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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从纪元的哪一年开始，一位老
人来到了富春江和分水江两江交汇处的
一座小山上，植树栽花，采药炼丹，结
庐 桐 树 ， 并 留 下 了 一 本 《桐 君 采 药
录》，后人称之“桐君老人”。东汉的严
光，不事王权，慕桐君名而来，归隐富
春山。公元225年，桐庐以此为名建县。

严光后的 2000 年时光里，各路文
人、隐士，纷纷追着他的脚步，或游或
隐，将桐庐水和富春山一一织入他们的
2000多首诗文中。

“潇洒桐庐郡……，潇洒桐庐郡……。”
面对桐庐的清丽山水，范仲淹一咏再咏、
咏了还咏、咏了又咏，留下“潇洒桐庐郡
十绝”的咏叹。一位大文豪，对他治下的
山水如此钟情，真有点空前绝后。

现在，随着范仲淹的脚步，我们去
桐庐。

春水慢行舟

新安江，自安徽休宁的六股尖山峰
汩汩而出，到了严州梅城三江口以下，
就称富春江了。自桐庐到富阳，一百许
里，也因了安吉人吴均的那一封著名的
信 （《与朱元思书》） 而知名度越来越
高。到了萧山闻堰，富春江最后变成钱
塘江。其实，三个名字，都是一条江，
但任何一个名字，都不是简单的称呼，
而有它深深的历史和地理含义。

1931年至1934年，富阳人郁达夫两
次到桐庐，他去了钓台，两上桐君山，
在中国文学史上留下了两篇散文名作。

他在 《钓台的春昼》 中如此向往：
倘使我若能在这样的地方结屋读书，以
养天年，那还要什么的高官厚禄，还要
什么的浮名虚誉哩？

两上桐君山后，他又在 《桐君山的

再到》 中痴想：想几时去弄一笔整款
来，把我的全家，我的破书和酒壶等都
搬上这桐庐县的东西乡，或是桐君山，
或是钓台山的附近去。

还要怎样去形容富春江的美和好呢？
郁达夫80多年前就替它做了极好的广告。

己亥春节，我回老家，住在富春江
边的酒店。

从酒店18层俯瞰富春江，江的蔚蓝
和安静让人惊叹，坐在窗前看书，常常
会不由自主地放下手中的书，远眺凝
神。清江静流，远山有雾，浓淡相间，
至少可以清晰地分辨出山的五重连绵层
次。年初一下午，顺江边往下游桐君山
方向行走，沿路的景色，寒风里依然鲜
亮。三五孩子在打水漂，浣衣妇在捶打
衣被，还有几只白鹭在翻飞，一会儿往
上奋翅，一会儿贴近水面，仔细看，它
们是在江中捉鱼。

富春江能一直美颜长驻，离不开众
人的呵护，我从同桐庐县委书记方毅的
聊天中得知一些保护细节，更感觉江之
绿来之不易。

方毅告诉我，自2011年开始，富春
江 （桐庐段） 的水质一直保持在二类以
上。“小河清清大河净”，为了让大河清
净，富春江的 100 多条河溪都必须是清
水。2058 个微小水体都在监测范围内，
生活污水全部得到有效处理。一些乡镇
的矿山企业、小铸造、小冶炼、小化工
被全面治理整顿。从去年起，富春江全
面禁渔。

“江边行走是一种惬意的人生，更
重要的是，您还能在这里欣赏到2000多
年来富春江的诗词文化。”方毅对我说。

谢灵运、王维、杜牧、李白、孟浩
然、黄庭坚、韦庄、罗隐……历史上，
1000多位诗人曾来过桐庐。这里有他们
的脚印，有他们挥毫留下的笔墨，桐庐
也因此多了几分灵韵。

