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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最大的人工刺槐林

槐林一看，那是一个冬天。十万亩长
得一模一样的树，像十万方持枪列阵的士
兵，黑压压一片，依凭着高度的优势，纷纷
向下俯视，让人不敢抬头。只记得林中有
路，我们从路的一端进入，又从路的另一
端离开，如穿林而过的风，亦如我对那片
槐林一闪而逝的浅淡记忆。

槐林二看，又是一个冬天。因为与东
营文学界的人成了朋友，就感觉槐林不再
像从前一样的冷漠、寒凉，似乎平添了许
多温度和情谊。特别是听了东营市作家
协会主席陈谨之对槐林历史的娓娓讲述
之后，便觉得每一棵树都是一个动人的故
事，每一棵树的内部，都有一颗不屈不挠
和追求梦想的心在跳动。我一边在冬天
的林海里散步，一边听着讲解，脑海中便
渐渐呈现出大半个世纪之前的场景——

确切的时间应该是1960年初。济宁、
青岛、菏泽、潍坊等7个地市3507名共青团
员和优秀青年，开赴孤岛，进行植树造林
大会战，“劈开荆棘建新舍，定教荒岛变绿
洲”。两个月之后，果真就在一片孤岛上
开荒造林近万亩，迈出了让荒滩变绿洲的
第一步。上世纪80年代中期，济南军区黄
河三角洲生产基地的广大官兵和孤岛镇
干部群众又采取人工种植与机械撒播相
结合的方式，进一步开辟林场，种植树木，
最终形成了10万亩林地规模，成为亚洲最
大的人工刺槐林。

从那时起，我就认定那片槐林是东营
最具人文精神和代表性的景观。东营，是
一片极其特殊的土地。几千年来，黄河曾
无数次在其上改道，无数次在其上“摆尾”，
无数次将草木和建筑扫荡、夷平——历经
磨难之后，这一片名副其实的孤岛和荒
滩，最终却出落成一块宜于人居的风水宝
地——油田、良港、天然湿地、生态农业、现
代工业以及本已辽阔却仍在不断增加的沃
土……这一切巨变依凭的是东营人改造自
然和创造美好生活的意志和信念。我久久
望着那望不到边际的槐林，突然发现，那些
具象的树和这个地域抽象的精神之间，竟
然有着那么多的神似。时至黄昏，泛红的
夕阳照在那些连一片叶子都没有却依然在
寒风中挺立的树上，反射出一片耀眼的金
属光泽——树干如铁，枝丫如铜。

黄河三角洲的春天

槐林三看，却是刚刚过去的这个春
天。槐林呈现出了它柔软、温情和丰富的
一面。曾经是钢筋铁骨的万亩槐林，如今
已成一片绿色的海洋。初生的叶片，嫩绿
或鹅黄，如一片片细腻娇嫩的羽毛，覆满
了黑色的枝条。绿叶间串串白色的槐花
绽放，如一挂挂白银的灯笼，把重重叠叠
的树冠和天宇映照得更加明亮。五月的
风，像一双无形而忙碌的手，穿梭在树与
树、枝与枝和叶与叶之间，将溯不清源头
的幽香尽兴挥洒，向远方，向天空，向流连
忘返的行人。藉着阵阵槐花的穿透力，明
媚的阳光、清脆的鸟鸣和溪水般泛着快乐
浪花的欢声笑语，纷纷落于润泽的心田。

至此，我真正确认了自己的方位——
这是山东的东营，东营的河口，河口的孤
岛。我清醒地意识到，这里虽美，也不过
是黄河三角洲的一角；是庞大而内涵丰富
的风景群中被我初步认识和领会的一景；
是黄河文化大辞典中，我刚刚学会发音的
一个词汇。

