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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期儿子从巴黎飞上海，与
我在我妹妹家会合。妹妹说上海
周边的古镇很多，因时间有限，
这次只能去上海四大历史文化名
镇之一的朱家角。

于是，慢时光就从那个周五
一早开始了。

睡到自然醒，我们到对面小
店吃了生煎包，三人慢悠悠坐车
到人民广场，然后转乘专线大
巴。不到一个小时，已经看见了
朱家角的白墙黑瓦。

时已近午。妹妹说，干脆先

吃午饭再慢慢玩。于是，随便走
进一家临河酒店。时间还早，店
内客人不多，我们点了酒香草
头、椒盐排条、昂刺鱼、盐水
虾、荠菜肉丝汤，不多时菜上
齐，清清爽爽，养眼养心。不知
道草头为何物，只觉得看着色泽
碧绿，入口柔软鲜嫩。儿子上网
搜索得知，草头就是常见的苜
蓿，很早就有入菜的做法。王安
石有诗句“苜蓿阑干放晚花”，陆
游也曾言“苜蓿堆盘莫笑贫”。几

盘菜，清淡中有些微甜，爽口有
回味，就像这午后的朱家角。

吃过午饭，我们悠然慢行。
妹妹说，既然到了水乡，就坐船
吧。坐上木船，船家是一个黝黑
的中年汉子，一边摇船，一边用
乡音浓厚的普通话介绍景点，还
让我们一定要去北大街，一定要
买扎肉，蹄髈和粽子，说这都是
朱家角的特色。船行半路，我们
告别船家，弃船上岸。

朱家角素有“上海威尼斯”之
誉，水多桥多，慢慢走着，细细欣

赏，不觉令人兴趣盎然。朱家角据
说有 26 弄，路通街，街通弄，弄通
弄，一路走来，果不其然，常常觉得
前面似乎已经无路可走，走过去却
发现别有洞天。

北大街，又称“一线街”，是
上海市郊保存得最完整的明清建
筑第一街，300多米的老街，漫步
行来，只觉“长街三里，店铺千
家”之说名副其实。沿着石板
路，走进一家家街边店铺，拍下
檐下高挂的大红灯笼，体会曲径

通幽。我们经不住诱惑，一人来
一枚肉粽，唇齿生香时，再购几
枚做翌日早餐；抗不过热情的吆
喝，各式特色物品买得装满了背
包，还一步一回头，留恋不忍
去。儿子最爱那些个性十足的小
店，带五角星的绿色挎包、解放
鞋、文化衫，还有民族风格的小
物件……每一样，都喜欢得想要
拥有，想要带去巴黎炫酷。

吃饱了，逛累了，推开街边
一家咖啡店的门，不过六七平方
米的空间，却别具特色，一杯摩

卡，一杯冰拿铁，再来一杯卡布
奇诺，在轻柔的音乐声里，在氤
氲的咖啡香中，我们轻声说笑
着，看门外来往行人，看太阳慢
慢西下，欣喜三人一起度过了一
段从容的时光。

拎着大包小袋踏上返程，儿
子说明年回国还要再来。他小姨
笑着说，江南好看的古镇多着
呢，尽管一个一个慢慢看。

上图：朱家角风光。
来自网络

在安徽怀宁县石镜乡，有
个叫做邓林的村子，每年春
天，走进这个小山村，在 10 多
平方公里的范围内，数万株望
春花次递开放，漫山遍野的望
春花构成一幅美丽的春天画
卷，令人心旷神怡，流连忘返。

邓林村的望春花，树龄
300 年左右的有 150 多株，树
龄 100 年左右的更是比比皆
是。“邓林村现已形成的满山
望春花，其实是数百年前飞籽
成林的医药树种。”石镜乡宣
传委员许莹莹介绍。

望春花学名辛夷，玉兰
科 属 树 种 ， 花 色 以 白 色 为
主，兼有红紫色，富有观赏
性，其蕊可入药，对鼻炎感
冒等病症有疗效，在上世纪
就已在全国多地广泛种植。