伫立岸边，江雾并不大，但依然有
些朦胧，一艘小型仿古画舫，轻声突
突，往富春山严子陵钓台方向缓缓而去。

春山半是茶

好山水，自然有好茶。
如前述，桐庐的山水，让范仲淹

特别倾倒，他的“潇洒桐庐郡十绝”
第六咏就是茶：“潇洒桐庐郡，春山
半 是 茶 。 新 雷 还 好 事 ， 惊 起 雨 前
芽 。” 在 北 宋 ， 桐 庐 茶 已 经 很 有 名
了，“宋时以充贡”，宋朝皇帝也喝桐
庐茶。可以肯定的是，桐庐茶在当时
已经有相当的交易规模了，否则不会

“春山半是茶”。就茶的品质来说，人
们都比较偏爱明前茶雨前茶，这同样
也说明，饮茶之风已盛，大家喝茶都
比较讲究品质了。

据 《桐庐县志》 记载，桐庐歌舞村
的直坞山天尊岩，海拔 600 米，长年云
雾缭绕，那里产一种“天尊贡芽”茶，
宋高宗喝了，神清气爽，下旨将产茶的
山名改为“宋家山”。宋家山离杭州不
过百里地，和都城近在咫尺，于是成为
了贡茶基地。

己亥正月十一傍晚，我和茶人沈黎
华、钟明辉聊茶。

小个子沈黎华，原是县农业局干
部，专业学茶，精明语快，听说我要
来，从宋家山的基地赶回。“今天茶山
就算正式开工。”沈黎华主要做“天尊
贡芽”，有绿茶、白茶、红茶多个系
列。“宋家山基地主要以我们的325亩茶
园为中心，再加上村里 400 多农户的数
千亩散茶。”沈黎华说道。

小钟的父亲是桐庐有名的茶人，他
们经营的“雪水云绿”茶，全国都有
名。现在他接班，这位安徽农大茶专业
毕业的“90 后”，已经和茶打了十几年
的交道。显然，年轻人更有想法。他笑
着说，去年，他在朋友圈卖了 100 多万
元的茶。他并不愁销路，互联网和品
牌，是他做茶的制胜法宝。

待到清明前后，云蓝树绿，经过
一年的酝酿，茶树们纷纷吐出青蕊。
半山上，云雾氤氲中，沾着露水的叶
片嫩得都能掐得出水来。在白云缭绕
的高山上，在清澈长流的山涧边，那
6.39 万亩自由生长的茶树近似野茶，
勃发生长，厚重味甘，粗犷而不失庄
重，锋芒而又内敛。

桐庐茶和龙井茶一脉相承，它们都
是大自然赐与我们的绝美礼物。

富春山居城

江天一色，云树相依，隐士、美
文、诗文写不尽。悠悠富春江，黄公望
日日徜徉其间，与天地相处，山水和他
的内心，最终连结成了一个不可分割的
整体。当他不断过滤内心的那些焦虑，
山水的意象越来越明显时，《富春山居
图》，也就喷薄而出了。

整个桐庐，就是一幅黄公望的富春
山居图。

继续向画的深处走去。
朋友董利荣陪我去莪山畲族乡走访

民宿，那里少数民族集聚，原本是桐庐
经济最不发达的地方，近十年来，却冒
出了一家又一家的高端民宿：秘境、云
夕戴家山、戴家山 8 号、戴家山隐庐竹
韵，一家家都隐藏在茂林修竹中。溪水
潺潺，住客南来北往，为的是一份心灵
的安放。这里还有一家南京先锋书店，
由一幢老屋装修而成，曲折别致，2 万
多册精选书，和总店同步更新。店长小
董来自南京，她说，书店2015年10月就
开张了，场地由乡里无偿提供，经营靠
自己，能自负亏盈。楼下楼上一排排地
看，最后买了一本王鼎钧的 《讲理》，
我特意在扉页写下一行字：购于戴家山
先锋书店。

