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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宁波的一天上午，我去了马头村。
据说马头村有上千年的历史，原

叫陈家村，以陈姓为主，后来居住的
姓氏杂了，又因附近有山岩状若马
头，于是改为今称。

马头村最大的院子是一处旧酒
坊，正房与厢房都是两层木质结构，
有两进宽绰的院子，最后是一条细长
的甬道，放着一只颇大的水缸，里面
蓄满了水，或是为了防火吧。

正值新雨后，天空浅灰，注进柔
软的水波之中，泛出一种静谧的难以
言说的味道，房屋原本是没有任何颜
色的木屋，现在被时间磨洗得有些灰
暗了。酒坊与酒如今没有任何关系，
在第二层正房的堂屋，我们看见几个
老者在那里忙些什么。马头村多老
宅，灰色的砖墙上耸立着高耸的马头
墙，宅门是墙垣门，四周环绕石框，
保持着一种典型的石库门形态。

端鶄之思

马头村多旧屋，但也有新建筑，
在距离酒坊不远的地方便有一处，洁
白、高阔，错落的斗拱上涂饰着一层
厚重耀眼的蓝色，匾额写道：“端鶄
祠”。我走进去看了看，宅门的两侧是
游廊，三面是房屋，与宅门相对的房
子上也高悬一匾曰：“孝友堂”，村里
人说这里是学习室，是村民聚会学习
的场所。马头村靠近海湾，多鵁鶄，
因此在历史上又称鵁鶄村。鵁鶄是一
种水鸟，高脚短尾，嘴巴是丹红的颜
色，头上的羽毛也是丹红色的。我想

“端鶄祠”便与这种水鸟有关吧。
据说，村里有一条路叫鵁鶄路，

我虽然没有见到，但听到这个名称以
后，感觉像是一股幽寂的古风萦纡而
来，同时想到杜甫一首与鵁鶄有关的
诗。那诗题目是《曲江陪郑八丈南史
饮》，郑八丈是朝廷史官，南史是春
秋时齐国的史官，以秉笔直书著称，
称郑八丈为南史，自然是颂扬的话。
曲江在长安，这首诗应该是杜甫在长
安时期创作的，诗的首联写道：“雀
啄江头黄柳花，鵁鶄鸂鶒满晴沙”，
与鵁鶄一样，鸂鶒也是一种水鸟，比
鸳鸯略大，多紫色而好并游，因此俗
称紫鸳鸯。唐人李群玉吟咏：“霞明
川静极望中，一时飞灭青山绿”，鸂
鶒飞走了，在夕照明灭之中留下了青
山满目与溪流澄澈，鵁鶄要是飞走
了，这里的山峦与溪流又会是何种模
样呢？“丈人文力犹强健，岂傍青门
学种瓜”，是杜甫对郑八丈的勉励，

但是对于在水泥壳里住久了的人，在
这里的清飔之中看看花，种种瓜，在
心曲里泛动一种归隐之思，当是可以
理解的吧！

海湾之乐

之后，去翡翠湾。翡翠湾的对面
是象山港，依稀可以辨认那里暗红的
起重机长臂、灰白的烟囱与晾水塔冒
出的白雾。岛屿墨绿连绵，放晴的天
空羞涩地露出浅蓝。近处岸边的栈桥
又长又细，所有的船体都涂成湛蓝的
色彩，而船舱却是雪白，几十艘船凑
集一起，桅杆上挂满了赤色的三角形
小旗。码头上是游客集散中心，入门
是柜台，后面是一幅巨大的壁画，在
厚重的宝蓝底色上，画满了晶莹卷曲
的浪花。柜台右侧是一条悠长的通
道，前面是玻璃窗，后面的墙壁下放
着座椅，通道有多长，椅子也就有多
长。通道的顶部张挂着用绳子编织的
网，墙壁、椅子都是蓝色的，焕发出
一种海洋的韵味。

中午在码头附近一家餐厅用餐。
餐厅有两层，一侧是玻璃窗，外面是
阳台，海风兴奋地吹进来，很有些海
明威笔下“露台餐厅”的感觉。“露
台餐厅”位于古巴哈瓦那郊区的科西
玛尔渔村，是海明威经常光顾的地
方，他回忆第一次去那家餐厅是在春
季的一个上午，风从东面吹进敞开的
餐厅，深蓝色的海面上泛着白色的浪
花，穿梭的渔船追逐着多拉多鱼。我
们就餐的这家餐厅正面是海湾，背后

