”

古色古香的泉州西街。 来自网络古色古香的泉州西街。 来自网络

俯瞰泉州。 来自网络

临安风光。 来自网络

行天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