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广告联系电话 65363547 65367287 办公室 65369330 发行部 65369319 传真：（8610） 65003109 零售1.5元/份 国内定价全年280.80元 国内统一刊号：CN11-0066

1212 旅游天地 责编：何欣禹 邮箱：rmrblytd@163.com

2018年10月29日 星期一

“和我在成都的街头走一走/直到
所有的灯都熄灭了也不停留/你会挽着
我的衣袖，我会把手揣进裤兜/走到玉
林路的尽头，坐在小酒馆的门口……”

北京歌手赵雷的一曲《成都》，传
唱大江南北，也因这歌曲中的“玉林
路”三个字，不到 3 平方公里的玉林
街区成了“网红”景点。远道而来成
都的人们，纷纷将之作为必游之地。

玉林路到底有何魅力，能够打动
赵雷这个来自北京的“蓉漂”驻留于
此，经年才去，并作歌吟唱？

当我又一次走进玉林街区时，记
忆中的画面完全被眼前的景象颠覆。

味蕾的安享

食在四川，味在成都。而玉林街
区则是当之无愧的“成都厨房”。在这
里，你可千万别打听美食的去处，被
问者会很难作答，因为答案差不多是
一本书的内容……

美食对于人类，既是幸福的直接
表达，也是割舍不下的情愫。火锅，
是成都美食文化的象征和标配之一。
热烈而又耿直的火锅，在市井烟火中
风光，或香辣适中，或鸳鸯和睦。即
便是白锅，也散发出独特超逸的气
质，令人回味悠长。

被文化与历史包围的钵钵鸡，一
路从乐山走来，以红黄相间的瓷质龙
纹土陶钵钵盛放去骨鸡片，配以十几
种佐料调味，食之皮脆肉嫩，麻辣鲜
香，甜咸适中，那真是一个鲜香爽
口。串串香，一种诞生于成都的美
食。或荤或素，或刚或柔的食材，三
五成群地以竹签为核心串起，经过在
沸腾的火锅汤料里的淬炼，几分钟后
便升华为香气扑鼻的美食……成都的
串串香，最有名的就要数“玉林串串
香”了，现今在全国各地遍地开花，
早已成了“明星”品牌，拥有无数

“粉丝”。
玉林街区飘红全国的美食，远不

只这些，还有鲜椒兔、藿香鱼、老鸭
汤、干锅、烤鱼……走进玉林街区，
诱人的美食香味飘来荡去，如同一根
根无形的绳索，牵扯着路人的心。更
重要的是，“接地气”的玉林美食好吃
不贵。它生于街巷，亲近江湖，其性
绵柔，不装、不伪、不假、不贵。

花开的声音

在上世纪 80年代，成都玉林曾因
基础设施健全、配套服务完善成为成
都最时尚、最令人羡慕的街区。

但光阴流逝，曾经的时尚渐次落
伍，昔日美好的栖居之所变成了老旧
院落。文物越老越珍贵，但街巷越老
越破败。玉林街道办事处的管理者们
决定赋予街区活力。

2017 年，玉林街道开启了“花开
玉林”工程，旨在让花草爬上墙头，
彩绘跃上墙面。“花开玉林”力求精
致：每一条街都要明确主题，芙蓉文
化、音乐文化、慢生活文化、书信文
化、成都记忆文化……每一条巷的打
造都要与整个街区的主题相契合。一簇
绽放的鲜花、一辆复古的火车、一个传
说中的人物，一个妙趣的卡通……无论
从整体还是细节，每一处彩绘都极为
讲究。

花，人所共爱。成都，原本就是
一座与花有关的城市。成都别名“蓉
城”，芙蓉是其市花。芙蓉花开于夏
季，次第绽放到秋色至深之时，因而
被视为花中高洁之士。又因芙蓉明艳
清丽，美姿雅质，独殿群芳，常被骚
人墨客用来表达对丽质女子的赞美和
欣赏。

