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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称为“中国最美乡村”的
江西婺源，格外受到大自然的垂
青。春日里，金色花海把徽派田
园风光装饰成最迷人的图画，吸
引来众多海内外游客。油菜花成
为婺源旅游的“成名曲”，赏花游
带动民宿、体育等产业综合发
展，百姓吃上了富裕的旅游饭，
油菜花成了名副其实的“金花”，
绘就成美丽的春色。

春日金色油菜花海

“等闲识得东风面，万紫千红
总是春。”吟诵着朱熹《春日》里
的名句，我踏上了朱子故里——
江西婺源。

阳春三月，春暖花开，黄色
的油菜花把秀美的婺源变成了金
色的海洋。江岭花海很有气势，
非“壮美”不足以形容。在海拔
千米的高山上，不规则的金黄色
块在梯田间高低错落，延绵起
伏，肆意绽放。我登上最高处的
观景台眺望远方，只见金黄的花
海，壮观的云海，磅礴的山峰，
碧绿的河水，清雅的民居，构成
了一幅震撼的全景画，油菜花的
风光原来也有如此的辽阔而大气。

我 们 漫 步 在 蜿 蜒 的 观 景 栈
道，立即被淹没其中，坠入花
海，自己仿佛也化身一朵油菜
花，为画卷增一抹亮色。江岭是
婺源田园风光的代表，更是世界
级的摄影基地。我和朋友们或用
相机或手机，不用构图，无需技

术，随手一拍，就是一张惊艳的
大片。

婺源油菜花既有大美，也有
如中国画的小品，精致且富有情
趣。我走进被称为“儒商第一
村”的思溪延村，青石板的小巷
串联起明清的徽派建筑老宅，四
周山水环绕，一片朴素淡雅的田
园风光。我推开一扇虚掩的木雕
门，院中一小片油菜花好像在对
我微笑，鲜亮的黄花，葱绿的枝
叶在白墙黛瓦的映衬下更加夺
目。我俯下身，嗅一嗅，淡淡的
花香沁人心脾。一片片的油菜花
田开在街巷口、溪水边、田埂
旁、庭院里，也被植入了花盆中
摆在古宅的中厅。油菜花绽放在
婺源的每个角落，你我转身间，

便见到美丽的春色。

田园乡愁生活如画

金色花海好似婺源的报春使
者，引来一批批海内外游客。婺
源县委书记吴曙说，婺源的油菜
花盛开在山野梯田间，与白墙黛
瓦的徽派建筑相映成趣，构成了
一幅绝美的山水画，成就了婺源
旅游高速发展的“黄金时代”。

观花而来的游客沉醉花海之
余，还希望得到更多的体验。这
片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
乡愁的最美乡村恰好能满足游客
田园休闲的需求。婺源的山水，
在余秋雨笔下是“青山环抱，而
山势秀雅”，是“处处美丽却又不
险峻、不崎岖”。汪口，那条清澈
的河流、那只碧水上渡口边的老
渡船；思溪，那幽深古典的老
宅、青石板巷，那庭院里的欢声
笑语……婺源完好地保存着一片
片古村落，一条条历史街巷，你
我置身其间，哦，原来乡愁的滋
味是这般的幽美。

站在月亮湾附近的山坡上眺
望，不远处有一片树林依傍着小
河。河里有个弯弯的小岛，像个
月牙儿映在水中。水面上有竹
筏，静静地浮在那儿，好像知道
大自然这位画师正在将它入画。
岸上，斑驳的白墙，青黛的砖
瓦，标准的水墨色调，都无需修
饰，炊烟袅袅，烟雾迷蒙，俨然

一幅“气象萧疏，烟林清旷”的
宋代山水画。瞧，不远处的岸边
一小片油菜花好像突然冒了出
来，顿时给画面增添了春的生机。

行走在婺源，处处美景皆如
画，你我的身影也时时入画。始
建于南宋的思溪延村好似一幅世
俗生活图。我们来到一座建于乾
隆末期的徽商老宅将军府，历史
隐印在它的每一片砖瓦、每一个
柱础之中。

经过修缮和改造，将军府如
今成为一座以婺源茶文化为主题
的度假宅院。前厅后厅，左厢右
厢，回廊天井，灵巧绣楼，别致
后院，随处可触摸岁月的痕迹。
三五好友或茶室品茗，或书吧阅
读，或棋苑对弈，或独自倚窗观
景，静思发呆……几百年的生活
气息延续至今，我们已然成为画
中人。

