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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 放

前店后堂殷实人家

古街要道占尽繁华
冉家院子处于古镇十分繁华的
地段，占有难得的地理优势。
走过古镇交通要塞靖虹桥约 30
米，再穿过西栅子门右转 20 米便是
冉家院子正门。但如果从小龙溪溪
边的中栅子门进入古镇，前行约 50
米再左转 20 米至 30 米处便是冉家院
子的正门。别看这西栅子门、中栅
子门似乎不起眼，它们可是明清时
期龙华古镇五大城门中正经八百的
两道城门。两道城门的左右两边都
是清朝时期都阃府的城墙，现在则
是城墙遗址 （都阃府是龙华驻军平
安营的最高军事机构）。因为龙华都
阃府的等级不够，所以城门不能称为
“城门”
，只能叫做西栅子门、中栅子

龙华古镇 来自网络
门，而实际却是西城门和中城门。
明清街是龙华古镇的主街，冉
家院子的正门铺面就在这条主街
上。也就是说，冉家院子不仅处于
龙华城内，而且是在西城门和中城
门之间，可见它的战略位置和商业
地位是何等的重要。
冉家院子的后门就在小龙溪边
上。如今，小龙溪边上只剩八棵有
数百年树龄的古榕树，它们全都集
中在小龙溪上的靖虹桥两岸，又分
别均匀毗连地矗立着四棵。冉家院
子的后门正好在四棵巨大古榕树荫
盖的范围内，高大茂盛的古榕树树
枝伸进冉家院子的屋顶。

庭院天井其乐融融

行天下

冉家院子最美、最有故事的地
方是它的小天井。
小天井居于房屋的中部，是前店后
堂的过渡带，也是连接带。如果没有小

天井，冉家院子就不能称为院子，只能
叫做房子。这样小巧的环境，必然是一
家人最亲密最和谐最享受的地方。
逢年过节家人欢宴，小天井是
酒足饭饱后最好的休息聊天之地。吃
完煎炒烹炸九大碗喷香扑鼻的美馔佳
肴，酌尽一坛自家酿的老酒，再到天
井中惬意地谈天话家常，兴致达到最
高点。端午节、中秋节、重阳节，小
天井无疑是最佳的聚会之地。
月亮从一弯细细的月牙儿一天
天丰盈起来，直到八月十五的中秋
佳节，一轮硕大明亮的满月静静地
悬挂在大榕树的枝头上，美得让人
直想哭，痛痛快快地大哭，而心里
却像吃了老君山的野蜂蜜一般甜美。
这时候无论你是孩子抑或是老人，嘴
里都会情不自禁地哼起儿歌来：
月亮，月亮光光，
芝麻，芝麻烧香，
烧的啥子香？
烧的桂花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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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斛花

清晨的阳光从高大的树木间温柔
写满了浪漫，中部以下的金黄色黄得像
地泻到地上，林间的草丛灌木里还氤
泛油的咸鸭蛋黄。成串成丛的玫瑰石斛
氲着水汽，透亮的水珠亮莹莹地挂在
以“站”在树干上倒垂下来的姿态，
枝 头 ； 鸟 语 啁 啾 ， 似 清 新 美 妙 的 天 “竖”成了一股独特的花之暖流缓缓流
籁，从这棵树头飞到另一棵树头，清
淌，流着流着就流进了人们的心田。
脆地呼朋引伴；紫色的、黄色的小花
黄艳艳的鼓槌石斛正开得“大气
或浓或淡、成串地伏在高高的树干上
磅礴”“霸气外漏”。粗壮强劲的茎杆
探头探脑；一切都在和谐清爽中醒来。 和 繁 茂 热 烈 的 花 串 ， 在 浓 烈 的 绿 意
此时的我们，已经行走在龙陵这
中、湛蓝的天幕下，迎着初夏的骄
片郁郁葱葱的大地上。
阳，开得金灿灿的、黄盈盈的。花儿
云南龙陵被称为“滇西雨屏”，年均
的馨香若有若无，夏初温暖亲切的气
降雨量 2112.6 毫米，
森林覆盖率 70.08%， 息真真切切，太阳光像薄膜一样包裹
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为石斛生长创造
着游人，令人心情欣欣然、陶陶然。
了“天然居室”。石斛是中草药种类中
的稀有珍品，被誉为“中华九大仙草
之 首 ”。 云 南 现 有 的 46 种 石 斛 品 种
中，龙陵就有 42 种。
当地的老百姓在林间树上、田间
地头、园边山洼广泛仿生种植石斛并
取得成功。龙陵先后荣获了“中国紫皮
石斛之乡”
“ 中国滋养文化示范基地”
“云药之乡”等称号。
每年 4 至 6 月，龙陵石斛花在光影
斑驳的林间陆续绽放。开得挨挨挤挤
的“玫瑰石斛”，不负盛名，紫色花朵
在绿树丛中格外养眼。每一朵小花
里，紫色花瓣轻柔地呵护着黄澄澄的
温情，花朵唇瓣中部以上的淡紫红色

