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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漫笔

陈应松

抚州，要我说，有两大可以
永世炫耀的：临川的才子，金溪
的村子。但历史上的赣东只有
“临川才子金溪书”之说，意思
是，金溪浒湾镇的木刻印书全国
闻名，盛极一时，但竹桥古村却
是“金溪书”的发祥地和主要承
印地。无论是浒湾还是竹桥，不
都是古村子吗？于是我将民谚稍
改，成了“临川的才子，金溪的
村子”。
金溪之奇在于古村太多，除了
浒湾古镇、竹桥古村、仰山书院、东
源古村，还有蒲塘古村、游垫古村、
靖思古村、萧家古村……金溪县的
山水中隐匿着 80 多个古村落，近
万处古建筑。其中国家级历史文
化名镇名村 3 个、中国传统村落 6
个、江西省历史文化名村 7 个。村
落中不但保存着大量明清时期的
古民居、祠堂、书院、庙宇、牌

无限延续的生命
一口村头老井的作用，除了
让清泉永在，久润饥渴的旅人和
族人，它最大的作用就是等待。
总有一天，几百年以后，在某一
个时刻，它的水面上会映出一张
归来者的脸，我们活着的人也许
看不到，但能感受到。在月光
下，只要有人魂兮归来，那口井

来自网络

竹桥景区

夜读南山
张培胜
不知什么时候开始，我喜欢
捡个傍晚走进南山，慢慢走，细
细读，体味心中的抚慰，释放心
中的思念。
就在那个黄昏，南山正在拉
着黑幕，鸟儿纷纷归巢，虫儿们
响起欢歌。南山就在眼前，望着
郁郁葱葱的树木，心也澎湃起十
足的精神来，大步向前，想快点
走近它。
渐渐地，天黑了。在南山脚
下，独自与黑夜对话，细细咀嚼
南山的点点风情，是昨天的梦
萦，还是今朝的期待？在山脚
下，我悄然感受到时空的宁静、
南山的静谧。原来，生活的喧
闹，工作的繁杂，在黑夜面前，
有了歇息时刻。于是，我放下包
袱，只为读懂南山的静美。
抬眼，那些苍翠的树呈黛黑
色，浓浓的洇湿处总能听到鸟儿
的呢喃，是呼唤同伴归家，还是
诉说一天寻食的辛劳？往暗处细

听，风也加入了这协奏当中。
向上走，上一段斜坡，便有
一段黑影向我涌来。昏黄的夜
灯，打起精神照着前路，远山在
路灯下显得更加迷离了。近处的
树和草，在黑暗中窸窸窣窣。停
下脚步，月光轻洒，轻风轻吟，
像是为我做伴，怕我孤单。我的
心一下子感到慰藉，这个世上还
是温暖多于冷漠，关怀多于冰霜。
黑夜透过树梢，穿过云霓，
块块树影曈曈，片片草影晃晃。
天上的月光洒下缕缕柔辉，如母
亲的手轻抚它的孩子。远处，隐
约可见灯火点点，升腾起安宁的
渴望。万物收起了白天的疲惫，
在黑夜中独自疗伤，这里定然有
爱情的温情，还有亲情的抚慰。
此时，满山的夜阑，皈依了爱的
催眠，天籁的催眠调，喃喃香
熟。夜风习习，温柔如情人的
吻，站在南山的怀抱，我多想偎
依它入睡。