芙蓉代表纯洁、高尚，是爱情之
花、婚姻之花，又是成都的市花。那
何不将那些大家所熟悉的，与爱有关

的经典故事、传说、电影桥段挑选出
来，集中绘制在墙上？于是，一个名
叫“爱转角”的特色生活街区在玉林
诞生了。

“天涯地角有穷时，只有相思无尽
处。”对爱情入骨的相思，使玉林成了
祈愿百年好合的人儿为爱情“打卡”
的地方。有人相信，在成都玉林，可
以心逢明媚、春风自来，可以在转角
处偶遇深爱自己一世的人，并相扶相
携地撑起未来。

咸集的故事

故事最有吸引力，故事也最易打
动人，“故事玉林”是玉林街区的又一
大特色。

为了收集并展现百姓的故事，在
玉林东路居委会大楼的一楼，建了一
个特殊的生活博物馆，以陈列居民家
中最有故事的东西。

走进生活博物馆的客厅，只见一
张普通的桌子上摆着一台十六开杂志
大小的红旗牌老式收音机，收音机原
本洁白的塑料外壳已经泛黄，覆盖上
了岁月的痕迹。

这台收音机是一位姓王的老太太
捐赠的，是 1969年在甘肃文县支援三
线建设的她与丈夫的结婚纪念物，时
价160多元。

颇为波折的是，为了攒钱买这台
收音机，让自己的婚礼显得阔气且更有
仪式感，她的婚礼还为此推迟了两个
月。上世纪 80 年代初，她家搬到温
江，被她视为命根子的收音机，也跟着
她跋山涉水一路颠沛。这台收音机见证
了她的青春、爱情和婚姻，也见证了时
代的变迁。

在同一张桌子上，还有一台只有
12吋的老式黑白电视机。这台电视机
是成都无线电一厂生产的，在上世纪
70年代末80年代初，这家厂子年产量
达 70多万台。如今，虽然它早已湮没
在了时间的河流之中，但是眼前这一
台沉闷灰色的旧电视机，见证了其曾
经的辉煌。类似的老物件还有飞人牌

缝纫机、永久牌自行车、上海牌手表……
生活博物馆既看得见乡愁，又看

得见人，还看得见生活和历史的脉
络，因而深受欢迎。

景点的新解

在全国众多的明星街区中，玉林
是个特殊的存在：没有独一无二的标
志性景点、没有高冷入云的大气建
筑，没有风格独特的街区设计，甚至
没有承载的典型文物……

细细数来，没有“景点”的玉林
竟然啥也算不上。

然而，正因为它不走寻常路，是
有故事、有美食、接地气的玉林，才
令那么多人牵肠挂肚、念念不忘。

这里没有传统意义上的景点，这
里却又处处都是景点。这里有或深或浅
的诗歌、或工或泼的绘画、或快或慢的
音乐、或静或动的内心……

音乐、美术、醇酒、美食、美
女、爱情、故事、童趣、感动……由
77 条街巷组成的玉林街区，包裹着暖
暖的烟火味，是那么热情、包容又美
丽，有入尘的意趣，也有出尘的品位。

有人说，哪怕在玉林的街巷里乱
逛，也能从丰富与实在中，找到一种天
荒地老的感觉。玉林街区，让居民之间
的睦邻友善、天府之国的人文情怀得已
光耀。玉林街道的管理工作者们所作的
尝试，应该说对别的街区管理，也有积
极的启迪意义。

（陈新，四川省南充市嘉陵区大通
镇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国家重特
大题材报告文学特聘作家，成都文学
院签约作家，曾获中华优秀出版物
奖、北京文学奖、四川文学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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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化有个黔阳古城，城外
不远处有个芙蓉楼，据说该楼
是王昌龄在此任县尉时所建，
是他和朋友吟诗、饮酒的地
方。《芙蓉楼送辛渐》的诗就产
生在这里。这首诗，在我国诗
歌的宝库里占有重要地位，尤
其是“一片冰心在玉壶”，已成
千古名句，不知有多少人背诵
过多少遍。

