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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水追蓝
刘景明

众的民歌樵声、红军战士行军的铿
锵步伐，在桃江留下了许多耳熟能
详的渡河故事，永载长征史册。

润物无声利万家

王纶诗中的首联，写了桃江在
太阳照耀下波光四射，烟漠濛濛，
渊然万顷，碧波连天，直上千仞，
静态美感跃然纸端。颔、颈两联突
出桃江纳涧汇溪，清流急湍，浪波
翻动垂柳霞影，痕染白绿紫红交叠
的浮萍，色泽鲜艳倩影难辨，动态
形象惟妙惟肖，与首联的娴静合拍
呼应，充满生机与活力。另外，颈
联、尾联分别以昼夜为主线，相互
印证桃江河无论何时皆清澈见底，
碧绿分明。同时又借桃水可以洗涤
打鱼人的衣冠丝带，暗示桃水源正
水清，像燃犀明察事物，洞察奸
邪。这两联表达了他的政治追求以
及为民情怀，他希望自己能够像桃
江水一样，永葆清廉高洁的人格操
守去勤于政事。
往往，中国官宦“居庙堂之
高”时喜欢赤红金黄，而“处江湖
之远”时偏爱浓墨深蓝。都说蓝色
这种色彩，素和雅结合完美，最有
广泛的民众基础，象征冷静理智和
博大恢宏，有超凡脱世之气。王纶
游毕桃水拖蓝景点，必定还会去别
处“煮酒论道”。他不易察觉的信念
随景物而滋生。很大程度上，他对
是非顺逆、得失冷暖漠然置之，希
图自己山重水复的处境能够柳暗花
明又一村。
桃江枕着诗情，穿越时光胸
膛，造化了这方水土人杰地灵，比
屋弦歌。一群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的中原古人，依河而居，刀耕火
种。理想变得庄重，情感兜出诚
意，在河水深处蒂固根基，在河岸
高处播植希望，焕发生命新的意
义。他们懂得为桃江水而快活，一旦

翰墨诗心钟情处
江西信丰的桃江，沿着古诗之
路抵达贡江。
桃江发源于全南饭池嶂，邑旧
志 《嘉定桥》 和 《文献通考》 均作
了记载。它经过龙南九连山，汇渥
江、濂江两河后，直入信丰境内花
园湾，宛如一道七色彩虹，左右映
带，潆洄旋转。春末夏初，下过阵
雨，天空鲜碧如泻，农田清洁如
洗。船舶驶过，水纹远远漾荡，水
面清澈透骨，辉映南山、狗仔岭，
折射花园、嘉定桥，倒影飘浮浇绿
泼蓝，水天相接，幻化出海市蜃楼
般的美景。历代文人雅士捕捉这一
奇观借题发挥，吟诗赋词不亦乐
乎。明代王纶写下深刻鲜明的 《桃
水拖蓝》：“闪闪波光漠漠烟，烟波
万顷自年年。浪翻垂柳影难辨，痕
染浮萍色更鲜。腻网沙柔青似颠，
濯缨水溜碧于天。船头彻底分明
见，不用燃犀照九渊。”飘着墨香，
透着灵气，永照汗青。
明朝某个时日，王纶背负云
朵，流浪天际，走马桃江，想着一
些人，思着一些事，信心满怀，踌
躇满志。王纶从花园头漫步到花园
尾，与河水保持恰如其分的距离，
远观而不亵玩。他被“雨晴山簇
翠、江净水拖蓝”的“颜值”所感
染，左手挽袖搭背，右手托腮抚
须，抑或想到了元人张可久的“隐
隐鸣鼉，嗷嗷旅雁，闪闪飞萤”，北
宋王安石的“万绿丛中一点红，动
人春色不须多”。他气定神闲，随即
妙语如珠。

