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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北方白雪皑皑、饱受严寒考验的
时候，四川会理却安详地在蓝天下静享
冬日阳光的温暖。作为古丝绸南路川滇
两省商旅物资集散地的会理，属中亚热
带西部半湿润气候区，干湿季节明显，
日照充足，年均气温15.1℃，无霜期长达
250余天，因丰富的光热资源和宜人的气
候条件，历来有“小春城”的美誉。

温暖如春的会理

北方的朋友，特别羡慕温暖如春的
会理。

冬天的会理，天空一碧如洗，像一
面幽深的大镜子，让人仔仔细细擦拭
过，幽幽的，蓝蓝的，浩瀚得无边无
际。偶尔有小鸟啾啾飞过，也是小心翼
翼，生怕它们的翅膀在天幕上落下划
痕，惊扰了这片难得的宁静。

太阳早已收敛起夏日的焦躁。冬天
的阳光嫩嫩的，黄黄的，像小被子一样
暖和。空气新鲜，通透舒爽。这样的时
节，最适合老年人，搬一把躺椅，泡一
壶茶，约三两个老友，一边晒着太阳，
一边在天南地北的龙门阵里咀嚼人生。
就算靠在墙角，眯着眼睛在阳光下打打
盹、养养神，也是一种莫大的享受。

会理冬天的风很轻、很柔，显得极
有涵养和耐心。还在深秋的时候，风呼
啦啦躁动过一阵，企图把树上颜色一天
天变深的叶子拽下来。事实上，它们的
努力是徒劳的。那些树叶吸收的养分太
足，赖在树枝上呜呜嗤笑风的无能。入
冬以后，风就改变了策略，安静地蛰伏
下来，等到春天萌动的时候再发起猛烈
的攻击。有时候忍不住吼上几嗓子，那
也是虚张声势、做做样子而已，全然没
有北方的风那么凌厉。

会理的孩子特别盼望下雪。在白茫
茫的雪地里，堆上一个大大的雪人，用
黑黑的玻璃珠子做眼睛，再给它戴上顶
红红的帽子，那该多神气啊。可是，这
样的机会几年难得遇上一次。当然，会

理的冬天有时也会撒撒娇，发点小脾
气，在冷嗖嗖的北风中，把乌云聚过
来，严严地罩住大地。碰巧了还会下一
场小雨，酥酥麻麻的，偶尔飘上几片雪
花。不过，这样的时候并不多见，也不
会太缠绵。往往经过一两夜的酝酿，调
整好情绪，很快就云开雾散，留下湛蓝
的天空和一地的阳光。

会理居家是不用空调的。哪怕进入
三九，早晨打霜，温度降到零度以下，
但白天最高温度也在 19 度左右。难怪北
方的朋友到了会理，马上就会脱去厚厚
的衣服，惊叹道：这明明就是春天，哪
里有过冬的感觉呀！

惬意安详的会理

会理的冬天是暖色调的。这一点，
不管是生活在会理的人，还是外地到会
理的游客，都有明显的感受。

会理是全国最大的石榴生产基地，
全县石榴种植面积已经超过 40 万亩。入
冬以后，满山遍野的石榴树卸下累累果
实，就安歇下来准备过冬了。没有浓情
似火、鲜艳欲滴的石榴花，没有紧紧实
实、挨挨挤挤的红石榴，石榴园里又是
另外一番景致。从春天到冬天，这些石
榴树经过阳光的浸染，已经变得满树金
黄。放眼望去，大地就像盖上了一床金
黄的大毯子，嫩嫩的、绒绒的，蜿蜒绵
延数十公里，那壮观的场景带给人们的
是别样的震撼。

最可爱的是柿子。房前屋后，一盏
盏红红的小灯笼，压弯了柿子树的枝
头。近处看，一个挨着一个，密密匝
匝，又大又红，馋馋地吊着人的胃口。
往远处看，这些柿子星星点点，像缀满
了一树红红的花。入冬以后，用这些柿
子做柿饼、柿片，经过几天的日晒霜
冻，糯糯的，甜甜的，口感相当不错。