王昌龄是和李白齐名的大
诗人，比李白大 4 岁，成名比
李白要早。上中学时我就知道
他，会背他的《龙标野筵》，也
会背《芙蓉楼送辛渐》，两首诗
都提到了芙蓉楼，后来，知道
诗中说的芙蓉楼在湘西怀化，
便一直神往，想去亲眼看看芙
蓉楼，在芙蓉楼上背诵这两首
诗，以此凭吊那位被世人称赞
的“诗家天子”。

2018 年 8 月 20 日，我们一
行五人到了怀化，来到芙蓉楼。

芙 蓉 楼 始 建 于 唐 天 宝 7
年，因年久失修，旧址早已荒
芜。为纪念这位诗人，清朝
时，当地政府于1815年在旧址
上重建，重建后的主楼是个二
层纯木小楼，一楼大厅中堂上
挂着王昌龄画像，老人家面目
清瘦，但神采奕奕，奇怪的是
画像上的眼神会随你左右移
转，让你感受到诗人神采飞扬
的气场。踏着木阶梯上楼，二
楼重檐歇柱，雕刻细腻，精美
的走廊绕楼一周，中有敞亮明
轩，凭栏杆远望，面前缓缓流
动着的舞水河，清且涟漪，岸
边绿柳成荫，河面上凉风徐
徐，令人心旷神怡，遥想当年
诗人与朋友在此聚会，一群一
代之英才，把酒当歌，谈笑风
生，个个意气风发，才气干云。

芙蓉楼旁有个耸翠楼，也
是王昌龄与朋友喝酒、赋诗的
地方，据说在这里，王昌龄送
别了辛渐。堂前挂有一幅 《芙
蓉楼送辛渐》 的条幅，正楷书
法，秀丽、端正，厅两边的楼
柱上有对联，是清道光年间一
个状元所作，上联是“径曲尚
余寒雨润”，下联为“楼高直与
白云接”。现此处已辟为茶室，
供游人歇息、喝茶，听古筝表
演。厅内有一个衣着素洁、面
容清秀的年轻女子，借我们喝
茶的当儿，弹了几首古曲，我
们听不懂古曲，只知道声音是
清脆、高昂的，却不知什么意
思。在我们的要求下，她演奏
了电视剧 《三国演义》 里的

《滚滚长江东逝水》，一曲未
终，我们听明白了，不由自主

地鼓起掌来。
耸翠楼右侧有一碑廊，上

有众多古名人的题词或题诗，
大都模糊了，只有岳飞题的

“墨庄”两字，还可辨认。
走出芙蓉楼，没多远到了

黔阳古城，这座古城历史上有
过很多名字，如舞阳县、沅州
府、龙标县等，它和湘西的凤
凰、山西的平遥以及四川的阆
中一样，都是年代久远的城
市。面积只有0.8平方公里，却
有三十余条老街巷、二十余座
宗祠、十余处官宦大院，还有
数十宫庙会馆和数百间商铺、
作坊。有人赞曰：“山水楼城塔
对河，百姓千家万年窝”。

在 古 城 街 巷 中 行 走 、 游
览，仿佛在参观一个陈列文物
的博物馆，这里的庙宇、古
巷、宗祠、会馆、官宦府地以

及不知传了多少代的小作坊、
小店铺等都历尽沧桑，有着传
奇故事，每到一处，我们惊
讶、感叹，但也习以为常了，
它们和湘西凤凰、四川阆中、
山西平遥一样，那些古城我们
不知去了多少次。

黔阳古城在湘西南群山之
中，是个偏僻、安稳的地方，
留下许多保存完好的遗迹，如
中正门、黔阳警察特训班旧
址、戴笠寓所、国民党县党部
以及忠烈祠等等。这些可以说
是近代史的文物，值得一看。