“我们海螺望春花和别的地方
望春花不一样。”村里一名年
过古稀的查姓老人，祖祖辈
辈都依邓林海螺山而居，他
告诉笔者：“要说海螺望春
花，不得不从海螺山讲起。”
海螺山位于石镜乡邓林村境
内，海拔高度约400米，因为形似一只海螺而得名。海螺
山上的望春花，最早的可以追溯到300多年前。

为了保护村内古望春花树，石镜乡和邓林村对名木古
树进行调查登记造册，建立档案，逐棵挂牌公示，一一明确
保护单位和责任人。与此同时，由林业部门对古树定期实
施复壮、修补、支撑、防虫治病和建立护栏等管护措施。村
里还召开村民代表大会，一致同意将保护古望春花树列入
村规民约。近年来，村里开展环境整治活动，修路、建屋都
在保护古树的前提下进行。前几年一拨又一拨人闻讯而
来，出高价想买这里的古树，都被村民们一一拒绝。“这是
老祖宗留下来的东西。有人出到50万元一棵，我们都没有
卖，就是人家出500万元，我们也不会卖。”村民们说。

历史上，作为药材的海螺山望春花远销南洋，怀宁
将望春花确定为“县花”。邓林海螺山望春花树姿端庄雄
伟，枝繁花茂，还具有较强的耐干旱、耐瘠薄、抗烟尘
污染等特性，是现代城市园林绿化中的珍贵树种，花瓣
是高级天然香料。

近年来，为了方便游客踏青，石镜乡修通了道路，
定时清理山边杂草，特邀一些专家前来探索，并设立多
处最佳观赏点，培训“免费导游”，让前来踏青的游客不
仅游在其中，还能乐在其中。

“踏青是我每年的固定旅游项目，多年来都想在家乡
边上选择一处好的踏青点，邓林村我来过多次。”平山镇
的范方启老师告诉笔者。2018 年 8 月，怀宁县相关部门
特邀专家团队量体裁衣，精心打造了一首反映地方文化
特色的原创歌曲《望春花》，大大扩大了邓林望春花的知
名度和美誉度。

上图：望春花开。黄国华摄

小时候，我的住处周围少见鲜花
售卖，每每读到李清照的“卖花担
上，买得一枝春欲放”，不免幻想，要
是我家门前也有卖花郎经过多好！那
样，我不但要买“春欲放”，还要同时
买夏正浓、秋且香、冬未央。然而，
我从未能看到卖花郎经过门前，也更
不可能在那个年代同时买来各个季节
的鲜花。如今，我的这个愿望在昆明
斗南花市变成了现实。

斗南花市位于昆明斗南镇，是亚洲
最大的鲜切花交易市场。我到达斗南
花市的时候，是晚上七时五十分，大批
花农守着一捆捆、一箱箱、一车车的花，
已经候在花市的大楼外。晚上八点半，
他们方可进入楼内自己的摊点售花。
有些尚未来得及完全修剪、包装好鲜切
花的花农们，正坐在地上，抓紧时间摘
叶、去枝、装束。

各地奔来的花商也争分夺秒地开

始挑选鲜花。花商们就着朦胧月色、
泛黄灯光，或用手电筒从某一角度斜
照，或用肉眼仔细观察，试图选出最
上乘的鲜切花。此情此景，不由叫人
想起苏轼的“玉房金蕊，宜在玉人纤
手里。淡月朦胧，更有微微弄袖风”。

八点半一到，花市大楼开门，花
农们各就各位，在自己摊位上排放好
待售鲜花。在别处，鲜花是一支一支
地卖，在这里，鲜花可是论斤、论车
地卖。不过，可别以为摊主们真的像
卖菜那样随意对待这些花，特别是有
些娇嫩的花。比如，每一朵玫瑰，都
被精心地包装在纸盒中，数十朵这样
包装的玫瑰再平整地打包，这样，即
便长途运输颠簸，玫瑰也不易受损。
经由航空、铁路、公路等运输方式，
第二天中午，这些花儿便会出现在许
多城市的花店中，装点人们的生活。