是盐场。海湾宁静安详宛如初秋的月
光，盐场在明亮的东风里轻轻地凝聚银
色的梦。阳台下面，芦苇一类植物葳蕤
丛生，而露台餐厅则不是，海明威在

《老人与海》中以其为蓝图的结尾是，
那天下午，餐厅里“有一群旅游的客
人。有个女客望着下面的水，在一些空
的啤酒罐头和死的魣鱼当中，看见很长
一道白的鱼脊梁，后面带个特大的尾
巴。东风在港湾入口外面一直掀起大
浪，这东西也随着起落摇摆。” 魣鱼是
一种体长30厘米，嘴尖有齿食肉的海
鱼， 而这里既没有尖嘴魣鱼，也没有
鲨鱼的白骨架。

马头村、翡翠湾有种单纯的快
乐，那么一座古朴的山村，一湾明丽
的洋流，美丽的鵁鶄在青色的山岚里
翱翔，如同春天里自由的云朵没有任
何羁绊，而那些出海的渔船也在海里
自在遨游。在大地的投影里，翡翠湾
犹如一幅恬静的图画，精心描绘栈桥
的悠远、盐场与蓝海船，泛涌银色的浪
花，泪珠一般温热地消融于海天边缘。

（王彬，鲁迅文学院研究员、中国
作协会员。致力于叙事学、中国传统文
化与北京地方文化研究。著有《红楼梦
叙事》《水浒的酒店》《沉船集》等作品）

宁波有个翡翠湾
王 彬

“清甜脆口的番石榴，可自行采
摘”“共享厨房，自己的饭菜自己做
主”。每逢节假日，广西浦北县白石水
镇的双良芭乐园，便迎来一拨又一拨
的游客。有在果园中享受摘果乐趣
的，有在共享厨房里学当“大厨”的，
还有在农夫俱乐部里体验劳动的。

双良芭乐园是白石水镇良田村
和良江村共同打造的乡村景区。两
村原都是贫困村，穷则思变，通过
大力发展观光农业，在建成千亩台
湾番石榴的基础上，当地结合民俗
风情，精心布设彩虹花廊、芭乐荷
苑、奇缘艺术公社、滨水蓝紫花
带等休闲景观，大力发展乡村旅游
业，不仅将双良芭乐园打造成广西
五星级乡村旅游景区，还推动了两
村先后实现脱贫摘帽目标。

“自从村里开发了乡村旅游，到
这里观光的游客一年比一年多，我
们村民的收入也一年比一年多，实
现了既卖风景又卖果实的‘双赢’，
每年每户可增收 2万元。”自称“五
哥”的村伯边给旅客称番石榴果边
乐呵呵地说。

浦北县是“世界长寿之乡”。近
年来，该县立足丰富的生态资源，围
绕创“全域旅游县”目标，在建成五
皇山、越州天湖等 2个国家 4A 级旅
游景区基础上，大力推进乡村旅游建
设，建成了双良芭乐园、石祖禅茶
园等一批广西五星级、四星级乡村旅
游景区。

石祖禅茶园是广西五星级乡村

旅游景区，该景区坐落于五皇山山
脉，区内有连片的古茶树群落，有茂
盛的植被，常年流泉飞瀑，被誉为

“中国森林养生基地”。
“景区按照‘旅游+扶贫’模

式，建成万亩林中茶核心示范区，建
成花果田园、石祖客栈、无边泳池等
景点，不仅辐射带动周边950户贫困
户发展种茶和就业，还带来了不菲的
旅游收入。”该景区负责人叶忠胜
说，自景区建成后，每天都有来自北
海、钦州等地的游客前来观光游玩，
今年五一小长假平均日游客量达
3000多人次。

“近年来，我县立足打好‘生态
牌’，通过深入实施‘乡村旅游+’
模式，不断加快了脱贫攻坚步伐，
真正让乡村美起来村民群众富起
来。”浦北县委书记韦业葵介绍说，
2018年当地如期实现了 24个贫困村
摘帽、8066 人脱贫目标。乡村旅游
正托起百姓们的致富梦。