美丽风景带旺旅游

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
春满园。婺源以油菜花为媒，各
种春色齐绽放。吴曙介绍说，婺
源坚持以“种植风景”的理念种
植油菜，用“全域旅游”的理念打
造花海，找准农业和旅游的有机
结合点、成功打造了 12 万亩油菜
花海，做好“油菜花+”的文章。

今年春天，婺源举办了首届
油菜花文化旅游节，中国油菜花
旅游联盟论坛、油菜花田音乐

会、油菜花海骑行赛、千年古镇
纸伞汇、老家记忆书画展等活动
相继展开。昔日人们闲暇赏花的
行为如今已催生出红红火火的赏
花游，进而又催生出“美丽经
济”，带动民宿、体育等产业发
展，有力推动了乡村振兴。

据了解，婺源现有100余家精
品民宿和500多家以农家乐为主的
大众民宿，形成强大的产业集群
效应，撑起了婺源旅游经济新亮
点。婺源的体育旅游活力绽放，
20 多条古道建成为彩色自行车
道，徒步、骑行、漂流等户外运
动蔚然成风。婺源每年举办 50 余
项省级以上品牌体育赛事，吸引
游客近200万人次，创造综合效益
近12亿元。

“美丽经济”让婺源百姓吃上
了旅游饭，普通的油菜花变成了
名副其实的“金花”。去年赏花期
就吸引了游客 537.5万人次，单日
最高达 27.8 万人次。全年接待游
客2370万人次，旅游综合收入220
亿元，游客接待量连续 12 年位于
江西省县级第一。

如今，婺源全县作为一个整
体被评为国家 3A级景区，县域内
有 5A 级景区 1 个，4A 级景区 12
个，4A 级以上景区数量居中国县
级之最。全县直接从事旅游人员
达 8 万 人 ， 间 接 受 益 者 超 25 万
人，占全县总人口的 70%。旅游
带动贫困户就业 3000 余人，人均
增收1000余元。

一个“养在深闺人未识”的
偏远山区美丽蝶变为“天下谁人
不识君”的知名旅游胜地。原
来，这一幅兴业富民的旅游画卷
也是让人向往的春色。

上图：俯瞰婺源油菜花
左图：游客在花海中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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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 春 三 月 ， 春
意盎然。身在传统
村落四都村，满眼
都是好光景。走在
浙江仙居县湫山乡
四都村的路上，眼
前仿佛就是一本厚
厚的书，正在一页
一页地翻开。走进
村 中 ， 如 入 画 中 ，
一股休闲的气息扑
面而来。那是人文
与自然的光芒，精
神 与 物 质 的 映 衬 ，
古代与现代的融合。

据 《光 绪 仙 居
县志》 和 《四都陈
氏宗谱》 记载，四
都 村 旧 名 称 四 都
陈。大约在唐代开
元年间，陈氏始祖
陈师畀自温州迁居
到湫峰龟岩，为四都陈氏始迁祖。后来，便
逐渐形成村落。

来到四都，悸动的心就这样渐渐平息。
这里既能安慰心绪，又能美丽心情。四都给
人的第一印象是“安静”，远离喧嚣。除了居
住的村民外，村内似乎见不到汽车的奔跑。
静以修身，“安静”则“心安”，内心的安全
感油然而生。有着 1300 年历史的四都古村
落，像一位饱经风霜的老人，和蔼可亲，静
静地与我们对话交流。

离村东路口不远处，一棵700多年树龄的
樟树，非常抢眼。更有趣的是，古树根部庞
大，树杆细，且空心对穿，勾画出“人”字
形状的大树洞，仿佛像一位无声的巨人，默
默地矗立在村口，守护一方，祥和安宁。人
与自然和谐共生，人像树，树像人。

整个村落坐南朝北，三面环水。其西、
北有仙居的母亲河永安溪，东与湫山村隔水
相望，留存有永济古桥。桥碑文字告诉我
们：永济桥修建于民国时期，东西向横跨四
都坑，为七孔石拱桥。

从东向西，“穿插”而行。我们沿着南面
靠山的商驿古道，边走边看，一路游走蛇
岩、老鼠岩、猪头岩、油箱洞、象鼻岩、古
街、诚正书院等诸景点。看到路边蛇岩岩体
上的石刻文字，我情不自禁地伸出手，轻轻
触摸，尽管石刻分化严重，但依然感受到石
文化的温度和岁月的沧桑，脑海中浮现出遥
远的光景。