武当道茶赴京记
高 然
炎炎夏日，一杯热茶可以消暑
降温，沁人心脾。在北京吴裕泰的
茶叶连锁店内，前来买“暑茶”顾
客络绎不绝，新绿茶最受欢迎。细
心的顾客不难发现，吴裕泰的柜台
上悄然出现了名为武当道茶的绿茶
产品。对于北京人来说，武当道茶
的名字或许比较陌生，但提到惠及
北京的世纪工程“南水北调”，可
谓家喻户晓。武当道茶就产自南水
北调中线的源头——湖北十堰丹江
口水库附近的武当山中。
湖北省十堰市，是鄂、豫、
陕、渝毗邻地区唯一的区域性中心
城市，地处我国中央山地，北抵秦
岭，南依巴山，汉江和武当山横贯
全境。四季分明，气候宜人，地理
位置独特，拥有“川陕咽喉、四省
通衢”之称。位于丹江口水库附近
广告联系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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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道教圣地武当山，森林覆盖率达
64.72% ， 山 地 海 拔 高 度 在 1600 米
以上，云雾罩高山，为茶叶的生长
提供了绝佳的地理条件，武当道茶
应运而生。武当道茶所处的高纬度
茶区，比南方茶园开采晚、封园
早。其绿茶外形细嫩绿润、汤色嫩
绿明亮、香气清高持久、滋味鲜爽
回甘。武当道茶，除了好山的呵
护，还有好水的滋养。丹江口水库
水质清秀少污染，2017 年入选首
批“中国好水”水源地，是全国水
量最大、水质最好的水源地。作为
水源保护地，丹江口水库附近不能
进行大规模农业种植生产，也不能
使用任何化肥和农药。所以，武当
道茶称得上是天赐好茶。
好山好水出好茶，山水之间的
武当山藏大美而不言，纳秀色而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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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曲 《我的祖国》 唱到：“一条
大河波浪宽，风吹稻花香两岸，我
家就在岸上住……在这片辽阔的土
地上，到处都有明媚的风光。”意气
风发，响彻云霄。桃江仿佛也沾上
这光，尽显四时本色：春来明光潋
滟沙鸥点点，夏至晴空万里雨水滋
润；秋临橙黄橘红清香一片；冬至
凌寒剪冰江风戏雪。
暮春时分，人们沿着林荫步
道，行走于鹅卵石铺设的地面，去
欣赏靛蓝弥漫的桃江，极易发潜阐
幽。远望近观，青苔翠滴滴地长满
山道，杜鹃红红火火地绽放岭间，