左图：石祖禅茶园一景 郑广涛摄

乡村旅游托起致富梦
李 纵 黄燕堂

王 彬 郭红松绘王 彬 郭红松绘

象山港 来自网络

行 天 下行 天 下

灿烂的阳光中，保定军校公园
游人如织。携带子女的青年夫妇随
处可见，有陪伴或搀扶老人悠闲散
步的，有跳广场舞和吟诗作画的，
还有人在此放风筝、打太极、下象
棋。军校公园满目春色，生机盎然。

军校公园建在原保定陆军军官
学校遗址上，故定名为保定军校公
园。保定陆军军官学校 （简称保定
军校） 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所正规
陆军学校，其前身为清朝北洋陆军
速成武备学堂、陆军部陆军速成学
堂、陆军军官学堂。1912 年至 1923
年期间，保定军校开办 9 期，毕业
生有 6000余人，他们当中不少人后
来成为黄埔军校、云南陆军讲武
堂、东北陆军讲武堂的教官。战争
年代，在国民党和共产党内都有保
定军校生。

在声名显赫的军校遗址兴建公
园，其规划强调“人与自然的融
合”；建筑风格结合欧式园林开朗、
明快的处理方法，配以现代气息浓
厚的大型音乐喷泉、文化墙浮雕、
小品点缀，创造出整齐优美的环境
空间。公园整体设计和建设彰显工
匠精神，别具一格。

公园主入口区的“五彩世纪
门”，宛若彩虹飞至，象征着新世纪
的曙光。环绕彩虹门的地面用地砖
铺成保定地区区域图，标识了保定
22 个县市的位置、地形及县城所在
地。走进公园，整体由露天音乐广
场、文化休闲区、西侧风景林带、
军校纪念馆、检阅台、地下商城等7
部分构成。它的建成填补了保定市
区东部没有大型综合园林的空白，
成为市民和游客休闲首选去处。

说起公园首先想到园林绿化。
军校公园占地总面积21.13公顷，其
中绿地面积 15.2 公顷，种植各类乔
灌木近百个品种 11290 株，绿化覆
盖达 85%。公园绿化层次丰富，现
代园林式规划建设名不虚传。放眼
远眺，那座威风凛凛的“将军摇

篮”塑像引人注目，碑文记载寓意
深刻：雕塑主体是一位身着戎装驰
骋的将军代表，象征着保定军校是
诞生将军的摇篮；圆柱与雕塑的方
形基座组成天圆地方的文化符号，
象征着军校学员要成为胸怀报国理
想而驰骋于天地之间的志士；圆柱
体的外形代表“1”，表示保定军校

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所正规化的军
事院校；雕塑总高19.02米，象征着
保定军校始办于1902年。

那 10座文化墙、40面浮雕，展
示的是保定军校历史和保定的历史
事件，还有古今名人以及文物古迹
与风景名胜等内容。这有利于加深
游客了解古城保定的悠久历史、灿

烂文化和优美山川，进一步激发人
们对保定的热爱。

公园西南角为军校纪念馆。馆
内陈列着保定军校文物、图片等，
真实展现了自1902至1923年“将军
摇篮”的办学历程及历届毕业生，
特别是一些重要将领的政治军事生
涯，加深对保定军校历史地位的认

知。公园西北角是一处河北省文物
遗迹——军校检阅台，是当时检阅
学员的场所。

良好的生态环境和浓厚军校文
化特色，大大提升了军校公园的知
名度。如今，军校公园已经成为保
定旅游的一张新名片。

题图：保定军校公园

军校公园军校公园

保定旅游新名片保定旅游新名片
赵兴林赵兴林文文//图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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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客骑自行车游双良芭乐园 李海泉摄游客骑自行车游双良芭乐园 李海泉摄

马头村 来自网络

“鼓山高耸闽江头，面貌威严障
福州。纵有台风声猖獗，从来不敢
到闽侯！”

福建福州市的鼓山以其巍峨的
山势，深厚的历史底蕴，如一尊石
佛千百年如一日地坐镇于闽江入海
口，享有“闽山第一”的美誉。

鼓山古道

初到鼓山，人们往往会惊讶这
登山古径的热闹非凡。鼓山古道指
的是从福州市区廨院到涌泉寺古
道 ， 始 建 于 南 宋 绍 定 六 年（1233
年），全程 3.5 公里，有石阶 1500 多
级。途中每隔一里就设一亭，共计有
仰止、观瀑、乘云、半山、茶亭、更
衣和驻锡 7 个亭。这些古亭不仅为
游山玩水平添了不少乐趣，更让游
客随时随地都有地方歇脚，大大降
低了登山难度。道旁常有本地商贩
就地摆摊，出售闽地各色稀奇物
件。其中有闽南牛角梳、漳州漆器
等手工艺品，还有福清光饼、福州