在接下来的行程中，我似乎第一次看
清了这个地域的面貌。1530 平方公里的
黄河三角洲自然保护区里，一望无际的芦
苇荡正在进行着新旧相错、交接的仪式，
新生的芦苇高可及膝，正如熊熊燃烧的绿
色火苗，从湿地的这端一直烧向另一端。
从去冬一直坚守至今的老苇，在阳光下闪
烁着金子的光芒，并以一种难以察觉的速
度，向着泥土和大地的方向缓缓下降，像
一个金色的基座，直到把新苇举过头顶，
它们才会从人们的视线中彻底隐没。芦
荻刚一出生，就长出白色的头发。它们往
往独处于苇荡的边缘，有风吹过，因风而
舞，摇啊摇，白色的穗子散发出闪闪烁烁
的银光。平原无山，柳就是湿地上的高
山，是湿地这部交响乐中的高音部。黄河
湿地的柳，不是河柳、垂柳或著名的灞桥
柳，不能用来折取送别；也不会“因风狂舞

妄折腰”，而是像刚直不阿的山东汉子，直
通通朝天挺立，它们叫杞柳。其刚其直，
正好和湿地上的流水成为佳配，使得这部
雄浑但又偏于平淡的乐章平添了几分跳
荡和激扬。

至于那些飞鸟，你也可以把它们理解
为飘荡的音符，或是湿地的意念、灵感、思
想。想象一下，近400种无计其数的鸟类在
湿地去留、出没，能交织出多少种色彩不同
的羽毛和翅膀、多少种姿态和方式不同的
飞翔、多少种音量和音色各异的鸣叫？

创业者的壮举

我又跟随着引导，看了另外一些“风
景”。去看胜利油田的诞生地——华八井
旧址以及那口已运行半个多世纪仍然在出
油的老井，见证年轻的共和国为甩掉“贫油
国”帽子所付出的牺牲、代价和所创造的奇
迹。去看绵延80多公里巨龙般横切渤海的

“孤东围海大堤”。车，行走在坝顶的柏油路
上，盯视着路旁海水中一道似乎没有尽头
的防浪护坡，很像自己正在和那道由钢筋
水泥组件堆砌起来的长堤赛跑。跑着跑
着，就感觉到了自己的渺小和无力，渐渐就
对这片土地、这方人所拥有的胆略、雄心、意

志和壮举生出由衷的敬意……
回程的路上，陈谨之仍在不知疲倦地

讲述此地的旧人、旧事和鲜为人知的辉煌
历史。这情景似曾相识，几次来东营都是
如此，行走路径依旧，陪同的人依旧，高密
度的讲述依旧，只是内容一直在更新，让
人感觉东营是一只剥不尽的笋，剥掉一层
总还有另一层。我曾经不止一次地问自
己，如此重复的景物和行走路径，不感到
厌倦吗？是的，我虽然先后来过三次，确
实并没有感到厌倦。没有厌倦，是因为我
与这个地方有缘，偶尔掀开这个地域表面
的“风光”，竟把它读成了一部厚重的大
书。这是东营的深奥、河口的深奥、孤岛
的深奥。

尽管意犹未尽，但东营的行程还是结
束了。当飞机滑出跑道跃入高空的时候，
隔着舷窗，我再一次俯瞰了这片大地。我
努力想确认一下几天来走过的地方和看
过的风景，但经过数千米高度的压缩，机
翼下的黄河三角洲变得更加平坦，地上的
一切物体都失去了高度和轮廓。我什么
也没有找到，但并不失望。我知道平原上
的东营、平面的东营，早已把真正的风景
藏在风景背后，藏在时间深处，藏在人们
的心中。我也确信，有一些“平”，正是另
一种幽深。

一片模糊之中，黄河的身影依稀可
辨，在斜阳的映照下，这条发源于巴颜喀
拉山脉的古老河流，已经变成一条闪着金
光的亮线，正在继续着它起于崎岖而归于
平坦的行进，曲曲弯弯的轨迹，刻画出的
不仅是几千里路和几万年的长度，更是不
为人知的选择与追求。再向前，越过平原
之后，正是那片更加平坦却宽广无边又深
不可测的大海。

