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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出青藏高原，进入祁连
山东麓黑山峡谷，在甘肃、宁夏
交界处，有三处分别称之为大
庙、南长滩、北长滩的地方。这
里地处大山深处，历史上长久地
与世隔绝，通电通路是近二三十
年的事情，过去与外界的联系，
靠的是羊皮筏子和马载驴驮。

这三处地方的河畔滩地上，
有先祖留下的几千棵老梨树。其
中南长滩的梨树最为古老，当地
老人说有400多年的历史。生活
在南长滩的百姓拓姓居多，有人
据此考证认为这里的人们是西夏
党项拓跋氏的后裔。

盛开的百年梨园

我第一次去南长滩的时候正
是春暖花开，人间最美四月天。
狭长河谷的农田里，那老梨树盛
大绽放，花朵洁白如飘雪，如跌
浪，如行云，渲染了整条河谷，
妖娆了大山深处的荒凉与沉寂，
惊艳了城里人的眼睛。

秋后再去，那浓荫遮蔽的阔
大树冠里，黄橙橙的果实若隐若
现，似千盏高高挂起的小灯笼，
如万点夜空中闪烁的小星星，照
亮了农人们憨实的笑脸。这个时
候，一架架长长的独杆木梯搭进
树荫里，农人们攀爬而上，猫腰
而进，于是，鲜脆甘甜的香水梨
被一个个摘下来，小心翼翼地存
进了特制的草筐里。然后，这些
梨子会在黄河枯水期到来之前，
乘坐羊皮筏子，沿着黄河顺流东
下，被送到中卫城、银川城、包
头城，于是，整整一个冬春，香水
梨的甘甜，清爽了城里人的味觉。

南长滩村拓守清家屋后的土
山，是观览梨园的最佳位置。眼
前是一幅宽阔而恬静的画面：荒

寂苍凉的远山，穿峡过谷的大
河，狭长河岸台地上的上千亩梨
园，田地里忙碌的农人。

走进梨树林，脚下是松软肥
沃的田地，一条水渠环绕着整座
梨园。看那梨树，生长数百年
了，毫无老态，结实的树皮，合
抱之粗的主干，蓬勃发达的枝
条，浑身都抖擞着强大的生命
力。再看那整座梨园，土地平
整，沟渠纵横，田成畦，树成
行，上面是阔大的树冠，下面是
绿油油的庄稼，互不影响，各自
安好，自成景致。

很显然，较之于平原地带的
杨柳，这里的梨树是倍受人们呵
护的。梨园除草的老人，放下活
计，用手指向黄河上游的河岸
边:“以前那里有个水车，打我
记事起就有，传说四百多年了，
给梨园浇水，全靠了那架水车。
河水被那水车提起，然后沿着河
边的小渠，淌到了梨园。村里人
以前吃的水，也是水车提上来的
黄河水。”老人说的是山里话，完
全不同于中卫方言，但还听得懂。

传来的水车文明

我仔细观察南长滩周边环
境。这里的地形地貌与北长滩和
大庙基本一样，都属黄河冲击形
成的扇形谷地，大山坐落其上，
黄河脚下流淌，而半山腰上，沿
着山脚，顺着山势，是冒着炊烟
的村庄。梨园处在山脚以下、高
出黄河水面一二十米的河畔台地
上，如果没有水车的使用，黄河
水真还上不来，在如此干旱枯焦
的地方，耕种更是不可能的事。

我对水车产生了浓厚的兴
趣。回到城里，查阅方志，拜访
对地方历史有研究的老人，事情

确实和我的判断一样。中卫使用
水车灌溉的历史，是450多年前
的大明王朝，确切地说，明代嘉
靖三十五年，兰州人段续在黄河
岸边仿造水车成功，在之后的一
二十年间，水车技术传入下游的
中卫，自此南长滩开始水车提水
灌溉。村里老人说这里梨树的种
植大概在 400 多年前，这个时
间，恰恰与水车文明从兰州传入
卫宁平原的时间相吻合。

我曾经纠结南长滩人的祖先
是不是西夏灭国时逃难过来的党
项人，现在看来，南长滩梨园栽种
如此的整齐划一，分明是有规划
有设计的集中统一耕种。由此可
以想见，当年最早进入南长滩的
百姓，一定是带着水车文明，有计
划、有组织地来到这个地方的。从
这个意义上看，南长滩最早过来
的，倒不一定是一群避祸逃难的
人，而是一群熟谙农耕文明、精于
为后代子孙谋划的百姓。要不然，
谁能完成这在当年算是高度集约
化、现代化的生产建设过程？