苏轼曾云：“三吴行尽千山水，犹
道桐庐更清美”。去年，全世界有 1750
万人来到我的家乡体验幸福，我不多说
了，也欢迎您来桐庐感受。

（陆春祥，一级作家，浙江省作协
副主席，浙江省散文学会会长，已出散
文随笔集《字字锦》《笔记的笔记》《连
山》《而已》等20种。作品曾获第五届
鲁迅文学奖等。）

桐 庐 诗
陆春祥

行 天 下行 天 下

“小楼一夜听春雨，明朝深
巷卖杏花”，此刻的江南，正是
三分画意七分诗意。在明清街
上，择一处临街的茶楼，焚香品
茗，坐于窗下，看雨巷里、石桥
上，一柄油纸伞下，多少故事。

掩于深巷的庭院里，翠色
的苔藓在墙角细密生长，不知
名的小野花，兀自开得葱茏。
细雨纷飞，水珠顺着天井的檐
角，点点滴滴汇入半截青竹劈
成的落水，“咚”地一声，在檐
下的水缸惊起一层涟漪。懂生
活的人家，还保留着江南人细
致 的 情 调 ， 或 从 缸 中 舀 水 烹
茶，或是盛水插梅。

雨季的江南，每一扇雕花窗
的背后，都藏着一枚少女的心
事。在绵密如丝的春雨里，红梅
争艳、玉兰吐蕊，每一条街巷都
有暗香氤氲。

同里古镇属于爱情，江南
民间家喻户晓的爱情故事——
珍珠塔，便发源于此。故事版
本众多，但大都是根据明万历
年间南京监察御史陈王道嫁女
赠送家宝珍珠塔的史实演绎而
来。相传，相国之孙方卿，因
家道中落投奔姑母，求助赶考
盘缠。不料姑母势利，方卿愤
而离去。表姐陈翠娥与方卿青
梅竹马，暗将稀世珍宝珍珠塔
赠与方卿。两年后，方卿得中
状元，回乡与表姐成婚。

自古落魄书生与大家闺秀私定终身的故事早已听得叫人
厌烦，但成就了这段故事的珍珠塔，倒是值得细细游览。

珍珠塔没有塔，是陈王道的故居。这是一座典型的江南
古典园林，多处细节仿自苏州城区的拙政园、狮子林等古典
名园。整座园林由御史第、陈家后花园、陈家牌楼、宗祠四
大建筑群组成，是在现存历史遗迹的基础上，遍请江南能工
巧匠，搜集各地建筑精品，根据原貌进行恢复建设而成。

在园中行游，或见“庭院深深深几许”，或见“柳暗花明
又一村”；或见小桥流水、粉墙黛瓦，或见曲径通幽、峰回路
转。步移景易，变幻无穷。

人间万户，皆在檐下廊前听雨。江南的雨，无墨亦成画，
无律亦成诗。一颗落满尘埃的心，经这春雨冲洗，便多了几分
愁肠。怃然抬头，却是一惊，一眼瞥见“退思园”三字。

清光绪年间，安徽兵备道任兰生遭弹劾，落职回归故里
后，取 《左传》“进思尽忠，退思补过”之意，营造退思园。
整园布局小巧玲珑，占地仅九亩八分，以诗文造园，各类建
筑布局力求精致与玲珑，品味清淡与素朴。

退思园中，闹红一舸最富动感。舸由湖石托出，半浸碧
水，水流漩越湖石孔窍，潺潺之声不绝于耳。石舸突兀池中，风
吹不动，浪打不摇，人站船头，却有小舟荡漾之感。立于舸首，
春雨淅沥，风渐劲，恍惚飘零于无涯的汪洋。又念起李白的诗：

“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君不见高堂明镜悲
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再细嚼“退思”二字，颇多滋味
涌上心头。待到冷暖看尽，唯愿在这缠绵如雨的江南，找到一位
情深如水的佳人，过上织网打渔、荷锄种地的平常生活。

上图：同里古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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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安徽省庐江县乐桥镇大堰塘的水面上不时有
白鹭掠过，吸引了许多慕名前来观景的游客。