（任林举，吉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中
国电力作家协会副主席，著有《玉米大地》
《粮道》《松漠往事》《上帝的蓖麻》《时间的
形态》《此心此念》等，曾获第六届鲁迅文
学奖、第六届冰心散文奖、第七届老舍散
文奖等。）

有一个村的名字叫“红色新
庄”，眼下声名远播，被游客们誉为
红色文化驿站。新庄村坐落在云
南省宾川县海稍水库东侧，依山傍
水，风景秀丽。从模样上看与其它
村庄无异，走进它，就会发现这里
不论男女老少都身着红军军服，闲
聊、干活都是如此。

历史已然远逝，但红军精神却
在此代代传承，生根发芽。1936年
4月21日，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
萧克、王震等带领中国工农红军红
六军团红军将士在新庄村休整一
晚，与这里的人民结下鱼水深情。
当时新庄村9户人家仅有的5个青
壮年就有 4人参加了红军，之后为
革命事业英勇捐躯。“当兵就要当
红军”，老房墙上刷着的标语，向人
们述说着那个久远的岁月。

我慢慢走上台阶，走在小巷里，
走进屋檐下，我看到红色的墙，青色

的瓦，复原后的红军指挥部，看到村
中建筑物最醒目的地方都是大幅红
色标语和彩画，内容大多是提倡脱
贫致富和弘扬“长征”精神。

2006年，看到家乡在依靠传统
粮烟种植难以脱贫致富的现实，在
外创业有成，出生于新庄的蒲国宏
毅然回乡建成云南首个自然村“红
军长征纪念馆”。这个纪念馆承载
着红色情愫、引领村民致富，让新
庄村旧貌换新颜。

2015年 8月，新庄村组建宾川
县红色海稍农业观光旅游开发公
司。全村村民携手入股，低保户、
贫困户也成了“上班族”。蒲国宏
带领村民挖掘红色文化、农耕文
化、民族民俗文化和海稍鱼美食文
化的优势，着红军服、戴红军帽、唱
红军歌，人们身处其间犹如穿越到
80 多年前的那段烽火岁月。开展
吃农家饭、住农家院、重走长征路、

民族团结大联欢等丰富多彩的活
动，延续红色主旋律，“党支部+红
色旅游+贫困户”的合作模式开辟
了新庄村“以文促旅、以旅兴农、农
旅文融合”的新路。

午后的阳光照在新庄的村道
上，64 岁的李翠存穿着一身红军
服，坐在路旁亭子边缝鞋垫，飞针
走线下“花开富贵”的图案很是夺
目。“农闲的时候，我就来这里上
班，工资一天 50 元。家里还种了
葡萄，收益非常好。”李翠存介绍。

“发展乡村旅游是全村脱贫致
富的好路子。”村民杨国菊一边笑迎
客人，一边推介红军村的红提、红心
榴。杨国菊一家三口均是残疾人，
曾经是村里的低保户，后来靠着坚
强的意志和科技种植发家致富，建
起了全村最大、最漂亮的房子。新
庄村红色旅游红火后，她把自己的
房子装修成客栈，还借势电商销售
自家种植的葡萄、石榴，她这样说：

“希望我们新庄村的日子像石榴一
样红红火火。”

夏日融融，新庄村满园的葡
萄、石榴、橘果现出缤纷五彩的颜
色，令人流连忘返。如今，新庄村
已初步形成红色教育基地、花果
山、葡萄走廊、海花草原、少数民族
村五个板块，正在努力打造现代农
业、红色文化与乡村旅游一体化发
展的产业融合示范村，截至目前，
新庄村共接待国内外游客 50多万
人次，实现旅游收入近千万元。

上图：新庄村村貌。杨宏毅摄

瑶里古镇位于举世闻名的瓷都景
德镇东北端，地处三大世界文化遗产黄
山、庐山、西递和宏村的中心，有着“瓷
之源、茶之乡、林之海”的美誉。仲夏时
节，我前往瑶里古镇采风。