冬至刚过，性急的腊梅，早已争先
恐后缀满了枝头，细碎的花说不上艳
丽，可是那股淡淡的幽香却把冬天渲染

得春意盎然。其实，这个时节，最为抢
眼的是炮仗花。墙头上，窗台边，藤架
上，盛夏时节蓬勃的三角梅早已被炮仗
花所取代，粉里带红，红里带黄，生机
勃勃，在阳光下越发显得鲜艳。

早上看上去烟雾袅袅的地方，是汩
汩的泉水。会理打过寒霜的早晨偏冷，
把恒温的泉水变得热气腾腾。掬一捧泉
水到手上，暖暖的，甜甜的。最漂亮的
是蓝蓝天幕下清冽的小河，河水清澈透
亮，悄悄地流淌着，矜持得就像一位楚
楚的少女。微风徐来，波光粼粼的水
面，涌上一大群金色小鱼，嬉闹着、欢
笑着，哔哔啵啵向前涌过去，一个个拼
着、挤着、赛着，生怕落了后。

灵动鲜活的会理

会理的冬天是灵动的。憨态可掬的
小羊羔，毛绒绒的，在蹦蹦跳跳中显得
特别顽皮。咩咩咩——它们眼睛里满是
好奇，跳着，扭着，顶着，尽情地在路
上撒着欢。稚气的声音在山沟内跌来撞
去，应和着柔柔的风，在阳光中飘逸开
来，酥麻着人们的神经。

入冬了，大地静寂下来，果农却不
会闲着。今年的石榴销路不错，明年还
指望能卖上好价钱。这一切，没有更多
的秘诀。他们都知道，果树是不会哄人
的，你在土地上花了多少精力，树上就
会结什么样的果子。冬闲时节，翻地除
草，修枝整形，灌溉施肥，防病除虫，
要干的事儿很多。不过，就算苦一点，
累一点，看着一天比一天壮实的石榴
树，心里总是乐滋滋的。

即便不收拾园子，那些小伙子也不
会闲着。入冬以后，天干地燥，正好修
房造屋。房子不算旧，但房上的瓦年年
需要翻捡，不仅麻烦，和砖房相比总觉

得寒碜。建房手续跑下来了，材料也备
齐了，得找几个人把砖房立起来。房子
尽量往高处修，把院子的位置空出来，
再把门前的路扩一扩，有个坝子，几个
朋友来乘凉也有个好的去处。

进入寨子的路上，灌溉的沟渠经过
一季雨水的冲刷，冬春时节还得整修、
打理。乘着这难得的时节，讨亲嫁女，
老人祝寿，乔迁新居，在爆竹声中把和
谐康宁的日子烘托得无比温馨。

最热闹的，还是宰杀年猪。劳累了
一年，就盼着这难得的空闲时间，把三
亲六戚请过来聚一聚。杀猪这一天，家
里高朋满座，笑语喧哗，大人忙着剁
肉、做菜，小孩儿在院子里嬉闹着。那
一头头大肥猪，都是用苞谷、红苕、老
南瓜煮熟以后催出来的。这样的猪，肉
质特别好，用姜片香蒜一炒，满寨子都
弥散着猪肉的浓香。吃年猪饭，没有更
多的讲究，哪怕是朋友的朋友，相互邀
约着都可以去做客。听说有客人来，主
人最为高兴：“多约几个朋友来。现在日
子好过了，哪个吃得起好多，图的就是
个热闹嘛！”

主人家这样的话，没有半点虚情假
意，犹如会理冬天的阳光一样温暖。

（李美桦，1986年开始业余创作，在
文学刊物发表作品180余万字，50多篇
作品收入各种选本。著有长篇小说《凤
凰春晓》《浪拍金沙》《欲网》，短篇小说
集《稻香时节》《市井民谣》《毒蛊》）