紫皮石斛花也“醒”了，密密麻
麻的花朵儿分布于花穗周身，一串
串、一条条。每一朵花上白色、紫
色、黄色和谐相间，于清纯中见妩
媚，于淡雅中嗅幽香。于是，整个树
干上满满当当的情意泛滥开来。花朵
挤挤攘攘、争先恐后地看着又一年的
春光夏景有啥不同，也恍惚看见了七
仙女下凡到热气氤氲的邦腊掌，在仙
人澡堂里沐浴神汤的“仙境”，听到了
紫衣仙女发现“仙草”紫皮石斛时，
脱口而出的“天上有紫衣仙女，地上
有紫皮吊兰”。
这些年，在市场需求增加和人们
养生意识提高的催化下，不仅是龙陵
石斛鲜条和用龙陵石斛制成的各种养
生产品受欢迎，龙陵石斛花也从“花
开花落”到“吃花赏花”，从“舌尖新
宠”到“精神怡养”，石斛花凭借自身
的“高颜值”“高内涵”赢得了人们的
青睐和喜爱。
石斛鲜条、石斛枫斗、石斛花茶
等石斛产品在龙陵许多家庭增收致富
的道路上立下了汗马功劳。石斛花茶
成了养生佳品，石斛鲜 （干） 花已经
入菜，石斛花盆景也登上了大雅之
堂，以供怡情养性。
看着树头上、枯木堆里那些成串
的石斛花，我感到了前所未有的清新
和幸福。
此行，心情因石斛花开而美丽绽
放。我想：幸福不是寓言，也不是故
事，而是现在真真切切的心情。此
刻，漂亮的石斛花已经暖暖地住进了
心底。
题图：随着石斛陆续进入盛花
期，村民们忙着采摘鲜花
张鹏摄 （人民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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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下人。也有人大老远从乡下赶
来，只不过是一睹老街的风采，给
自己的眼睛过过生日而已。
这种鼎盛一直延续到民国初年
长平公路的开通。如今，龙驹老街
除了残留的青砖瓦房和木板门以
外，大部分人家已拆掉了旧房盖起
了楼房。置身石板街，传入耳鼓、
映入眼帘的是现代气息，美容美发
厅、咖啡屋、瑜伽健身房、歌舞
厅……这些都市霓虹使这个山城充
满了新魅力。尤其是当地政府依托
自然资源打造的桃花谷、丹江湿地
公园、棣花景区，更加引人注目。
面对着日新月异的老街，我的情感
我的思绪早已被融入了新的生活，
昔日的老街成为了一种遥远的乡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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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盛水期
庐山三叠泉

大美龙陵石斛开

桂花香又甜，
送给外婆尝，
外婆取出桂花油，
给我梳个光光头。
悠悠的儿歌让孩子对月宫充满了
美好的幻想，让上了年岁的人又回到
了无忧无虑的童年。每当这时，大人
们总会对孩子们说：不能用手指月
亮，如果不小心指了月亮，等你熟睡
时月亮就会从天上下来割耳朵，要想
不被割耳朵，就要赶紧给月亮行个礼。
在冉家院子的小天井里，那些
高大古老的榕树在一年四季的天空
中变幻着，月亮、星辰也在同一片
天空里变化……小朋友们就这样一
天天长大，然后又一代代地把这个
故事传下去，龙华古镇也就跟着月
亮的阴晴圆缺变得古老了，沧桑了。
曾经，龙华古镇中像冉家院子
这样的建筑比比皆是，可如今这种
前店后堂的建筑仅余冉家院子保存
完好，成为了龙华古镇永远的记忆。

刘丹影

四川宜宾屏山县龙华古镇上，
有个冉家大院。
冉家世代以杀猪酿酒为业，小
有积蓄后，在小龙溪边修建了一栋
三开间带天井的前店后堂的全木结
构大瓦房，这样的房屋在龙华古镇
已经算是殷实的富裕人家了。
院子正门为三开间宽敞的铺
面，中间是两丈见方的小天井，天
井四围的窗户十分讲究。木刻雕花
图案精美，有象征富贵的牡丹，有
寓意长寿吉祥的寿桃和梅花鹿衔灵
芝，也有多子多福的石榴、莲子，
还有表达主人信仰的佛手、太极图
等。这些精美绝伦的窗饰不仅反映了
川东南地区淳厚朴实的民风，也彰显
了当地木工师傅精湛的手艺绝活。