每年春季，在这个草长“鹭”飞的时节，大群迁移的
白鹭从四面八方陆续在此集合。它们在这片水域上空由远及
近、由近及远地盘旋。数万只白鹭：或在枝头，用喙梳理羽
毛；或挥舞翅膀，陌陌出于水田；或翩然而至，在滩头迈着
从容的步履。那雪白的蓑毛、铁色的长喙、青色的细脚、流
线型的身线，正如郭沫若所说，“增之一分嫌长，减之一分
则嫌短；素之一分忽则嫌白，黛之一分忽则嫌黑”。

白鹭洲，是大堰河中心的小岛，由乐桥镇疏浚河道
堆积而成。每年春夏都有成群的白鹭飞临栖息于此，故
名“白鹭洲”。大堰河畔，碧波荡漾；岱鳌之巅，绿意盎
然。每年此时，池鹭、白鹭、白脊鸰、棕背伯劳徐徐飞
来，对于许多庐江人来说，白鹭不再是古诗词中的意

象，更是一种春天来临的信号。初春的草地缀着露水，
空气中还有泥土的芳香。白鹭蹁跹入画来，无数这样的
白鹭，组成单编或双编队形，保持一定的距离飞行。然
后，单个或三两只落在水田、沟渠和湿地里觅食。从清
晨到傍晚，鸟类群迁、栖息的场景，美得令人惊叹。

白鹭栖息的背后，是青山绿水提供了保障。白鹭对
栖息地环境特别挑剔，稍有污染便会离去，环境好，鸟
儿才会留下来。近年来，庐江县加大对大堰塘的改造力
度，使得原先的臭水塘摇身一变成了水清树绿的白鹭
洲。因为水质与生态环境的改善，每年来此栖息与生活
的白鹭越聚越多。白鹭灵动的身影不仅给这里带来盎然
生机，也为大堰河的生态修复，提供了有力的注解。

左上图：白鹭在林间翱翔栖息 左学长摄（人民视觉）
右上图：白鹭栖息特写 唐海林供图

白鹭蹁跹“白鹭洲”
唐海林

“皖约”安徽研学旅游系列活
动成果分享会近日在京举行。该活
动历时 6 个月，由安徽省文化和旅
游厅主办，中国青年报社承办，旨
在吸引大中小学学生到安徽感受祖
国的大好河山，了解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革命光荣历史和改革开放伟
大成就。活动自启动以来，先后举
办了安徽研学游大讨论、“皖约”
研学线路实地寻访、研学旅游安徽
探索研讨会、安徽旅游进校园等一
系列活动。

“皖约”活动推出了一系列记
录安徽研学游线路的短视频，其中

《江淮流域徽派美食之味》《徽派建

筑之美》等多条短视频播放量超过
50万次。通过“皖约”系列活动的
推广，醉翁亭、花戏楼、华祖庵、
宣纸文化园、八里河农民公园、寿
县博物馆、明中都皇故城、八公山
豆腐文化馆等许多“养在深闺”的
景点，逐渐被广大游客所熟悉。文
化和旅游部“十三五”规划专家委
员会委员、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首
都文化和旅游发展研究院执行院长
厉新建表示，安徽有非常丰厚的文
化底蕴，“皖约”研学旅行将在推
动安徽研学旅游发展上产生积极而
深远的影响。

参加此次寻访活动的广州执信
中学语文老师欧阳怡说，学生们常
询问她为什么要背诵那些离现代生

活较远的课文。欧阳怡告诉他们，
只有通过不断吟诵，这些古代文学
经典才能内化于心。“也许你背的
时候不是很懂，但是今后看到某个
景色，遇到某件事情的时候，会忽
然想起来，那些绝妙的诗句，能准
确地表达你的心境。这是经典诗文
留给我们的财富。”

安徽工程大学体验产业学院执
行院长薛保红介绍，学生们对于研
学旅行的价值期待普遍较高，特别
是对于获取知识和提升自我技能方
面的需求较为突出。通过研学旅行
活动课程的有机设计，可以带领他
们感知乡土乡情、家国情怀，寓社
会责任教育于活动课程之中，达成
实践育人之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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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春祥 郭红松绘

桐庐风光 来自网络

桐庐莪山畲族乡风光 来自网络

皖约研学在亳州花戏楼前考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