自古以来，人类
对夜幕降临之后，头
顶上的璀璨星河就充
满着美好的向往。人
类文明可考的记载中
关于星星的神话，甚
至出现在文字诞生之
前，在全世界各地原
始部族的壁画之中，
都能寻觅到人类仰望
星空的符号化形象。
古人在星空之上
寄托自己对于生活的
美好愿望，赋予构成
某种形状的数颗星星
特殊的含义，于是有
了我们耳熟能详的二
十八星宿，以及形态
不尽相同的星座。对
于人类来说，仰望星
空是一种亘古以来人的本能，而借星空以发
散人类无穷无尽的想象力，则堪称是我们文
化基因之中浓墨重彩的一笔。
古代中国，以星星为意象的诗词无数，
而以星星作为线索的神话传说和民间故事，
也是品类无数、名目繁多。然而，在现代人
的城市生活之中，星空愈加难以寻觅，长久
以来根植于我们文化之中的、关于星空的集
体记忆，也渐渐黯淡。我们迈入现代社会，
城市的灯火照亮了夜晚，人类的生产活动不
再受日出日落所限制，但悬于高空的银河也
正因为城市的灯火而失去了踪影，即便是深
夜，当你在城市的车水马龙中抬头，所能看
到的星星，也往往只是寥寥几颗。
在英国爱丁堡大学留学的吴其臻，一谈
到星空，向往之情就溢于言表。“小时候对星
空印象最深的是北斗七星，可是爱丁堡的夜
幕降临之后，我才感觉北斗七星、北极星也
没有想象中那么耀眼。星空实在太广阔，太
浩渺了。”同校同学蔡海建自小就喜欢在夏夜
搬个凳子看星星，2014 年的国庆节，他去青
海拍星空，在茶卡盐湖的盐雕下坐了一晚
上。当月亮彻底下山的瞬间，银河缓缓上
升，以一种肉眼可见的状态。“那是一种直击
灵魂的景象，站在荒漠高原的深处，四周没
有其他的任何人，也不会有城镇的灯光干
扰，既觉得银河仿佛触手可及，又感受到人
类个体在大自然和整个宇宙中是如此微不足
道。”确实，星空这种事情，看了再多的照
片、纪录片都远不及真实地站在星空下抬头
往上看，直到亲眼目睹，才算见过星空。
虽然要拍摄到美丽的星空，困难重重，
但星空之壮美，绝对不会让为之做出的准备
和付出白费。当云销雨霁，夜空回归澄澈，
你会看见漫溢的星光随星河流淌，几乎要从
天空中倾泻下来。长久生活在城市之中的我
们，也只有在看见了这样的夜空之后，才能
够真正理解为什么前人会把头顶上的“星汉
灿烂”称作“银河”。

欧可航

优雅深藏山水间

坊、古井、戏台、古道、古桥，
而且这些古建筑还生机勃勃，荫
庇着古建筑的后人，在里面繁衍
生息，枝盛叶茂。这里我看到一
句话：金溪，一个没有围墙的古
村落博物馆。
古建筑群，古村落，这些好
听的名词，在幽暗的乡野闪着
光，小得就像一块藏在草丛中的
瓦片，大得就像那些伸入蓝天的
飞甍翘角、青砖黛瓦、天井门
楼、亭阁牌坊、石木砖雕。那些
院落也好，牌坊也好，完整得像
是一个朝代的梦幻之影，一个精
雕细凿、千姿百态、气韵磅礴的
艺术大展。历史的窖藏一定是在
乡村，它们保持着奇思妙想的细
节，其顽强挺立的意义，是在每
年的新秧新荷中，在游鱼的穿梭
和屋檐的雨水中，在瓜藤爬上篱
墙的灿烂中，在我们跨越千山万
水而至的叩访中。
这些村庄的格局一定打通了
曲折的心路，才能够安放一些人
的满腹心事。有许多的角落，许
多的门扉，许多的锁，许多的苍
苔，让许多的人隐身至此，达至
万年。它们的建造之复杂，之优
雅，之沉静，之大气，就是为了
召唤那些在异乡的游子和游魂的。

邓兴东摄

阵雨过后的古村别样古朴美丽。
的清澈的眼里，会映出并记住水
中的某人，那才是最为亲切的，
就仿佛是那个刻在墙上和史书中
的人辉煌或者悲壮或者传奇一生
的投影。是的，他的脸，他的
心，总会在水井里荡漾，因为这
是故乡之水。还有那些道路的曲
折幽深，那些院落的隐秘清凉，
都是为了招引从这里走出去的所
有人、所有故事和所有时间。
这是一个不会衰老的村落，
走进门楼遭遇到的那口水塘，就
是你的洗濯之处，无论是洗去汗
水、屈辱、荣耀，还是风尘。水
草在透明的塘底摇曳，一切都是
新鲜的。那些路上凹槽的车辙，
我们听到了独轮车仿佛依然被人
推着，他们走过的沉重喘息声和
车轮的吱呀声在清晨的雾里传
来，依然有行人奔走在这条古老
负重的道上，为了生活和理想。
那些书法的牌匾，似乎还冒着墨
香，写字人手握着毛笔，站在牌
匾下，正在远远地打量他浑沉敦
厚的大字，和如今的人们一起欣
赏着他的得意之作。
那些雕刻者，拿着凿刀，手
上和衣襟上的灰尘来不及拍打，
也在打量着他镌刻出来的美丽图
案，并且相信将要流芳百世。他
知道他手下的作品，将与这个村
庄的建筑、道路、树木和水井一
起，成为永恒的事物。而且他像
预言家，他所做的这些是在雕刻
时间和历史的骨头。这里的美是
全方位的、深刻的，代表着我们
先人的智慧，这是一种聚族而居
的力量，可以永久缄默在它的小
巷中，即使道路废弃，也会有人