走进风情小院，遇见最美的时光。眼前
是一条复古的雨巷，宛如墨香浓浓。那是江
南建筑流派风格，油纸伞倒挂，仄仄的窄
巷，将水乡的风情格调，装点得多愁善感和
诗意般的浪漫。霎时，我产生幻觉，似做
梦，又似清醒，梦见了丁香姑娘。

“龟蛇相望”坐落在村西南方，为天生的
龟蛇岩古景，栩栩如生，观者称绝。有人
说，四都是有着原始生态的古村落，立足于
人文，来自于自然，相得益彰。人文与自然
的形象表达，古今与未来的活体展示。

四都古村，散发着历史的芬芳，宁静而
婉约，别有韵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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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月的江苏张家港凤凰镇，桃
花是春信使散发的一枚粉红色请
柬，悄悄地潜入我的梦乡，变幻成
一个粉红色的桃花梦境。恍惚中，
我像和她有个约定似的，相约桃
花，相约三月。

我反复地向凤凰的朋友询问桃
花的花讯，唯恐错过了这次的花
期。尽管周末遇上了阴天，天空灰
蒙蒙的，但我当得知桃花已经盛开
的消息，便急不可待地约上几位朋
友趋车前往。

从苏虞张公路出发，一路的期
盼，一路的幻想，朝思暮想的桃花
盛景会是怎样的一番景象？走进凤
凰，两侧是一望无际的绯红，云蒸
霞蔚，绚丽灿烂，在灰蒙蒙的天地
之间，格外引人注目。

“满树和娇烂漫红，万枝丹彩
灼春融”，千亩桃园内花海人潮，
热闹非凡，空气中飘溢着清幽的花
香。我们仿佛回归了童年，按捺不
住内心的惊喜，和孩子们一起冲进
了桃园。

齐身高的桃枝上，繁如群星般
地开满了花蕾，千姿百态，惹人喜
爱。有的含苞待放，半露半藏，羞
羞答答；有的迎风初绽，红艳欲
滴，亭亭玉立；有的天真烂漫，俏
皮可爱；有的花枝招展，神采飞
扬。几只粉蝶翩翩起舞，数只蜜蜂
飞来飞去，和我们共享这大自然赐
予的美丽景色。

孩子们终于找到了自己的乐
园，在桃林中追逐嬉闹。同行的小
顾是“孩子王”，一边和孩子们玩
耍嬉闹，一边触景生情地引导孩子
们吟诵桃花诗句：“桃之夭夭，灼
灼其华”“桃花一簇开无主，可爱
深红映浅红”。稚气的童声，悠扬

地融入蝶舞蜂喧之中。
“三月桃花雨，点点美如酒”，

捉摸不透的霏霏细雨，说下就下
了。细细的雨点，落在桃枝上，腾
起了一股淡淡的红雾。雨点不大，
不用打伞，我们穿行在一个神秘惊
奇的粉色世界。

微风细雨中，花瓣轻轻地飘落，
悄无声息地落在游人的头上、肩
上，随后又飘落在地上。桃园的地
上像铺上了一层薄薄的粉红地毯。

“况是青春日将暮，桃花乱落
如红雨”，霏霏细雨，桃花雨瓣，
浑然一体，隐隐花雾，笼烟惹湿，
令人欲醉欲痴。此时，我忽然想起
陶渊明的《桃花源记》：“忽逢桃花
林，夹岸数百步，中无杂树，芳草
鲜美，落英缤纷。”有一种世外桃
源、似梦非梦之感，心境豁达宁静
起来。

走累了，倚在桃树旁小憩，桃
园里传来了一阵悠扬的河阳山歌。
原汁原味的山歌，曲调优美，歌声

动听。我们循声寻去，原来桃农村
姑们一边在人工授粉，一边在对唱
山歌。桃花映红了她们的笑靥，面
如桃花，艳比桃花，真可谓“人面
桃花相映红”。

走出桃园，我们找了一家农家
休闲餐馆，桃园土鸡，高庄豆腐，
正宗地道的凤凰特色。农家小院也
颇有特色，院前院后都栽满了桃
树，桃花迎风含笑，与院外的小桥
流水相映成趣。“竹外桃花三两
枝，春江水暖鸭先知”，恬淡的
美，无处不在，搅动了心中粉红色
的桃花梦。