会理的冬日暖阳
李美桦

来到扬州时，我们徜徉
于其中的美景，不仅没有顾
上午餐，连要提前预定晚餐
也忘了。

人是铁，饭是钢，寻觅
饭店是当下第一要务。我们
拖着绝望的步子遇到了一对
热情的小夫妻，他们顺路带
我们去一家淮阳菜馆。

当伫立在淮阳菜馆“风
波庄”的大红灯笼面前时，
已经七点多了。一进饭店门
我们就被攫住了。不大的饭
店，有两层，墙面上有“不
贪 荣 身 不 辱 ， 横 自 在 无 拘
束”这些醒目的大字，还悬
挂着刀枪剑戟。这让我想到
了金庸的 《笑傲江湖》。环顾
四周，黄竹做成的窗，青竹
隔成的房间、做成的墙围，
这哪里是酒店，这不是令狐
冲醉心的绿竹巷吗？饭店里
穿着古代服装扮成村姑的漂
亮服务员也像念台词一般，
把 我 们 带 到 了 《倚 天 屠 龙
记》 中号称“明教”的一张
桌 子 旁 ， 指 着 贴 有 “ 张 无
忌”三个字的位置说，“请你
们的教主大人这里坐”。我们
附和着把我们的老大让到这
个位置上。

这“江湖圣地，美食乐
园”着实有趣，翻开菜谱，
那些奇怪的名字让我们不禁
一头雾水，疑惑地想这里真
是主营淮扬菜吗？不过，既然误打误撞来到了武侠主题
餐厅，就静静地等待一场侠客夜宴吧。

此时，女服务员拿着我们点的菜单，说了声“练功
去了”，就像武侠小说里的侠女一样飘飞而去。不大工
夫，她端来五小盅糯米酿的醪糟酒，介绍说这种米酒叫

“黄蓉露”，是来源于 《射雕英雄传》 中冰雪聪明的黄
蓉。随后她对着我们大家一本正经地撂下台词：“对酒当
歌人生几何，这是酒仙山的圣水，百毒不侵，延年益
寿”。无论我们怎么和她开玩笑，她都严肃地扮演着武林
戏中店小二的角色。一杯余沥，搅起了我们的豪兴。

过一会儿她又摆上了筷子和碗，口里念念有词：“小
二为你摆兵布阵，人在江湖混岂能不用棍，双截棍
……”没多久第一道菜端了上来，服务员说：“你的功力
到了。”这原来是开始上菜了。

第一道菜就是锅巴牛肉，黄色的锅巴形状像一口
钟，罩在红烧的牛肉上，这道菜在这里叫“铁布衫金钟
罩”。又上来了一道叫“生死符炒木耳”的菜，其实就是
山药片炒木耳，名字还真是有想象力。被卤汁浸泡的牛
百叶叫“亢龙有悔”，“一钵鸭爪”被称为 “九阴白骨
爪”，它是《神雕侠侣》里梅超风练就的招数。伴随着一
声“天禅豆蔻”，女服务员端上了南方的四方蚕豆。“圣
火令”“少林罗汉拳”在这里也是台词。

此时我感觉穿越到了传说中令武侠难以割舍的过往
江湖。眼前的一切，复苏了我们时光深处的记忆。哪个
人的青春没有做过武侠梦，只是在金庸、古龙之后，能
让我们钟情的武侠小说寥寥无几，武侠时光已淡出了我
们的生活。“风波庄”唤醒了我们丢失已久的情怀，它又
何尝不是厌倦了浓烈的商业风情后，人们的一种情结出
口。它的出现再次证实了人们对江湖道义的崇尚，对侠
客古风的追寻。

酒足饭饱，余兴未了的我们耳畔响起告别的话语：
“多谢大侠”。出风波亭时，我也冒出了“闯荡江湖四海
为家，终需一别，改日再会”的江湖豪言，我仿佛被怀
旧的光芒照亮，回到家中开始翻阅父亲樟木箱中留下的
那些武侠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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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乡古镇苏州同里，给我印象最
深的莫过于石桥多，石桥秀。