藤蔓攀枝无限舒展，渗透进桃江
“ 终 朝 采 蓝 ”， 有 似 春 秋 不 忒 的 错
觉。桃江在辽阔的天地间奔涌，水
桃江水 易宇龙摄
云迢迢，浩瀚淼淼，每一处都是一
首透亮的诗，映得你的影子和天光
失却了桃江水，也就丢去了精气神。
云色一起冲进诗中。阔大的河床，
因为水清，河底的细石、沙砾一清
二楚，一串串小气泡扶摇而上，摇
铿锵步伐载史册
荡心旌。从天而降的蓝，蓝得清
霞光万道，旗帜飘扬，染红了
纯，蓝得典雅，蓝得秀气，蓝得朴
一江桃水。土地革命时期，毛泽东
实。它像块不落凡俗、不失明快的
同志到过信丰，在桃江新屋里居住
调色盘，与红绿混糅、黏合、涤
多日，给县苏维埃政府送去十支步
荡，闪烁着绸带般的光泽。无论你
枪，宣传发动农民起义，挑来桃江
明眸中的色彩多么斑斓，都将融入
水泡茶招待志士，然后转道广东南
天之蓝，水之蓝，梦之蓝。
雄增援红三军团，夺得“水口战
多少年来，每天清晨，桃江两
役”的胜利；项英、陈毅等老一辈
岸的家庭主人起床的第一件事，就
革命家在信丰油山一带领导了赣粤
是打开门去桃江河挑水生炊。他们
边三年游击战争，在桃江印下了坚
前往河边，弓身弯背，手抓桶耳，
实的足迹；曾思玉中将、郭一清烈
往河里扑通一舀，用力一提，水就
士在游州村喝着桃江水长大，少年
盛满了。随着沿路竹扁担“吱呀吱
时代离家走上革命道路。
呀”地摇，圆木桶湿漉漉地滴水，
中国工农红军二万五千里长
瓷器缸哗啦啦的倒水声，就像一支
征，在桃江留下了不可磨灭的注
歌谣，永不停歇地唱着。村人除了
脚 。 1934 年 10 月 ， 中 央 红 军 从 于
饮用桃江河水，衣服、菜蔬、农具
都、赣县王母渡至信丰县一带，携
都拿到河里浸泡清洗，这样，他们
大量辎重渡过桃江河。时任红一军
才觉得干净卫生，踏实放心。谁家
团二师通讯班长的曾思玉，带着步
生娃添丁，索性按照桃江的历史沿
兵排、挑夫率先来到桃江河，紧急
革，变着法子取个乳名，什么梦江
扎竹排搭浮桥抢渡。北岸的驻守国
佬、河崽拐、桃涛仔、蓝水牯……
民党士兵不断用机枪、步枪向作业
排出来一大溜，可以组成一支龙舟
现场扫射，曾思玉不顾头上“嗖
队。叫唤伢子回家的方言，在村里
进进出出，在河边此起彼伏。
嗖”呼啸的子弹，同工兵一起绑扎
了六十多只竹排架起了浮桥，不仅
如果哪天，你也迷上“桃水拖
保 证 了 红 二 师 官 兵 强 渡 桃 江 成 功 ， 蓝”，可别忘了点个“赞”。
而且让军委纵队和后续部队安全渡
过了桃江。可惜的是，红三军团四
师师长洪超率兵突破第一道封锁线
时，献出了年轻的生命，时任红三
军团四师十二团政委的张爱萍肩负
重担，以甬道式队形抢渡桃江，此
后沿粤赣、湘粤、湘桂边西行。“抢
渡，抢渡”的号角，伴随着当地民