南长滩人的祖先，或许是沿
着黄河顺流而下、有备而来的一
批人。

原生态的力量

盛夏季节，我再次来到南长
滩。这次除了看梨树，还要专程
考察古村落。我们穿过浓荫遮
蔽、凉爽怡人的梨园，沿着盘山
的土路拾级而上，去看那透着几
分神秘的村庄。

这是一处古老的村寨，家家
户户散落在半山腰上。房屋山石
做基，土坯垒墙，草木封顶，泥巴
包裹，屋外，是用乱石垒砌的院墙
和圈舍，还有打在地下的水窖。人
们就生活在这样的屋舍，日出而
作，日落而息，祖祖辈辈，去山下
的引水渠中挑水，在河畔上的梨
园中耕作，钻进大山深处放羊，年
复一年，重复着相同的日子。

这些年，自来水引到了家家
户户，村里也出了不少大学生。
走出大山读书的后生，他们假期
回来，站在村头看那日出日落，
是不是会不同于父祖辈？或许他
们也会品出“大漠孤烟直，长河落
日圆”的意境，或是“朝出沙头日
正红，晚来云起半江中”的诗意？

我们在南长滩留宿一晚。晨
起漫步，残旧斑驳的土石房屋，
原始如迷宫一样的巷陌，三两个
早起放羊的老人。偶尔几声鸡鸣
狗吠，让这大山的深处显得更加
的寂寥和苍凉。眼前，淡淡的乡
愁在晨曦中浮动飘散，浓重的荒
凉感与空旷感在四处弥漫，南长
滩沧桑岁月的故事仿佛就在身旁
的街巷流转，一段接着一段，娓
娓道来，说不尽，道不完，一时
间，我竟不知道自己是活在古代
还是现代。

我再次站在了拓守清家房后
的小山包上。长久凝视脚下的河
谷土地，红日东升，朝辉灿烂，
大河霞光闪烁，梨园生机盎然。

到底是一代代吃苦耐劳的南
长滩人呵护了这些老树，还是这些

历尽沧桑岁月的老梨树，默默地
陪伴了南长滩人，并用它们丰厚
的收成，哺育了这里的子子孙孙？

从南长滩回中卫要在黄河小
观音码头渡河。渡过黄河，回望
南长滩，再看水车遗址，这片古
老的土地有种古而不衰、老而不
败的气势，这股气势来源于南长
滩原始生态的生命力，正是靠着
大自然这股原生态的气势和力
量，这块土地上的人们才得以生
生不息，代代流传。

南长滩人得大自然的恩赐，
靠了自己的智慧和勤劳，在这样
一处与世隔绝的方寸之地生存下
来，繁衍生息。现在，这样一处
得上天眷顾的世外桃源，又以它
溢满河谷的花香，以它荒寂中透
着生机的气势，以它原始古朴的
神秘魅力，吸引城市的人们来此
寻古探幽，康养身心，这，分明
又是大自然的另一种奇迹！

“走咧走咧去宁夏，黄河古道看
梨花，看过一眼再也放不下……”
码头旁，候渡自驾车的歌曲唱得
正起劲，年轻女星热情演绎，一首
西北老歌似乎又有了新的味道。

上图：南长滩百年梨园
左图：梨园寻春
本文图片均为李旭竹摄

宁 夏 长 滩 梨 花 香
李树茂

最早获知武汉，是
从小学课本上唐人崔颢
的诗 《登黄鹤楼》。直到
去年8月武汉成行，我才
圆了30多年的心愿。

亲密接触武汉，自
然从黄鹤楼开始。这红
黄相间的建筑物紧挨长
江，位于蛇山巅，巍峨
耸 立 ， 震 撼 人 心 。 近
看，古楼层叠分明，错
落有致，气势恢宏。四周
则雕梁画栋，飞檐卷翘。

随着如织的游人移
步上楼，咀嚼古今歌咏
黄鹤楼的名作，甚是有
味。凭栏高处，邻近的
武汉长江大桥上火车轰
鸣，宽阔的长江浩浩荡
荡，湛蓝的天空飘着缕
缕白云，楼下台面上几
只“黄鹤”雕塑作引颈
冲天状。