再往上走，心生怯意。站在
山中间正好，可抬眼往上观，可
低头往下看。此时，无声的寂，
无绵的静，虫子的轻微响声，便
如洪流倾斜。原来，渺小在这里
可以变成伟大，喧闹在这时只需
一个轻鸣。我在时光隧道中找到
曾经的自己，几十年的成长，几
十年的风花雪月，都印在茫茫山
里了。过往就是过往，走不回
去。远山的黑影，如怪兽在隐隐
动，似乎告诉我，“你的故乡在千
里之外”。风儿滑过肌肤，滑过心
窗，我下意识低头，看了看自
己，看了看现在的我，顿生缕缕
感动，生活就是这个模样，别在
漩涡中沉沦。
我能做什么？让时光挽留，
让南山为我作证，让爱的翅膀飞
向故乡，让心的虔诚浸透故乡。
可是，千里之外，我怎么执着都
是枉然，我怎么呼唤都是茫然。
于是，我只好双手合掌向上天祈
祷：时间停停。时空没有一丝杂
质，浩瀚长空，只有我和南山。
我对着故乡方向叩问：故乡还好
吧？没人回答，只有月光轻洒。
我想与南山默对和浮想，让我和
故乡靠得更近。我隐约觉得头上
的月亮来自故乡，上面承载着故
乡的山与水，映在南山的角角落
落。此时，我有好多话，在风凉
若水处，说给故乡听。说着说
着，竟感觉去了半生。
时间不早了，我慢慢地往回
走，与南山说再见。终于，我离
开思绪满天、惆怅满怀的地方。
庆幸的是，我记得南山的诗情画
意，记得南山带给我的故乡情
怀。感激南山的夜，我读懂你
了，你总能唤起我故乡的梦来，
那里是我生长的地方，那里也是
我的梦想起航的地方。
南山，不是陶渊明悠然见到
的南山，而是广东云浮的南山，
一个值得留恋的地方。
左图：南山公园 来自网络

重新铺砌石头。门楼倾圮，会有
人再竖巨柱。院落的石缸干涸，
会有荷花重新绽放。破碎的石
狮、磉磴、石鼓，天井中的阳
光，总有人会让它们复原。因为
古村的生命是无限并延续的，它
代表了美，也让人生活在美中。

穿越时间的绝美
我们走进金溪的竹桥古村，
在莲荷铺天的乡风中，我们看到
了它穿越时间的绝美。美是一个
古老的尺度，如果你安静，在石
头上忘记时间，或在石头上磨着
时间，都是美的。我头一次见到
如此之深、如此之清晰的村头石
板路的凹槽，行路人多么固执地
走着相同的脚印，在几百年的重
复往返中慢慢由车轮刻成。但
是，让时间先走，村庄再走。村
庄慢了一步，保留了自己。
我看到一个老屋门上的对
联，上联是：门少车马终年静。
被时间和车马浮尘的嚣张忘记，
何尝不是一种大福？来往的车马
如饕餮厉草，磨平你满口臼齿，
像村前路上的深辙。
噢，这个村庄藏而不露，媚
而不妖，静而不冷。
仅仅在这个竹桥村，就有 100
多幢明清建筑。但说幢似乎是独
立的，而竹桥古村的建筑是一组
一组的，是古建筑的群像，如文
林第、十家弄、八家弄。它们互
相勾连，互通款曲，亲密无间，
雨雪天在环廊中行走不用伞不湿
脚。我喜欢在这有长长甬道的连
体房中徜徉闲逛，还喜欢坐在它

们的门槛上，深陷时光的幽处，
摸着残缺的石狮和棱角分明毫无
风化的门框，享受斜射过来的阳
光——它们在窄窄的小巷间，吝
啬地抛下一条明亮温暖的白线，
与屋檐一起切割出这古老街巷的
阴影。这被亢奋时代遗忘的村
庄，仿佛没经历过激进狂躁的变
革和兵荒马乱，是从明清直接跨
入到今天的。多么神奇。
我喜欢读那些碑、匾、墙上的
字 。禁 碑 、余 大 文 堂 、培 兰 …… 这
些建筑是宅院，也可以是祠堂；
是庙宇，也可以是书院；是私
塾，也可以是公学。这里的建筑
可以成为村庄和文化的一切，它
们全氤氲在一派文化历久弥新的
祥云中。
我最喜欢的字是文隆公祠的
一块石匾，在通往花园小径的门
楣上刻着“对云”二字，这院落
里的人算是活明白了。“不谓堪舆
今未改，好峰依旧对门前。”庭前
竹椅，一杯清茶，一卷好书，与
碧山白云相对，这样的生活，恍
如我们的前世。
（陈应松，中国作协全委会委
员，著有 《还魂记》《猎人峰》 等
作品，部分作品被翻译成英、
法、俄、日、韩等语言。
）

