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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韶关历史悠久。旧石器
时代“马坝人”在这里繁衍生
息，并于新石器晚期形成“石峡
文化”。相传4000多年前舜帝南
巡至此，登山而奏韶乐，山石为
之动容，因此得名“韶”。《论
语·八佾》 曰“子谓 《韶》，‘尽
美矣，又尽善也’”，朱熹注说
“ 《韶》，舜乐。美者，声容之
声。善者，美之实也”。这是

“韶”字地名使用之始。
韶关古称韶州，自西汉元鼎

六年置县以来，足有两千多年历
史，为岭南通往中原的关隘和要
道。韶关地跨珠江和长江两大水
系，境内河流密布，自然资源丰
富，人文景观颇多，“马坝人”
遗址、丹霞山世界地质公园、乳
源大峡谷，“禅宗祖庭”南华禅
寺、“粤人故里”珠玑古巷……
此 外 ， 还 有 重 要 红 色 遗 址 37
处，堪称引人向往的旅游胜地。

梅关古道

梅关古道又称庾岭古驿道，
在秦时即设关。史载唐开元四年
朝廷派遣左拾遗张九龄主事，历
经两年将秦汉小道拓宽，以青石
铺设建成南北通衢。从此，梅关
古道成为海上丝绸之路与陆上丝
绸之路的连接线，在中外经济文
化交流方面起到重要作用。

梅关古道跨越粤赣两省，南
坡北坡全长 8 公里。自广东境内
北上，沿途有夫人庙、六祖寺、衣
钵亭、汤显祖《秋发庾岭》诗碑、苏
轼东坡树……多处古迹犹存。

一路攀行抵达梅关关楼，关
楼由青砖构筑，远望巍峨矗立，
近观关南城楼刻有“岭南第一
关”赭色石匾。关楼两侧有石雕
楹联，上为“梅止行人渴”，下
为“关防暴客来”。暴者不为褒
义，却以“客”谓之，看来此联
颇具粤地古风。

梅关关楼初建于宋代嘉祐年
间，明清两代几经修葺，坚固如
初。穿过关楼拱形通道，回首仰
望关北城楼，赭色石匾镂刻“南
粤雄关”大字，气势雄浑。梅关
关楼地处梅岭山巅。传说梅岭得
名与西汉名将梅鋗有关。梅岭既

是古代战场，也是红色名山，毛
泽东曾经三次率领中国工农红军
经过粤赣交界的梅岭，挺进广东
南雄地区从事革命活动。

当年红军万里长征去，陈毅
留守梅岭坚持三年游击战争，写
下充满革命豪情的 《梅岭三章》
与 《赣南游击词》。革命元勋以
诗言志，以诗抒情，以诗记史。
我等后辈现场拜读，想象当年艰
苦卓绝的战争场景，颇受教益。

登临梅岭，跨进望梅阁，未
逢梅花盛开时节，山间梅树沿坡
而立，铁干风骨蓄势待放。举目
远眺赣南大地，脚踏粤北红色沃
土，两边风景皆好。

城口古镇

走进仁化县城口镇，适逢红
军三大主力胜利会师纪念日，镇
里镇外游客云集，街头巷尾宛若
节日般热闹。这座古镇依山傍
河，还入选了全国 20 个“我心
目中的长征纪念地”。

信步走进小镇，诸多景点的
名字充满“红色基因”：红军街、红
军纪念广场、红军长征粤北纪念
馆、红军宿营地旧址、红五军物资
采购旧址、粤北红色书屋……这
座小镇仿佛装满红军故事。

城口镇河边街，一间店面门
前挂着“仁化县红色革命遗址”
标牌，走进店门发现竟然是间理
发店。

1930 年 10 月，中共城口特
别支部成立，并以“胜一理发
店”名义建立地下交通站，掩护
开展秘密工作，形成从粤北地区
前往江西中央苏区的红色交通
线。1934 年深秋，地下交通站
同志为长征红军带路，协助红军
取得铜鼓岭阻击战胜利，为红军
主力部队突破白军第二道封锁线
做出贡献。