龙驹老街品古味

龙华古镇看冉家大院

一条用石板铺就的老街横亘于
丹江之滨，就像一位饱经风霜的古
稀老人，尽管岁月的长河在无情地
冲洗，却洗不掉那残留在人们脑海
中的依稀记忆。
那是一个沿河而建的山城古
镇，位于陕西商洛市丹凤县，人称
龙驹寨镇，也有叫丹凤老街的。听
上辈人说，丹江步入老街后不叫丹
江，而叫州河，老街沿州河而卧，
两旁是清一色的青砖瓦房加木板门
面，这些门面自古就是开着各种店
铺，家家户户以此为业。
丹凤老街窄而长。由西向东约
十华里，西称西关，东称东板、水
泉，中间有大、小石桥相隔，店铺
便一家挨着一家，生意总是红火。
老街东边的水泉，生长着一种特香
的芳草植物——香苜蓿。传说水泉
的水是从龙潭里流出来的，在离村
不远处有一赛花池，是龙王的女儿
洗澡的地方，每年农历 3 月 18 日这
天，龙王的几个女儿便从天宫来到
这里洗澡比美。生长在赛花池周围
的香苜蓿便以此得名，成了老街人
引以自豪的土特产品。
丹凤老街鼎盛时期，居住在西
关的是船帮，居住在东板的是盐帮
和马帮。盐帮将老街的香苜蓿担往
湖北的郧西一带出手，换回水烟和
食盐。马帮走旱路过商山翻秦岭，
把老街的中草药驮往长安，换回丝
绸和搪瓷。而船帮最为庞大，他们
沿丹江而下，把老街的龙眼葡萄、
社里黄柿子、核桃、板栗、桐油和
龙须草运往老河口、南阳、武汉一
带，换回布匹、火纸、香表和颜
料。这使老街成为当时秦、鄂、豫
的商品集散地，吸引了许多外地商
客 ， 意 大 利 的 传 教 士 安 西 曼 （译
音） 远涉重洋，在老街的石板街上
建起了葡萄酒坊和天主教堂，晨曦
中，那洪亮的钟声就会在老街上空
敲响。每在这时，老街上的一扇扇
木板门便会随着吱吱呀呀的声响，
露出一条条缝，各家的男人和女人
出门沿护河堤去州河边担水浣衣，
而后便是一阵阵的说笑声和捶衣
声，唤醒了沉睡在大山深处的旭日。
州河面宽而水缓，却像一道天
然屏障护佑着老街，使这条街蒙上
一层神秘的面纱，南来北往的人只
能涉水或渡船沿护堤台阶而上进入
老街。等进入老街，那木板门大
开，一字儿沿街摆好，各种山货土
特产品琳琅满目。店主或是童颜鹤
发的老者，或是雍容华贵的妇人，
他们都用不屑的眼光打量着摊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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庐山三叠泉瀑布位于江西庐山五老
峰东面大峡谷中，相对高度208.66米。
三叠泉水系发源于五老峰、大
月山等处。涧水由五老峰崖口流
出，分三级跌下，故名“三叠泉”，
亦称“三级泉”“水帘泉”。
庐山三叠泉被誉为“庐山第一
景观”。最佳观察路径是由位于庐山
五老峰脚下海会镇庐山东门进入。
（陈斌文/图）

稻香虾肥看盱眙
李宏伟
“国际龙虾看盱眙，盱眙龙虾看永华！”江苏省盱
眙县永华村党总支书记杜守军充满豪气地说道。
永华村距盱眙县城约 10 公里，盱马路贯境而过。
自 2014 年开展“稻虾共生”工作以来，通过党员示
范、土地流转、创新模式等举措，稻虾产业焕发蓬勃
生机。“家家户户养虾，虾富家家户户。”如今，永华
村围绕一只虾一袋米，以虾稻产业振兴带动村庄发
展、村民致富，与良好生态结下深缘。
万事开头难，要想大规模推行“稻虾共生”种养
模式，把“稻虾共生”做大做强，起初还是受到了不
少群众的质疑。杜守军亲自“上阵”，将靠近洪泽湖
边的 100 多亩低洼地流转过来，挽起裤腿下到田里，
以实际行动给大家做出了榜样。他先后投入资金 20 多
万元，在稻田周围开挖养虾渠道，架设拦虾网，整修
田间道路等基础设施，使得养虾效益大幅度提高。其
他党员干部及群众也纷纷加入。从 2014 年的“稻虾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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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400 亩规模，发展到 2018 年的 6000 亩规模，只用
了短短 3 年多时间。
近年来，盱眙县充分发挥盱眙龙虾的品牌优势、
110 万亩水稻面积的资源优势和国家级生态县的山水
生态优势，大力示范推广虾稻共生综合种养模式，开
辟了一条绿色富民、振兴乡村的新路径，先后荣获全
国生态龙虾第一县、国家级稻渔综合种养示范区、江
苏省首批生态循环农业示范县等称号。
“都梁可采莲，莲叶何田田。虾戏莲叶间。
”暖风徐
徐，荷花亭亭，鲜虾跃跳。进入夏季的盱眙生机勃勃，
赏花者又是吃虾客。近年来，盱眙县在“虾稻共生”蓬
勃发展的基础上，“莲虾共生”技术逐渐成熟，因投资
少、风险小、周期短、效益佳，种养面积也在不断扩展
中。据了解，莲叶叶子大，可遮阴，莲田水温比稻田同
期水温要低得多，极适合虾子夏季生长。
“莲虾共生”基
地荷花青春不染，也因此深受游客喜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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