橄榄等特产小吃。小摊琳琅满目，
错落有致地点缀在古朴的山路上。

登鼓山，游人喜欢拾级而上，
忽而小憩，忽而疾行。纵使景随时
迁，也无论是烈日当空，还是乌云
密布，不变的是道上行人——春夏
秋冬，络绎不绝。其中有登高健身
的，有前来赏碑的，有闲亭会友
的，更有没事就来的。对于热爱鼓
山的福州人来说，鼓山俨然已经成
了他们生活的一部分。

闽刹之冠

顺着古道登上半山腰，就来到
了涌泉寺。涌泉寺建于唐建中四年

（公元 783 年），初名华严寺。1407
年改称涌泉寺。明代时，该寺曾两
次毁于火灾，后多次修复、扩建，
形成今天规模，1983 年重修至今，
再无损毁。历经多次灾害与重修，
如今的涌泉寺以其历史悠久、寺貌
宏伟坐实了“闽刹之冠”的美名。

涌泉寺建筑格局十分奇特，被
称为“进山不见寺，进寺不见山”。
整座寺院有大小殿堂25座，由天王
殿、大雄宝殿、法堂、方丈室、祖
堂、藏经阁、禅堂、念佛堂、库
房、客堂、斋堂等组成。从半山腰
出发，顺着一条石头小径蜿蜒前
行，忽然柳暗花明，寺门一览无
余。进入寺门，走过一对“千陶佛
塔”，穿过天王殿，就来到了大雄宝
殿。殿内释迦牟尼三世佛不着梵

服，只披汉装，端坐其中；殿后，
有尊重约1.15吨的“三圣像”，像前
是一张被称为镇寺之宝的桑丝木长
桌。据说殿内曾遭遇多次火灾，唯
有此桌至今仍完好如初，故而成名。

虽然大雄宝殿几经损毁，但寺
内的藏经阁却未曾遭遇过灾祸。阁
内藏有佛经两万多册，其中最珍贵
的当属在国内已十分罕见的元刊本

《延祐藏》。而涌泉寺方丈道霈法师
著作 《大方广佛华严经疏论纂要》
也在其中，这是康熙年间极为重要
的佛学著作，十分珍贵。藏经楼内
所 藏 的 佛 经 、 佛 像 雕 板 共 13375
块，驰名中外，曾被于1929年前来
考察的日本佛教学者常盘大定博士
誉为“中国的第一法窟”。

值得一提的是参观完涌泉寺，
可以在寺旁的涌泉寺斋菜馆一饱口
福。馆内菜品有炒面、青菜汤等寺
居素味，还有素鸡鸭、素海鲜等美
轮美奂的豆制佳肴，让游客在体验
寺庙内一日三餐的同时过足了嘴
瘾，可谓是两全其美。

东南碑林

游览完涌泉寺，别急着下山，
只要顺着山路到处转转，就会发现
路旁的峭壁灵石上布满了摩崖石
刻。这些石刻或雄奇或古怪、或灵
秀或朴素，天下名人笔迹荟萃于
此，龙吟虎啸。

灵源洞是全山摩崖石刻最集中
处，有宋以来的真、行、草、隶、
篆书体的题刻 100 多段，被誉为

“东南碑林”。其中喝水岩壁上，有
朱熹所留径达四米的“寿”字；松
关亭边上有文天祥所留“忠、孝、
廉、节”四字；全山最早的石刻为北
宋大书法家蔡襄所刻“游灵源洞”。
而清代书法家秦箎所题“虎”字的故
事最为离奇。传说古时鼓山上常有恶
虎出没，当地百姓找到虎穴，用砖石
封住，并请秦箎在石上写“虎”字警
示游人。但没想到秦箎的字因为太活
灵活现成了“虎精”。幸好，一名法
师路过此，在“虎”字旁刻上“南无
增福寿佛”，镇压住了虎精。从此，
鼓山再无恶虎。

闽山第一鼓山奇
俞镜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