胜一理发店隔壁是间铁匠

铺，当年同为地下交通站，站内
的同志以打铁身份从事秘密工
作。如今，铁匠铺以人物塑像形
式还原当年场景：师徒二人挥锤
打铁，炉火仿佛至今不熄。

小镇的路标指向“广兴栈”
景点，引领游人前往。广兴栈在
城口镇正龙街，临街而设，这座
看似寻常的建筑正是毛泽东曾经
居住的地方。

1934 年 11 月上旬，中国工
农红军离开中央苏区开始长征，
毛泽东随中央军委纵队来到仁化
县城口镇，因病寄宿在进步民主
人士罗新悦经营的广兴栈，那时
广兴栈是城口镇邮政代办所。

红军在城口镇休整七天。粤
北山地深秋寒凉，衣着单薄的红
军战士露宿街道，纪律严明绝不
扰民，让当地民众感受到红军是
穷苦百姓的队伍。

如今，城口镇启动“红色+温
泉+古村”三引擎，依托丰富的红
色文化资源，以红军革命遗址群
为基础，以丹霞丰源温泉度假村
为产业支撑，辅之自然生态美丽

乡村建设，正建成宜居、宜业、宜
游的红色特色旅游目的地。

双峰古寨

见识过开平碉楼、拜访过梅
州围龙屋、参观过永定土楼，来
到仁化县石塘镇“双峰寨”，竟
然不知如何描述这座坚固宏阔的
建筑。叫它石城还是石寨？称它
堡垒还是要塞？只见四周护城河
环绕，巍巍寨楼稳坐其间，跨河
铁索吊桥经年弃用，令人想起

《三国演义》 的高大城池。这个
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远观
有着泰山般的深沉，近瞻有着深
宫般的神秘，有待我们仔细品读。

双峰寨于清光绪年间 （1895
年） 由石塘村李姓族人集资，

“费金三万”，耗时 16 年建成。
时年正值辛亥战争爆发，可以说
双峰寨落成于乱世，因此愈发凸
显它保家护民的实用价值。

这座宏大建筑外形略呈长方
形，围墙高达9米，用青砖混以
糯米、黄糖、石灰浆砌成，连接
四座炮楼，东西两面城墙设有瞭
望台，五层高主楼坐落中轴线位
置，仰望坚固异常。

双峰寨的拱形门洞顶端镶嵌
“保安门”石匾，石刻字迹稍显
斑驳。走进双峰寨大门，看到这
是座高墙围拢的大院落，竟令人
想起古罗马竞技场。

双峰寨内部结构独特。大院
里的四面围墙高处建有走马廊，
形成连接四座炮楼的通道，每隔
数米便有内扇形射击孔，可见其
易守难攻。如今，大院里三口水
井保存完好，北面设有饭堂。经
过讲解得知，当年石塘乡大兴土
木建造石峰寨，主要用于防匪避

险，并非村民日常居住地。
1927 年，双峰寨成为农民

运动的红色堡垒。石塘乡农会组
织村民把大量粮食、煤炭物资运
至寨内，白天练兵，夜晚放哨，
做出持久战的准备。后来，反动
武装包围了双峰寨，驻扎寨内的
700多名军民跟敌人展开激烈的
双峰寨保卫战。一次次粉碎敌人
火攻、炮攻、偷放护城河水等伎
俩，顽强坚守 9 个多月，最终突
围。如今，寨楼墙壁依然可见弹孔
痕迹，记载着战火硝烟的岁月。

由于战争创伤与风雨侵蚀，
石峰寨建筑多有损毁。经过多次
维修养护，终于重现完好无损的
容貌，供后人参观游览。我们居
高临下，沿着走马廊环绕双峰
寨，一边行走一边品鉴这座内部
结构独特的清代建筑，感慨不
已。双峰寨落成于清末民初，原
本用以乱世百姓固守避险。当今
修葺完备，令游人切实体会到和
平年代的珍贵。这正是历史建筑
带给我们的启迪。有道是“建筑是
凝固的音乐”，那乐章奏起于历史
深处，回响于双峰寨的天空。