一座三元桥，将我引进了古镇深
处。斑驳的青条石，逶迤的清水河，
参差的民居，散落的茶肆和小店铺，
无不弥漫着江南特有的灵性和隽秀。

京杭大运河穿过小镇，周边又散
布着同里湖、庞山湖、叶泽湖、南星
湖和九里湖，正是“五湖环镇于外，
一镇包涵之中”。有十几个圩，水道便
是“镇”中的河道。圩圩相接成镇，
由此镇里也因水成街，因水成巷。路
由桥通，大桥连小桥，形成了同里人

家“家家临河住，处处见桥影”这一
特有的古朴风情。

漫步古镇，窄窄的石子路、临河
的茶楼以及河埠码头，仍保留着古老
传统的形制。有人统计过，古镇里建
于明清时期的民居、宅第，约占全镇
建筑的1/3。除了耕乐堂、孚寄堂、浩
歌堂、世德堂等私宅之外， 还有“二
堂三桥”，即崇本堂、嘉荫堂和太平、
吉利、长庆三桥。最著名的要数退思
园了，始建于清光绪十一年 （1885
年），园主名叫任兰生，字畹香，号南
云。同治年间，授资政大夫，赐内阁

学士，光绪三年任安徽凤颖六泗兵备
道，管辖凤阳、颖川、六安、泗洲的
两府两州。光绪十年任兰生遭弹劾落
职还乡，遂建退思园，取“退而思
过”之意，语出自《左传·鲁宣公十二
年》“林父之事君也，进思尽忠，退思
补过”。退思园设计精巧，古朴庄重，
庭院里有湖石花坛，种四季花卉，还
建有岁寒居和坐春望月楼。书法家沈
鹏题写的“荫馀堂”里挂着一副楹
联：“快日晴窗闲试墨，寒泉古鼎自煮
茶”；道出了主人清雅超脱的情趣。另
外，嘉荫堂是南社诗人柳亚子之侄柳

炳南之私宅，建于民国十一年 （1922
年），为四进三十二间，客厅上的楹
联：“闲居足以养老，至乐莫如读
书”；让人想见书香盈室的乐趣。

古镇河多，桥自然也就多了。据
说，同里原有桥梁 73 座，现尚存 54
座，人们形容“水乡同里五湖包，东西
南北处处桥”。思本桥、饮马桥、乌金
桥等建于各朝代的二十多座古石桥，虽
年代久远，却仍保护完好，古朴秀逸。
太平、吉利、长庆三座小石桥位于镇中
心，跨越三条圩之间，形成了一个三角
形，被当地人视为吉祥之桥。凡镇上居

民婚娶时，都要抬着新娘的花轿绕行三
桥，给老人祝寿也要绕三桥，这成了当
地的一种民风民俗。

我穿行在古镇上，眼前仿佛出现
了家家尽枕河、户户有码头的繁忙景
象。不过，现在的小镇却异常的宁
静，只有一两户人家挂着待售的苏州
刺绣、古玩字画等。这让人有了用心
体味小镇水乡景色的心情。小河里躺
着一排小木船，成了游人观光的工
具。一位戴蓝头巾的船姑划着小船，
给游人表演鱼鹰潜水捉鱼的节目，引
得众人拍手叫好。在这里，看不到高

楼建筑，有的只是水曲风清。坐进老
茶楼小憩，一面临街，两面邻河，三
面排窗，街景水景桥景，扑面而来。
啖两三块特色茶干，品一两口甘甜茶
水，唇齿留香，咀嚼有味，尽扫疲惫
劳顿之态。

“扁舟卧听三更雨，一苇难航九里
湖。绕榻波涛归梦短，隔林烟火远村
孤。”吟咏书画家文徵明游同里的诗
句，感受着小桥流水人家景色，真是
让我悠哉游哉，乐而忘返了。

上图：同里古镇
新华社记者李 博摄

同 里 桥 影同 里 桥 影
刘春生

青少年时期，我曾手持画笔，
在一方不大的画板上，涂抹着缤纷
的色彩，幻想着画尽天下之美好。
因而，对于色彩的感知可能敏锐于
他人，尤其对色彩所产生的联想，
更是让我神驰于思维空间中。