晚上，入住古城丁字街的
一个家庭旅馆里，老板热情又
健谈，他指着门前的街巷说：

“这儿有一千多年的历史了，像
这样的老街巷，城里多条呢”。

晚饭后，和朋友散步，路
面上是古朴、厚重的大青石，
两边是年深日久的民房、院墙
和几处宗祠。到了城外沅江的
高堤上，我们回头望去，身后
是一条秀美的江南小巷。昏暗
的灯光下，我想到了戴望舒，
想起了那首写小巷的诗，诗不
长，寥寥几句便勾勒出一幅美
丽的画面：在一条幽暗的小巷
里，诗人一人冒雨前行，有些
孤独、惆怅。这时，一个撑着
红伞的年轻女子，迎面走来。
伞的红色使小巷明亮起来，诗
人感到暖暖的，激发了他向上
的希望。画面的意境很温馨，
意味深远。而今，我们走的也
是江南古城中的小巷，其狭
长、幽暗与彼无二。不过，我
们没有那么幸运，没有遇到一
个年轻、美丽的打着红伞的江
南女子，一路走来，只看见一
个卖凉粉的老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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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 西 省 婺 源 县 溪 头 乡 的 龙 池 汰
村，远离世俗吵闹，安静地被群山环
抱。这个偏僻寂静又充满生机的村庄
如同被时间遗忘的世外桃源。时光荏
苒，它没有因岁月的变迁褪去光彩，
反而如同一捧香醇的美酒，愈久弥香。

有幸来到龙池汰的人都会被这个
美好的地方震撼：这个赣皖交界的小
村庄，斜卧在一个布满梯田的山坡
上，藏身于群山环抱的山凹里。村里
拢共几百来户居民，几乎全部都是原
生态的土墙房屋建筑。村口耸立着几
颗高大的枫树，枝繁叶茂。正值入
秋，枫叶渐红，层林尽染，映着古朴
的民居和空气中袅袅升起的缕缕炊
烟，简直就是一幅绝美的油画。春
天，层层梯田开满油菜花；冬日，漫
山遍野的香雪海与砖红的民居交相辉
映。缤纷变换的色彩让人感受到龙池
汰的生机与活力。

来到龙池汰，不仅仅是一次视觉之
旅，更是一次心灵之旅。这方纯粹又宁
静的净土能让自己放下喧闹世界里的浮
躁，发掘那个迷失了灵魂的自我。在这
个古朴的世外桃源，即使被世人淡忘，
但是一花一草、一树一木依然每时每
刻、每分每秒地努力汲取养分、绽放自
我；居民们依旧努力勤恳、知足快乐地
日出而作、日落而归。来到这的人们会
被他们深深地感染，会惊觉世上竟还有
如此美好的地方，你会反省自己是否忘
却了生活的本质，以往的追逐是否太过
功利和盲目。

在婺源的旅游地图上，你是找不
到这个地方的，只有婺源当地的摄影
爱好者才熟悉这个原始村落。在村庄

老人的记忆中，“龙池汰”中的“汰”
实际是一边“土”字，一边“太”字，
不过现在，无论你用五笔或是拼音都无
法找到这个组合字了。龙池汰村的居民
绝大多数姓曹，是300多年前由婺源篁
岭迁出而来。上世纪80年代初，一场大
火将皇上赐匾的宗族祠堂和整个类似篁
岭般的村子全部烧毁，现在看到的似红
色的土房全部是大火后重建的，因此不
像典型的徽派建筑。