上图：丹霞山 来自网络
（肖克凡，电影《山楂树之

恋》编剧，现任天津作家协会副
主席、中国作家协会全委会委
员，著有《鼠年》《黑色部落》
《镜中的你和我》等长篇小说、
小说集和散文随笔集等作品）

走 韶 关
肖克凡

时隔两年，我又一次
来到越南下龙湾。

从 友 谊 关 口 岸 出 境 ，
车上姓阮的越南导游信心
满满地说：“越南旅游起步
比新马泰晚十多年，这几
年 驶 入 快 车 道 ， 每 年 以
17%的速度增长，中国游客
起了很大作用。”

车到下龙湾，百余米
的码头游人如潮，与两年
前不可同日而语。对面高
楼林立，一派繁荣景象。
乘船出海，满眼渔船，徜
徉在万顷碧波中。来到早
就被列入世界自然遗产的
下龙湾，眼前便呈现出山
岛林立、星罗棋布、姿态
万千的奇峰，大自然的鬼
斧神工将山石、小岛雕刻
得形状各异，有的如直插
水中的筷子，有的似浮于
水面的大鼎，有的如奔驰
的骏马，有的像争斗的雄
鸡。千奇百态，使人不由
脱口感叹：好一个“海上桂林”！

下龙湾，面积达1500平方公里，有大小3000多个
岛屿。其名称来历有多个传说版本：有人说上天遣神
龙降临北部湾，龙口吐出颗颗龙珠落进海里，化为岩
石，耸立成山；还有人说一群白龙从远方飞来，被这
里的绮丽风光所吸引，从天上下来留在海湾里，白龙
翻腾激浪，化作千姿百态的奇山异岛。这都是美好的
传说。从地理学上看，这里原是欧亚大陆的一部分，
后沉入海中，形成壮美的自然奇观。

港湾船帆林立，岛上游人如织，下龙湾用“旅游
牌”激活了这里沉睡的美。

我们的游船可容纳 40 多人，大家围桌对面而坐。
鸟儿仿佛在做先导，把船引向水域中的岛礁。渔家小
船踏歌而来，如影相随，紧贴游船。船上民歌小调悦
耳动听，船家拿出活鱼、皮皮虾、大海蟹，向我们一
一展示推荐。物美价廉的鱼虾诱得游人踊跃挑选。当
船上的大厨将美食端上来时，人们大快朵颐，真是别
有一番情趣。

不吃不成交。与渔家小船主人交谈后，方知她叫
阿武，说一口还算流利的中文。阿武家住海边一个小
屯，几年前他们学习中国经验开发旅游资源。阿武
说，家里购置了一条船，搞起了养殖场，起早贪黑，
打鱼养虾，不怕吃苦。一些海鲜卖到了外地，一些留
给游客品尝。两三年时间，这个偏僻的小屯变为名副
其实的“旅游小镇”，街道商贾云集，游客络绎不绝。
说到这里，阿武乐得合不拢嘴。

游船在海上行驶，不时靠近岛屿，供游人小憩游
乐。岛上有许多岩洞，难以想象大自然竟把这里雕刻
得如此绚丽。千姿百态的溶柱晶莹剔透，亭亭玉立，
宛若牛郎织女、狮舞龙腾、猴子望月……

上苍的馈赠使下龙湾绮丽的风光俯拾即是，其中
月亮湖是最不可错过的。月亮湖是一个四周皆为垂直
绝壁的封闭海湾，空灵幽闭。游客要进入月亮湖，需
先乘快艇抵达洞口，然后换乘小船划进去参观。入口
处的钟乳石笋倒长着，好一幅原生态的景观，一伸手
便可触及。不过若遇到涨潮，月亮湖就与外界隔离，
游客只能“望月兴叹”了。

进洞后，豁然开朗。四周丛林茂密，湖水碧绿，
别有天地，有人振臂一呼便有回音。这里随处可见自
由自在嬉戏的猴子和乌鸦，他们显然适应了这里的环
境，对人没有一丝畏惧。游人向他们抛出食物，只见
猴子漫不经心，一副无所谓的样子，慢慢走过去，把
食物含在嘴里慢悠悠地吃着。