行天下

一碗墨鱼汤
沈青茁
跟着车一路盘旋，我们行驶在从
汉阴到漩涡镇的路上。位于陕南的汉
阴，地势有着“三山夹两川”之名，
而要想到达漩涡镇，需要翻过眼前的
这座凤凰山。
蒙蒙雾中，远处连绵的山带着重
叠的暗影，呈现出微微含黛之意。近
处草木繁茂，飞扬起一片鲜活的绿。
回望山下，参差错落的一户户小楼的
红色屋顶，加上山脊裸露的红色岩
体，在白色云雾间若隐若现，丰富的
色彩犹如印象派油画一般，生动、柔
和而鲜亮。隔着车窗深吸一口气，都
仿佛吸进了山间的清新和畅快。
翻过山顶，我们得以见到山那边
的摸样。层层叠叠的梯田拾阶而上，
漫山遍野地铺开，荡漾起饱满的绿
波，山谷中悠远地传来声声蝉鸣，不
禁让人感叹，蜿蜒曲折的云深不知
处，还有如此壮丽的风景。这便是一
万多亩的凤堰古梯田，漩涡镇到了。
在镇上餐馆里，当地的朋友端上
了一碗“只有我们汉阴才有”的墨鱼
汤。墨鱼本是东海盛产之物，而汉阴
深居在崇山峻岭中，怎么可能有“墨
鱼”这一特产？我一度怀疑朋友是在
和我开玩笑。墨鱼汤的样子看起来和

寻找最美的星空

抚州古村 挽留时光
江西抚州，古称临川。抚州
的古意是从金溪的众多古井冒出
来的。这些古井多少有点清冽寂
寥，如井口生长的青青蕨草，也
有自得其乐的大美。一口古井就
是一泓文化深泉、一鼎文化高汤。
抚州之奇在于才子太多。有
一个汤显祖就够了，却还有个王
安石。有一个王安石就够了，却
还有个曾巩……汤显祖的四部剧
作称为“临川四梦”，王安石也被
称为“临川才子”。有个与他们齐
名的才子王勃在 《滕王阁序》 中
赞叹“邺水朱华，光照临川之
笔”。才子们的管管如椽巨笔，写
就雪碗冰瓯之章，才有了临川美
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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鸡蛋汤没什么两样，独特的口感却是
我从未尝到过的。汤的主料是干墨
鱼、五花肉和鸡蛋，喝下去酸味迅速
蔓延，又因着墨鱼带上了丝丝细细海
的鲜咸，而猪肉和蛋的混搭更是增添
了点北方食物的烟火气，解辛开胃，
祛暑提神，确实有滋有味。
那么，墨鱼汤怎么会是汉阴独有
呢？我的细细追问，竟带出了一段磅
礴而温情的故事。据说在康熙年间，
清廷为收复台湾，在时任两广总督姚

启圣的建议下，实施迁界禁海的政
策。大量广东、福建渔民踏上了浩荡
的内迁旅程，其中一部分长途跋涉来
到了汉阴。在远离大海的秦巴山区，
临行前带着的墨鱼干显得分外珍贵。
渔民们一年到头舍不得吃，只有逢年
过节，才拿出一点点作为作料，给汤
菜里加上些海的味道。久而久之，人
们安居于此，在与当地的融合中，尝
试加入醋除去海腥味，加入蛋和肉增
加营养，墨鱼汤就这样流传了下来，
成为家家户户都会做的食物。这一份
墨鱼汤啊，浸满了多少人的思念和深
情。
想起明清时期大量“湖广移民填
川陕”，不同的饮食口味，不同民俗风
情，在汉阴地域聚集交汇，南北文化
相互碰撞而彼此关联，又是何等的包
容和壮阔。漩涡镇那万亩梯田，不也
同样是这移民文化的象征，它们见证
了一代代移民开山造田的峥嵘岁月，
诉说着移民的辛勤和坚韧。
绝妙的景观加上历史的故事，总
是令旅行的人回味悠长。只有亲身来
到这里，才能感受到这一份深沉的美
丽。离开漩涡镇，飘渺的雾霭缓缓腾
升，与山顶冷气激荡而成千姿百态的
云海，行走在云之间，还想再来一碗
墨鱼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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