我转了半圈，已经眼花缭乱，不知

如何选择，肠胃倒已被鲜花的芬芳唤醒
了，索性出去买点心吃。20分钟后，当
我再回到花市大楼内时，有些摊位前堆
放着的花儿竟然已经卖光了！

我问一个花农：白天采花，夜间
卖花，会不会很辛苦？

对方答：世上哪有轻松的工作，可
是看着花，心情总是很好啊。

离开花市的时候，我一手抱着向日
葵，一手捧着粉玫瑰，走在路上，夜凉如
水，却有暗香盈袖，不由想起幼时的一
个午后，我久久地趴在邻居家栅栏外，
巴巴地看那院子里，粉红色的大朵月季
正明艳动人地盛放着。那时，在我的周
围，粉红色的花尚不多见，大朵的月季
也很稀罕，可是现在，我是被怎样的绮
丽多姿、馥郁芬芳环绕着啊，一种幸福
感简直要从我身上漫溢出来。

上图：逛花市成为人们到昆明旅
游的一项重要内容。 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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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味
“闻香可识城”

每座城市、每个乡村都有自己的独
特气味。

记得我第一次到昆明，接机的司机
师傅一见面就递给我一支黄玫瑰，淡淡
的花香和着细雨钻进我的鼻孔。那种直
入心底的温暖、清新和一丝甜意，至今
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中，成为我对昆明
的“气味记忆”。俄罗斯作家麦列日科夫
斯基说：“佛罗伦萨特有的气息就是伊利
斯 （希腊神话中的彩虹女神） 的白花、
尘土和古代绘画的油漆味。”“闻香可识
城”大抵就是这样吧。

在网友“四夕三只羊”看来，重庆
的气味标签是冬天的腊梅香：“南山的腊
梅开得最早。腊梅香清新素淡，符合重
庆冬日微冷的特质，与浓郁的火锅香味
形成反差。”“每年初冬，大街小巷都有
卖腊梅的农民，背着大背篓沿街兜售，
那香味随着卖梅人的脚步散开去，轻轻
一嗅，很是惬意。”

最具上海味儿的非栀子花莫属。当
“栀子花——白兰花……”的叫卖声开始
飘荡在城市街头，你便知道夏天来了。无
论是在弄堂里，还是在闹市区，你都有机
会遇上卖花人。栀子花通常被整齐地放
置在竹篮中，下面还铺着微湿的蓝布。卖
花的阿姨或老奶奶会将栀子花编成手环，
或是系在纽扣上，一缕一缕飘散的都是

“老上海的香味道”。定居上海已 13年的
王芊，每年夏天都会买上几朵栀子花随身
带着，“每次遇见卖花的阿婆，我就会觉得
上海还是那个我所熟悉的城市。”

一年一度的婺源油菜花季又快到
了，许多人已将看花提上日程，对他们
来说，混着泥土味的油菜花香气不仅是
婺源的标签，也是慰藉乡愁的良药。

滋味
最真实的烟火气

前不久，广东顺德被网友投票选为
“为了吃值得去的城市”第一名。如今，
“才下舌尖，又上心头。”品尝美食，进
而了解当地的人文，已成为人们旅游的
重要内容。在美食爱好者心目中，中国
的地图上是一座座各具其名的“风味地
标”，例如，兰州的牛肉面味、青岛的蛤

蜊味、东北的大葱味、新疆的孜然味、
南昌的炒粉味、西安的肉夹馍味、成都
的花椒味等。这些滋味成为不同城市与
人们之间的纽带。

“中环和庙街档口多，深水埗的小巷
子却更显老香港的风味，杂乱无章的铁
皮档口排在街上，烧烤小炒、粉面煲
仔、炖汤煮粥一应俱全，炸猪排、云吞
面、丝袜奶茶、煲仔饭、炒海鲜、鱼腩
茄子煲，各色吃食令人目眩神迷，吃客
们或坐或站，讲着白话，排队喧嚣，举