下龙湾的人和景令人留恋，归来后，它独特的魅
力，让我闭起眼睛仍不断想起。

下
龙
湾
纪
行

梁

冬

姜州是四川省凉山彝族自
治州会东县下的一个镇，G353
国道穿境而过，距县城 24 公
里，自古就是出川入滇的交通
要道。据 《会理州志》 记载，
北宋时期，北方战事频繁，宋
王朝无力南顾，今姜州是云南
大理政权的属地“绛部”治所
所在地，时称“龙纳”。公元
1278年，撤“绛部”，设置“姜
州”，至此得名。

“白墙灰瓦雨如烟，古意石
桥月半弯”。在随后近千年的历
史长河中，“姜州”商贾云集，
皮匠街、麻布街、唐房街，街
街互通；米粮坝、柴草坝、猪
市坝、牛马坝，坝坝相连；肉
铺、酒铺、茶铺，一应俱全，
成为远近闻名的“鱼米之乡”、

南丝绸之路上的重镇。当地纺
织业出产的“姜州小布”名噪
一时，远销昆明和大理。

姜 州 古 镇 的 名 胜 古 迹 很
多，有禹王宫、炎帝宫、武侯
祠、财神庙、南华宫、黑神
庙、城隍庙等，给这片钟灵毓
秀的土地留下了深厚的历史和
人文底蕴。其中，保存较为完
整的有炎帝宫、天主教堂，以
及以“四合五天井”“一正两厢
带跨院”为特点的清代民居建
筑群。

沿着古镇宽宽窄窄的街巷
徜徉，飞檐斗拱的明清建筑，
悠长狭窄的青石小巷……无处
不回荡着历史的回响，诉说着
昔日的繁华。

穿过那段散落在岁月烟尘

中的时光，以“有山有水有乡
愁”为主题的乡村旅游景点
——国家级 AAA 风景区姜州花
湖映入眼帘。

走进姜州花湖景区，但见
四周阡陌纵横，农舍俨然，庄
稼在袒露的黑色沃土上恣肆生
长，绿油油的麦苗随风摇曳……
景区周边，水波澄澈，在一圈
圈柔美的涟漪中荡漾着粼粼波
光；几个错落有致的半岛，犹
如海市蜃楼，在山水交汇处若
隐若现。沿着湖边一路走去，
水天共色，仿佛置身江南水乡。

“没有发展乡村旅游的时
候，我们的生意很惨淡。现
在，过往的游客很多，我们的
生意越来越好。”村民说。随着
乡村旅游产业的兴起，有着百
年历史的姜州米酒、卷粉等地
方特色小吃焕发生机，为群众
致富奔小康注入了强劲活力。

“姜州古镇处于会理、会东
两县交汇的中枢点上，穿镇而
过的宜攀高速建成后，这里将
成为游客旅途中一处靓丽的风
景线！”说起未来的发展前景，
当地人满怀期待和信心。

回望古镇，那段散落在时
空烟尘中的慢时光犹如一颗珠
玉，在乡村振兴的春风中熠熠
生辉。

上图：姜州花湖远眺

诗画田园 阳光姜州
赵海华文/图

已经数不清这是第几次来到福建省
东山县澳角村。对这个依山傍海的村
庄，我总有一种难以言表的情愫。

澳角村位于东山岛东南凸出部，三
面临海，乌礁湾与澳角湾两个月牙形海
湾的沙滩在这里交汇，形成了“X”形的独
特景象，两个海湾一个涛声滚滚，一个温
柔平静，令人感叹大自然的鬼斧神工。

进入澳角渔港，渔港内樯桅林立，
接驳的小舟往来熙攘，细波如鳞的近岸
水面上，渔船整齐地靠着码头养精蓄
锐，静待忙碌的夜幕降临。若是赶上早
上渔船满载而归时，拉鱼的货车、三轮