龙池汰村是摄影爱好者的“摄影
天堂”，最适合拍摄的时间是早晚，因

为村里的人家早晚会做饭，炊烟袅袅
升起，晨阳夕阳斜射村庄，村庄便增
添了一股神韵，有一种恍若世外的感
觉，风景宛如人间仙境一般。

最后，还要温馨提示一下，去往
龙池汰的山路十八弯，山巅斜坡很
窄，进村公路路面较差，底盘太低的
车会很受伤，自驾可找当地驾驶员代
驾。前往山区摄影创作，建议有本地
摄影向导带队，选择越野系列或者包
用中巴型号以下的当地车辆。徒步前
往，风光无限好，但安全更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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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次自驾游新疆，从北疆到
南疆，驱车 2200 多公里，品味秋
色美景。新疆之美，在天、在
地、在人心。

去阿吾赞森林公园时，我们
迷路了。路上人烟稀少，我们只
好拦住一辆车问路，正巧当地驻
村干部在车上，他说由于天气原
因主路封了，并主动提出让一位
同事小马带我们走小路。小马一

路指挥，顺带聊起驻村的责任与
艰辛，很快带我们驶出了岔路
口。他说：“我要下车往反方向回
村，你们继续前行 30公里山路就
到了，记得天黑前下山。放心，
新疆很美很安全。”他笑出整齐的
白牙。

这几天，我就一路品味新疆
的美。新疆的美在天。天上变幻
不同的云层：杲杲日出，朝霞满
天；夕阳西下，晚霞无限；繁星
点点，银河迢迢。每一束光照透
人心的藩篱，每一朵云连接美好的
幻想，像羊群漫山遍野，似情人相
拥相吻……

新疆的美在山。山线巍峨挺
拔，山色尽收眼底，狂野热情不

失细腻，如油画一般展现在眼
前。我不忍眨眼，生怕错过每一
处光与影的相遇。

新疆的美在水。湖光山色，
溪水欢流，倒影如梦，水天一色。巩
乃斯河的急湍，伊犁河的蜿蜒，天
鹅湖的静逸，还有巴音布鲁克草原
的九曲十八弯一路欢淌……

新 疆 的 美 在 路 。 天 堑 变 通
途，从四面看果子沟大桥，壮

哉！独库公路，可与号称“世界
上最美的自驾路线”——加拿大
落基山脉路线相媲美。山道弯
弯，层林尽染，五色交替，美轮
美奂。偶遇各种动物，让道是第
一要决。在这里，羊欢、马跃，
还有牛儿悠闲地与我对眼神。

新疆的美在草原。从巴音布
鲁克草原到那拉提草原，一望无
际，大气磅礴，远山起伏，草色
渐变。走近草场，夹着泥土气味
的芬芳让人沉醉。偶遇马群转
场，飞身追去，马奔腾、人欢
跑，风伴奏、云在笑。累了往草
里一个野躺，天当被、地当床，
花做陪、鸟相伴。

新 疆 的 美 在 泥 土 。 种 下 种

子，盛开鲜花，结出果子，收获
喜悦。梨香，枣红，桃多汁，苹
果脆爽，西瓜大又甜。一串串葡
萄更是诱惑十足，伸手摘下，含
在嘴里、甜在心间。

新疆的美在人。维族姑娘深
邃的大眼睛，哈萨克小哥哥挺拨的
高鼻子……伊宁亚伯兰庄园的员
工古丽忙前忙后地冲奶茶、打馕，
马叔跑上跑下地抓鸡摘菜备晚餐。

一片祥和亲近，初见亦如归客。
新疆各种美，最难忘的还是

雪山与赛里木湖相呼应之景。传
说这是一对情人的化身，终生相
守，千年相望。我们顺山道盘旋
而上，行至湖边豁然开阔，忽见
雪山，如一见倾心的情郎。伫立
在赛里木湖畔，脑海萦绕圣桑的

《天鹅》，眼前浮现出芭蕾舞。微
风拂面，湖面泛起阵阵波纹，配
上天鹅的鸣叫、雪山的倒影，更
显空灵。我们静静地坐在湖边，
20 多年未见的同学相会于此，相
视一笑胜过千言万语。重逢，是
看似平静却心潮澎湃，仿佛遇见
了青春的你我。

大美新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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