高原秘境同仁：
高原秘境同仁
：

“活着”的历史古城

行天下

敛。不过，好茶也要走出深山云
雾，走向大众杯茗。在国家南水北
调中线工程的战略部署下，北京市
和湖北十堰市建立起对口协作关
系，携手向贫困发起宣战。在众多
合作项目中，茶叶成为连接两座城
市的纽带之一。作为源自北京的
“中华老字号”茶业，不断创新的
吴裕泰在湖北十堰武当山的茶园看
到了新的机会。在一次赴湖北十堰
的考察中，北京吴裕泰茶业股份有
限公司董事长赵书新对形美、香
高、味醇的武当道茶印象深刻，更
对其“绿豆汤、清花香”的特点赞
不绝口。赵书新一行详细了解了茶
园环境、茶园管护、鲜叶采摘及生
产加工情况，并对武当道茶进行现
场审评。最终，吴裕泰引进两款武
当道茶优质绿茶产品，为北京的百
姓们带来了一杯来自源头的“亲情
茶”。自此，吴裕泰柜台上才有了
清新飘香的“武当道茶”。
“同饮一江水，共饮一杯茶”。
随着武当道茶摆上北京吴裕泰的柜
台，由南水北调连接起的茶叶产地
和茶叶消费市场的亲情纽带，将十
堰和北京紧紧连接在一起，也成就
了一段以水为媒结茶缘的佳话。
题图：武当山风光 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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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 英文/图
在青藏高原东南部青海黄南藏 “我家左边住的是汉族，右边住的是
族自治州的隆务河谷秘境，藏着一
藏族，这条街上的居民关系都特别
个美丽的高原小城，这里的唐卡蜚
好。”他出生在隆务老街，在他的印
声海内外，热贡艺术隐匿而璀璨； 象中这条街道和其他街道没有什么
这里有神秘的“六月会”，藏乡民风
不同，自从他的太爷爷与当地藏族
充满魔幻色彩；这里有雄伟林立的
姑娘通婚后，他们一家就一直居住
古寺，梵音袅袅佛光普照；这里有
于古城内。多年来，他们家与古城
茶马时代的古街区，历史厚重沧桑
内的其他少数民族居民相互做朋
古朴……如同一个深闺里的姑娘， 友、做亲戚，结下了深厚的友情。
美丽却不为人知，她就是青海唯一
而古城内像他们家一样的居民很
的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同仁”，藏
多，有的会说两三种少数民族语
语称“热贡”，意为“金色谷地”。
言，有的一家人中有三四个民族。
从青海省会西宁驾车出发，一
千百年来，在不足一平方公里的古
路上大山绵绵，隆务河谷雄、奇、 城里，藏、汉、回、土、蒙古、撒
宏、荒，地形起伏连绵，山峦叠
拉、保安等多个民族团结互助，结
嶂，夏琼山和阿米德合隆山由南向
下了亲情般的友情。
北延伸形成隆务河两侧的山区，地
“人人会作画，家家艺为业”，
势沿河谷逐级上升，从南向北构成
小城还有着“藏画之乡”的美誉，
一个由高到低的天然“阶梯”。谷地
延续着数百年的热贡艺术，热贡艺
中心的隆务镇可谓“山水城一体”， 术包括画唐卡、泥塑、堆秀、雕刻
城中有山、山中有城、城边有水， 等，其中规模最大的是画唐卡。隆
美得奇异。同仁县县政府设在隆务
务河畔分布着几个绘制热贡唐卡的
镇，而黄南藏族自治州州政府设在
村寨，尤以吾屯上庄和吾屯下庄这
同仁县，镇、县、州都在一个地盘
两个村子声名远扬。走在连接吾屯
上，可以想见这个县城虽然不大， 上下两个村子之间的几百米的街道
却是功能齐全。
上，映入眼帘的是各种各样的唐卡
站在县城中心的隆务寺广场， 画 室 的 招 牌 。 透 过 画 室 的 大 落 地
远眺隆务河以及隆务老城，低色调
窗，隐约可见年纪大小不一的画师
平房与高调靓丽的高楼、桥梁相互
们手握画笔端坐在画布前，描绘着
映衬着这座古城。隆务老城区是保
与佛有关世界。
存较完整的古街区，据史料记载，
土生土长的唐卡艺人丹增卓玛
同仁自唐“安史之乱”后，开始成
今年刚刚 20 岁，传承家族的技艺，
为藏族聚居区，兴建于元代的隆务
学画唐卡已经好几年了。唐卡是当
寺，也逐渐成为安多藏区 （青海甘
地村民的主要经济来源，绘制唐卡
肃一带） 最著名的寺院之一。古寺
是她们村一项世代流传的绝技，中
依山而建，布局错落有致，藻饰华
国藏区寺院内一半以上的唐卡均出自
丽 宏 伟 ， 明 天 启 五 年 （1625 年）， 吾屯画师之手。丹增卓玛自豪地说：
明帝题赐的“西域胜境”匾额，彰 “吾屯村家家户户都是艺术之家。
”
显着这座古城曾经的繁华。
每年农历六月，古城各个村寨
古城内不同民族风格的建筑鳞
的藏族、土族人民都会穿起节日盛
次栉比，显得古朴而和谐。幽静的
装，吹响圣洁的白海螺，敲着吉祥
巷子里，一会儿是回族妇女和藏族
的龙鼓，煨起浓浓的桑烟，举行神
妇女亲切闲聊的场景，一会儿是撒
秘原始的“六月会”祭神仪式。同
拉族汉子操着藏语在谈生意的声
仁的“历史文化”与人们的生活息
音，居民们悠闲自得地来回穿梭
息相关，同仁的“历史”与“现
着，过着宁静祥和的生活。在一处
实”重叠在一起，她是一座至今还
保留着上世纪 50 年代原貌的供销社 “活着”的历史文化名城。
内，撒拉族老板韩义热情而健谈：
题图：同仁古城