车穿流，码头上装满箩筐的海蟹、银光
闪闪的带鱼、肥硕的黄翅鱼等海货琳琅
满目，渔民忙着分拣渔获、装载出货。
史载，澳角因澳形似鲎壳，故有“鲎壳
村”之称，渔村与“水族”的渊源可见
一斑。然而昔日澳角村因地处偏远、生
产条件落后，人们生活艰苦。改革开放
后，澳角人以此为契机，兴建渔港，发
展大型钢质渔船和各类水产养殖场、水
产加工企业，这几年更乘上“海鲜电
商”“特色民宿”的东风，使澳角从传
统落后的渔村蜕变成现代富美渔村。

从宽阔平坦的主干道穿过，放眼望
去，巷陌平整，一排排三四层、白砖红

瓦的小洋房鳞次栉比。街头巷尾时常可
见大大小小的渔网，或是铺展在地或是
挤成一团。三三五五渔家女，戴着斗
笠、娴熟地修补着渔网。游客们纷纷举
起相机，定格这特色鲜明的劳动场景。
作为向海而生的村庄，在过去，渔家汉
子在海上搏击风浪，女人们则要编织、
修补渔网贴补家用。东山渔歌 《织网
歌》 里唱到：“阿兄讨海卜迪 （需要）
网 ， 小 妹 刺 网 （织 网） 到 天 光 （天
亮）。”如今，织网在承袭原有功能的同
时，也成了村庄的一道靓丽风景。

漫步于村中的兴海大道，前方正是

澳角湾，村民称为“前江”。天朗气清，可
见海面上的两座奇特岛屿，前面的如猛
虎伏地，色彩分明的裸露岩石恰如身上
的斑纹；身后的小屿则如横卧在海上的
一条巨龙。倘若泛舟环游，则可一睹岛屿
真容。兴海大道边上，有村民运营民宿，
装修清新雅致，洋溢着浓厚的海洋气息。

大道东尽头，便至大肉山山麓的妈
祖文化公园。此处十几株茂盛的榕树遮
天蔽日，伸展出万千条细小的根须，如
孔武有力的巨掌紧抓住光滑的岩石，颀
长的枝条撑开，铺陈出一片翠绿的生
机，鸟雀百啭千声。端详着郁郁葱葱的
榕树群，我不禁思绪翻飞，榕树们在时
光的长河中默默成长，静静地享受着波
影涛声、守望着归帆去棹，我想起这里
的渔民诗人许海钦，几十年来如榕树一
般扎根在这里，坚守着诗歌腹地，又带
动村里的诗歌爱好者、学生，激起持
久、优雅的文学浪花。渔民诗人、渔民
书画家、海柳雕刻家……这个世代耕海
牧渔为生的渔村，因为一群“能文能
武”的人而充满了“文艺范儿”。

始建于明永乐年间的“天后宫”坐
落在榕树群下，面朝大海，庙宇面积不
大，因供奉“妈祖”常年香火旺盛。沿
山麓石阶拾级而上，潮湿的崖壁上花团
锦簇，空气中弥漫着淡淡的芳草清香。
步行数十步到达观景台，居高临下，但
见礁石错落、颜色深浅不一，海浪由远
及近一层推动一层奔涌而来，喷溅起雪
白的泡沫，东坡先生笔下“惊涛拍岸，
卷起千堆雪”大概如此吧。

行程的末尾，在此起彼伏的海浪声
协奏下，村里妇女们演唱起《澳角老婶唱
新歌》：“‘和’字行入咱乡村，精神面貌四
季春。好人好事讲不尽，和气生财财源
滚……”暮色中，再看远处淡如水墨画的
山峦上，发电风车吱悠悠地转着，如架架
巨型的纺车，编织着澳角更甜更美的梦。

上图：澳角村 来自网络

澳
角
村
寻
梦

澳
角
村
寻
梦

刘
建
龙

欢迎关注本版微信公众号
“人民日报行天下”

欢迎关注本版微信公众号
“人民日报行天下”

行 天 下行 天 下

梅
关
古
道

来
自
网
络

肖克凡 郭红松绘肖克凡 郭红松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