桃花三月到凤凰。梦中的那张
粉红色请柬，终于化作了桃枝上纷
飞的彩蝶、喧闹的群蜂，用不了多
长时候，就会结出如水似蜜的水蜜
桃。遥想盛夏，当蜜桃挂满枝头，
该是另一番景致吧？又一张粉红色
的请柬，到时，让我们再次与凤凰
有约。

下图：凤凰镇桃花

三月桃花雨 点点美如酒
许国华文/图

鹤庆位于滇西北高原，是茶马古
道上的重镇，素有“名兰之乡”“龙
潭之乡”等美誉。据记载，鹤庆有一
百零八个龙潭，这在国内外都实属罕
见。一个个清亮的龙潭，犹如明珠，
镶嵌在这片离天很近的土地上，让每
一个日子都充满亮丽的色彩。而在鹤
庆众多的龙潭中，西龙潭显得分外静
美，分外动人，分外醉心。

鹤庆酒是出了名的，不管是在深
深的宫廷里，还是在长长的茶马古道
上，抑或在寻常百姓家，都能闻到它
独有的香味。所谓“酒香不怕巷子
深”，鹤庆虽然地处高原的群山之
中，但好酒的香味是群山锁不住的。

鹤庆酒以西龙潭里甘露般的水来
酿造，岂能不好，岂能不美。不要说
是酿造出来的酒，就是掬一捧清冽的
西龙潭水饮下，都会心生醉意。

阳春三月，灿然的桃花尽情地绽
放，雪白的梨花也尽情地绽放，柳树
的绿芽更是按捺不住愉悦的心情，不

停地弹奏出一曲曲生命的赞歌。向来
喜欢静默的西龙潭，也被周围的桃
红、梨白、柳绿感染，不禁荡漾清
波，引诱得蓝天中的云朵都飘落下
来，与水中的鱼儿嬉戏。

几只水鸟扑腾着翅膀，划过水
面，打开春天的心扉。春天里的西龙
潭，西龙潭的春天，用如诗如画来形
容，一点都不夸张，甚至比很多诗和
画都要美。可西龙潭的美不只在此
时，不只在春天，不管在何时，不管
在哪个季节，它都美不胜收，都会让
人流连忘返。

西龙潭的水位，随着季节的变
化，会有高有低，可水质却一直保持
着清澈的状态，从未浑浊过。所以，
西龙潭成为人们洗心和修心的理想之
地。在人生中，难免会有失意之时，
难免会遇到不顺之事，但只要来到西
龙潭边，一切失意都会消融，一切不
顺都会释然。西龙潭的一缕清风，或
一抹暖阳，都甚为柔和，甚为惬意。

西龙潭的幽美、静谧、清雅，也
深得古代隐士们的青睐，曾经有两位
鹤庆的文化名人就隐居于此。他们放
下所有的功名利禄，与一方山水相依
相偎。在这里弹琴、吟诗、读书、绘
画、养鹤，过着一种悠然自得的生
活，任各种喧嚣在远处沸腾，他们只
在琴声鹤影间独享天然之乐。

如今，在西龙潭畔，已无法看到
他们仙风道骨、潇洒飘逸的身影，可
他们当时的心境和情趣，依然能体会
得到。

一直觉得西龙潭的柳树是天上的
仙女下凡，她们风姿绰约的丽影，让
人望得痴迷。它们跟别的树不一样，
是会走动的，只是走动的过程不曾被
人发现。水浅的时候，她们在岸或边
梳妆打扮，或静静地沉思，或轻轻地
起舞；水深的时候，她们在湖里或悠
闲地侧卧，或欢快地打闹。

当西龙潭的水位渐渐地下降，那
一片绿绿的草地就随之缓缓地浮上
来。此时，西龙潭铺开了另一幅别致
而醉人的画卷。或在清晨，或在午
时，或在傍晚，西龙潭边的草地都流
溢出浓浓的诗情画意。

一匹匹骏马在啃吃青草，啃吃阳
光，啃吃美妙的光阴；一对对恋人在
描绘真情，描绘幸福，描绘七彩的梦
想；一位位老人在垂钓鱼儿，垂钓故
事，垂钓昨天的记忆；一个个小孩在
追赶蜻蜓，追赶童趣，追赶金色的歌
谣……面对这样的情景，谁还能不为
之倾醉。

其实，西龙潭，怎能一个“美”
字了得，也怎能一个“醉”字了得。
什么样的赞美之字，什么样的动听之
词，放在它的身上，都不为过。

上图：鹤庆西龙潭 来自网络

醉美西龙潭
何永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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