还反应不过来，其实它有一个更好听的
名字——蒲公英。蒲公英是多年生草本
植物，属菊科，是药食兼用的植物。据
《本草纲目》 记载，蒲公英性平味甘微
苦，有清热解毒、消肿散结及催乳作
用，对治疗乳腺炎十分有效。无论煎汁
闫建军
口服，还是捣泥外敷，皆有效验。此
外，蒲公英还有利尿、缓泻、退黄疸、
利胆等功效，被广泛应用于临床。现代
医学也表明，蒲公英富含维生素 A、维
生素 C等多种维生素。
在我的老家，“婆婆丁”的吃法很
多，有直接沾酱吃的，也有卷干豆腐
吃的，还有炝炒着吃的。最常见的吃
法就是沾大酱吃，不但好吃，营养元
素也不会丢失。“婆婆丁”沾大酱吃，
必须要先打一碗东北大酱，喜欢吃辣
的可以打东北的辣椒酱，不喜欢吃辣
的就打一碗东北的“笨鸡蛋”酱，也
有吃生酱的。之后把“婆婆丁”洗干
净，淋去水，装上盘子上桌就可以了。
焖小米掺大米的二米干饭，打一
碗鸡蛋酱，用“婆婆丁”一蘸，再吃
一口二米饭，那个滋味就别提了。
“婆婆丁”沾鸡蛋酱是我们东北的
个叶、什么时间挖最好。一到五六月
现在挖“婆婆丁”的人少了，不
特色小吃。
份，漫山遍野到处可见大人小孩提着
过市场上也有卖的，冬夏都有。特别
进入 6 月，在我的家乡——黑龙
袋子或筐在朝阳的山坡或草甸子上挖
是近几年，周边的农民经济意识强
江小兴安岭脚下诺敏河畔，满山坡和 “婆婆丁”。其实，挖“婆婆丁”也是
草甸子上的“婆婆丁”就迎着习习的
有讲究的，不能瞎挖，要掌握尺寸， 了 ， 脑 瓜 活 了 ， 发 现 “ 婆 婆 丁 ” 抢
手，就在冬天盖起了路边温室大棚种
暖风早早地冒出了黑土地，露出尖尖
否则因刀的角度和深度不够，会把
的嫩芽。它先是拱出两个尖尖的黄嫩 “婆婆丁”挖散，不成棵。当年生的 “婆婆丁”。等“婆婆丁”长出来了，
不用到市场上去卖，在大棚里就会被
叶子，几天后，黄嫩叶子就渐渐变绿 “婆婆丁”根短好挖，如果是头年或几
大酒店和宾馆的采购员抢购光。没想
了，再过几天，叶子就更多了，之后
年前的老根发出的“婆婆丁”，根就深
到，儿时常吃的不起眼的“婆婆丁”
漫山遍野到处都能看见“婆婆丁”。这
了，下刀也要深一些，得把根完整地
竟上了大雅之堂，也令我颇感欣喜。
个季节要赶早挖，否则，等“婆婆
挖出来。根最好吃了，不但脆嫩、可
题图：农民在蒲公英种植基地采
丁”开出黄花来就变老不能吃了。
口，还是中药，有清热败火的功效，
收蒲公英种子
东北人很会掌握挖“婆婆丁”的
所以“婆婆丁”可以连根一起吃。
郝群英摄 （人民图片）
时间，知道“婆婆丁”什么时间出几
说了半天“婆婆丁”，很多人可能

爽 口“ 婆 婆 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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