清幽的瑶河，将古镇一分为二。宽
阔而静谧的瑶河缓缓流淌，河水清澈见
底，水底的水草、卵石、鱼儿，清晰入眼，
两岸的古宅倒影如画，随河水慢慢漾远，
仿佛洗濯着古镇百年的斑驳。两岸高大
的古树，将古镇映衬得意韵悠悠。

古镇处处流淌着古朴的明清风韵，

数百幢明清古建筑依山傍水、错落有致
地分布在瑶河两岸，触目可及，皆是徽
派建筑风格，飞檐翘角，粉墙黛瓦，掩映
在青山绿水之中。小巷中，隐藏着徽派

“三雕”艺术的“狮冈胜览”和“程氏宗
祠”。我对“狮冈胜览”的名字颇感好
奇，宅内主人介绍说，对面有一座狮山，
从这里看过去可以一览无余，故名“狮
冈胜览”。这栋建筑建于清朝末年，融
中西建筑风格于一体，外观为欧式风
格，内部是传统的徽派结构，门楣上雕

刻着花鸟虫鱼和人物故事，古朴而精
美，彰显着江南的古老美学。程氏宗祠
又名“惇睦堂”，意为“惇厚诚实、相敬和
睦”，“惇睦”既是程氏祖先对族内子孙后
代的期许，也是长辈对晚辈的教育。程
氏宗祠始建于明代中叶，瑶里程氏以唐
代开国元勋、瓦岗寨英雄程咬金为始
祖。每年冬至和清明节，族人都在这里
祭祀他们的先祖。平时，这里也是族人
议事、审断、婚丧嫁娶的圣地。

瑶里古名“窑里”，因是景德镇陶瓷
发祥地而得名，远在唐代中叶，这里就

有生产陶瓷的手工作坊。“高陵土，窑里
釉”，在瑶里可以看到各种各样造型优
美的景德镇瓷器，青花瓷、斗彩瓷、粉彩
瓷……走在古镇中，时见古老的瓷窑遗
址，透出一分历史的精致。

这里茶坊如星散落。茶农们恪守
着古老的制茶技艺，将新采来的茶叶
制成纯美甘醇的崖玉茶。每年春天，
古镇新茶飘香，茶商云集。坐在古朴
的木桌前品茗，观赏两岸风光，心就
静了下来。

古镇的几座木桥横跨瑶河，成为连
接小镇的动脉。小镇的人喜欢在木桥
上慢慢地走，看身影倒映河中，看两岸
古宅如画，看线条明晰的院落计数岁月
的流程。脑海里顿时涌出那句脍炙人口
的诗：“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
在楼上看你，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你装
饰了别人的梦。”在一棵大榕树下，一座
简陋的木板桥伸向对岸，据说，电影《闪
闪的红星》就是在这里拍摄的。

看看表，时近中午。古镇没有车马
喧嚣，没有商贾叫卖，自然使人忘记了

时间。古镇唯一动感的画面，就是流淌
的河水和宅前石凳上坐谈的几位老者，
还有河边的古旧水车。一位诗人这样
评价瑶里古镇：“几经繁华，几经落寞，
小镇依然如初。”是的，过去或喜或悲的
岁月，成就了古镇的淡定与平和，宁静
与幽雅，豪放和婉约。任谁徜徉在古镇
这幅巨大的画卷里，都会听到心灵的初
始回声。

图为瑶里镇风光。
新华社记者 周 密摄

还未进入三伏天的酷暑难
耐，但夏天早已趴在窗边，淅淅沥
沥的小雨便趁着这段最好的时光
轻轻落在你身上，似有似无，亦真
亦幻。初次与这个城市相遇，你
便会知道有着 7000 多年文明史
的十朝都会绝非空谈，时间变成
了无数个片刻渗进了这座城的一
草一木、一砖一瓦。朱偰先生赞
叹：“文学之昌盛，人物之俊彦，山
川之灵秀，气象之宏伟，以及与民
族患难相共、休戚相关之密切，尤
以金陵为最。”