尽管现实中我未能成为一名艺
术家，却鬼使神差地走进了岳阳楼
的庭院。这里的花草树木以绿色为
主色调，像一块巨型地毯从南铺到
北，一年四季里，交叉变换着浓淡
不一的绿，这种绿不妖不艳，生机
盎然，它比森林的绿色清纯，比草
原的绿色饱满，风吹过时，满城青
绿欲滴，好似洞庭湖中的一抹轻
纱，随水波而流动。这方庭院由围
墙四面环抱而成，围墙系清一色的
赭红色，沿革已无从考究，仅从其
斑驳之状便可感知岁月之悠长。或
许，历史本来就是由一节节围墙筑
成的，每一段围墙都掩埋着不为人
知的往事。而赭红色的深沉与凝
重，恰恰验证了它的沧桑。与皇宫
的红色不一样，它透射出的不是冷
峻、幽深，也不会令人望而却步，
反而是它的低调与不事奢华吸引了
南来北往的脚步，激发了他们钩沉
辑佚的无限热情。我每每从此经
过，必定步履小心，唯恐惊醒某段
唐宋的传说，或是明清的过往。赭
红色是亚光的，但透过那层厚重的
红色，分明翻开了一册史书，书中
的文字若隐若现，有如诗歌的意
境，只可意会。

中国古建筑中，形似头盔的楼
顶并不多见，而覆盖黄色琉璃瓦的
楼阁为数更少。黄色乃古代皇家御
用之色，尤显尊贵，这个辉煌明亮
的暖色调能用在江湖之远的岳阳楼
上，确实令人诧异。传说中香火跨
越儒、道、佛三界的吕洞宾与此楼
颇有渊源，元朝年间曾诏封其为

“纯阳演化孚佑帝君”，既为帝君，
自然可以享用黄色，岳阳楼楼顶于
是托起了一片黄色琉璃瓦，饰以回
纹楼脊，很是协调。传说归传说，
黄色楼顶明亮、跳跃的色彩令人眼
前一亮，特别是在阳光的反射下，
折射出一道道炫目的光彩，从洞庭
湖边远望过去，宛如一条条黄色的
绸缎凌空飞舞，极为壮观。楼的久
远，丝毫没有影响颜色的纯度，与
寓意着美满、吉祥的红色楼体搭配
在一起，和谐万分。整座楼不显单
调，红、黄两种暖色调的组合使它
更具亲和力。四海人士进得庭院，
远远地望到万绿丛中浮现出一抹金
黄色，正是这种颜色促使他们加快
步伐，万般虔诚地赶赴一座楼与一
篇游记的约定。这样的精神大餐，
将会予人以灵魂的洗礼和思想的启
迪，尤其是一篇名记中掷地有声的
语言，有如黄钟大吕，传播久远。

放眼庭院，除了黄、红、绿色
外，廊亭也是覆盖的绿色琉璃瓦，
而小乔墓内的建筑则覆以小青瓦，
极具江南园林风貌。地面大都铺以
青砖，深色调凸显深沉，随意行
走，便能踏出思古的万种情愫。置
身于庭院，我们总是被某一处细节
所吸引，被某一段色块所感染，殊
不知，千年以来，各种颜色早已自
然而然分布于此，并非刻意安排。
天地万物，无独有对，它们在一个
天下的庭院里和谐相处，互为补
充，恰到好处地诠释了每一个历史
章节的真实内涵。

很多时候，我都在暗自庆幸，在
这里，我又重新拥有了诸多色彩。无
论阳光充沛还是雨水连绵，那些斑
斓的颜色总在庭院上下跃动。它们
不仅填补了我内心的空虚，更为这
个庭院撑起了彩色的天空。

上图：岳阳楼 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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