杯欢饮，配上铁皮顶子霓虹灯，更显无
拘无束，和朋友高谈阔论，同档主闲话
家常，本身就很美好，很真实，很烟火
气。”网名为“R”的网友这样写道，

“晚上穿着人字拖和好朋友去大排档，坐
在红白蓝色胶凳上，边用热茶洗碗烫杯
子，边叫伙计写单，吵吵嚷嚷就是一
夜，想必这是香港人都做过的事。”香港
的市井图像跃然纸上。

中文系出身的老徐对浙江绍兴情有
独钟，每隔一两年总会去上一趟。“你知道
吗，‘臭’是绍兴的别样味道。”老徐兴致勃

勃地对我说，“臭豆腐、霉苋菜梗总让我欲
罢不能。”因为江南水乡特有的潮湿气候，
绍兴人“发明”了霉苋菜梗，因为其“臭”，

“爱者迷恋，恨者崩溃”。如今，鲁迅笔下
的臭豆腐和茴香豆已然成为游客离开绍
兴这座城市时的必购品。

人情味
最佳“待客之道”

今年春节期间，香港游客小娇独自

一人去西藏拉萨旅游，在当地的一家民
宿，她有一种“到家”的感觉。“在拉萨的第
一天，我和一屋子的驴友们聚在一起看书
聊天，听他们讲述自己在各地旅行时的经
历，累了就靠在沙发上小睡一会儿，民宿
老板还贴心地为我盖上毯子。”小娇在朋
友圈记录下自己的感受。“这其实是我第
一次独自出门旅游，在我看来，一趟理想
的旅行，除了看景，更重要的是看人。”小
娇说，充满“人情味”的城市能让自己的旅
途变得更轻松，更值得回忆。

在知乎上有这样一个问题：“一个

城市最有人情味的地方是哪里？”答案
各 式 各 样 ， 早 餐 铺 、 水 果 摊 、 菜 市
场、路边摊、书店、夜市等，无一不
是最平常的城市角落。这些充满人情
味的地方不仅给当地人的生活提供了
便利，也能带给外来游客一份安全感
和融入感。如今，越来越多的游客开
始选择去传统景点之外的地方走走看
看，过一天当地人的生活。因此，旅
游城市需要逐渐学会向“城市旅游”
转变，每一个角落都将成为外来游客

打量这座城市的窗口。
此前，香港旅游发展局推出主打香

港特色的旅游推广项目，重点推荐的是
不太繁华、却颇有本土特色的地方——
深水埗，展示的即是隐藏在平民生活场
景里的人情味和更有香港情怀的东西，
宣传主题也注重突出人情味。

中国旅游研究院院长戴斌指出，大
众旅游时代，旅游常态化，越来越像邻
里间的“串门儿”，让“邻居”有踏实、
安全、受欢迎的感觉，应该成为旅游目
的地的“待客之道”。

“三味”中国
本报记者 尹 婕

“三味”中国
本报记者 尹 婕

认识中国的途径有很多，味道也是

一种。《舌尖上的中国》 中有这样一句

话：“味道是每个人心中固有的乡愁。”

这个味道可能是城市行道树上散发的植

物香气，也可能是家乡的一道美食，又

或者是受触动之后心底泛起的暖意。这

些味道能够激发我们最敏感的神经，给

予我们敏锐的洞察力，在心底留下深刻

的记忆。它们共同构成了独特的“中国

味”，成为我们感知中国的重要媒介。

▶各个城市的夜市
成为人们了解当地生活
的重要窗口。

◀香港深水埗颇有本土特色，
平民生活场景里有人情味和更有香
港情怀的东西。

本文图片来自网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