古之金陵，今日南京，这里
四季分明、依山傍水，还有新鲜
的盐水鸭和地道的小笼包。美
景、美食，是人们难抵的两大诱
惑。喝一口鸭血粉丝汤，看一眼
窗外，秦淮河缓缓流过，独有自
己细腻的力量。它托着两岸的
青瓦与白墙，载着小巧的画舫与
轻舟，衬着浮动的灯火与涟漪。
外公外婆告诉我，他们上大学时
就在秦淮河上坐船了。无论是
面对古今文化对它的赞誉，还是

“隔江犹唱后庭花”的时代更迭，秦淮河都不曾动容，始
终默默守护着这座城市。

瞻园作为江南四大名园之一，是南京现存最完整、
历史最悠久的明代园林。虽有着2.5万平方米上下的面
积，但走进去你就会发现，里面竟是如此的精致且蜿
蜒。不效仿紫禁城方方正正的结构和大气的门面，瞻园
有着长条式的布局，穿插着起起伏伏、忽明忽暗的亭廊；
随处可见的假山各有姿态，却又和自然形成的石山毫无
二致；郁郁葱葱的绿植把厅堂的墙映衬得更加神秘、雪
白、明亮。这回倒不觉得是回到了明清时代，竟有点像
身处墨色国画之中，“瞻望玉堂，如在天上”。

古典的风采不仅在名胜古迹里，也弥漫在校园中。
南京大学鼓楼校区作为金陵大学的旧址，走过整整一个世
纪，依旧把书卷气保留得恰到好处。走进学校大门，是一
条宽敞的主干道，两旁的梧桐树有着坚实的树干、清晰的
轮廓、明丽的叶子，是最让学子们魂牵梦萦的校园景象。
继续往里走，映入眼帘的是独具民国特色的教学楼群，浅
青色的铁门刻着简单的花纹，边边角角隐约能看到铜色锈
迹，仿佛下一秒梳着学生头、穿着布制校服、手捧一叠书的
民国女学生就会从门里走出来。穿过教学楼，眼前突然明
朗起来——一大片翠绿的草坪，上面散坐着安静读书的
学生，隔壁是被爬山虎热情拥抱的钟楼，“青青园中葵，朝
露待日晞”。校园的生活总是让人怀念。

新街口被称为“中华第一商圈”。1929年，这里就被
规划成商业区，在那个时局动荡的年代，新街口就率先
向现代化迈出了一步。作为南京的象征，孙中山先生威
风凛凛的铜像屹立在广场中央，周围分布着德基广场、
南京新百等购物场所，同时还有数家报社、戏院、银行
等，是个不折不扣的金融中心。论营业额和火爆程度，
新街口常年处于北京的王府井和上海的南京路之上，成
为中国各大商区之首。

现代化的城市永远不缺热闹的商业圈，滋养城市的
文化空间就显得尤为珍贵。先锋书店作为南京的一张
文化名片，已有 20 余年的历史，在江苏有十几家店面。
五台山总店已是南京一道不容错过的文化风景——工
业化设计的门脸十分显眼，两旁生长着茂盛的灌木，缓
缓的下坡通往藏在山洞里一般的书店。这个隐蔽在城
市之下的文化空间，给人们提供了汲取、沉淀或放空的
自由。

南京就是这样一座既古典又时尚、既纯粹又博识的
城市。它从不惧怕将经历过的一切展现出来，在博物馆
里，也在平凡生活里，既不沉重也不单薄。行 天 下行 天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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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新庄

走好农旅融合路
王艳钧

红色新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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瑶里“慢”时光
钱国宏

百鸟齐飞芦苇荡 杨 斌摄

湿地风光 杨 斌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