要品读武汉雄浑厚
重的历史，诗意黄鹤楼
显然不够，只有到湖北
省博物馆才能寻得最好答案。

当我们来到博物馆这座高台基、宽屋檐、大坡
面顶的“品”字仿古建筑时，早已观者云集，游人
如织。看来游人的心是相通的。

馆内“天下第一剑”越王勾践剑煜煜生辉，剑
气逼人。悠悠楚风、千古绝响的曾侯乙编钟更是非
欣赏不可的。演奏时，钟磬交错，笛箫争鸣，余音
绕耳。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在武汉观看
了荆楚百年英杰展以及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旧址，
心潮澎湃。历史上，武汉人才辈出，惟楚有材名不
虚传，英雄之城实至名归。

江城夜晚灯火璀璨，也是风情万千。红巷码头登
船后，斜躺在背椅上，江风习习，流水潺潺。两岸灯光
时而孔雀开屏，时而屏气静默，时而天女散花。当“祖
国万岁”四字光耀江岸时，引得满船喝彩。

尽管过了樱花飞舞的季节，但我们还是坐上开
往武汉大学的地铁，逗留在布满蝉鸣的樱树荫下，
感受一下美貌与实力并存的武大。儿子眼中流出如
清泉般的羡慕，我知道这是此次武汉之行最大的收
获：有时，青春是需要通过行万里路来立志的。

为美食选择吉庆街，灵感来自于池莉的小说
《生活秀》。

一到那，市井气息扑面而来，民俗表演应接不
暇，平民排档遍地皆是。在“蔡林记”，叫上心仪已
久的热干面，热腾的面条配上辣萝卜、酸豆角，拌
上酱油、芝麻酱成色增香，吃来劲道干爽、滑溜可
口。再来些豆皮、汤包、武昌鱼，在“火炉”之城
的热季大汗淋漓地畅怀大吃，别有一番滋味。

爱上一个人也许源于一见钟情，喜欢上一座城
也就这么惊鸿几瞥。初来武汉，尽管只是浮光掠
影，但我已渐渐沉醉。

武汉，我还会再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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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

“你们克服重重困难，给
了 我 们 一 个 温 暖 的 家 ！” 日
前，两名滞留在广西壮族自治
区的湖北籍游客发来感谢信，
向南宁市疫情严重地区游客集
中安置酒店——银林山庄表达
深深的感激之情。

1 月 23 日，湖北籍游客李
长江与妻子按原计划前往越南
旅游。正逢疫情暴发，他们无
法返回湖北。这个春节如何
过？李长江夫妇一筹莫展。

关键时刻，李长江夫妇向
广西相关部门寻求帮助。得到
肯定答复后，他们立刻购买机
票，于 1月 29日从越南河内飞
回南宁。

作为第一批入住银林山庄
的湖北籍无发热游客，李长江
夫妇受到了无微不至的照顾。
环境幽静、空气清新的山庄，
科学细致的防护措施，让他们
悬着的心安定下来。

最让他们感动的是，山庄
里为他们提供了优质的食宿。
正餐都是四菜一汤，选用的都
是新鲜食材。每天三餐都有专
人定时送到房间门口，房间里
还准备了时令水果，给大家补
充维生素。

经过数天防护，李长江夫
妇没有出现任何身体不适。2
月 3 日，他与另外十几名武汉
游客，被统一安排至南宁市新

良港大酒店，继续接受医学观
察。结账时，李长江发现，银
林山庄只收取了普通伙食费，
并未收住宿费。

“当所有人都在全力抗击
疫情的时候，广西还为我们这
些普通游客做这么多，真不容
易。”李长江动情地说，“广西，
让我们感受到了家的温暖！”

疫情无情人有情。自新冠
肺炎疫情发生后，广西壮族自
治区文化和旅游厅全面落实党
中央、国务院和自治区党委、
政府的决策部署，把广大游客
群众生命健康放在第一位，众
志成城、全力以赴做好疫情防
控工作。

为了做好湖北籍滞留广西
游客的安置工作，广西文化和
旅游厅第一时间通过官网、微
信、微博等平台发布 《致湖北
游客朋友的一封信》 和 《全区
文化和旅游系统新冠肺炎疫情
防控工作有关事项的重要提
示》，协调各市充分解决湖北
滞留在桂游客遭遇的返回落
地、住宿交通等困难，全力做
好湖北滞留在桂游客的集中安
置工作。

2月3日，广西壮族自治区
文化和旅游厅党组书记、厅长
甘霖来到南宁市菩提山庄，检
查南宁市安置湖北籍滞留游客
工作的落实情况，给入住集中

安置点的湖北籍游客带来壮乡
的关心和温暖。

桂林市阳朔县是全区最早
为湖北籍游客提供定点接待酒
店的县份。在 1月 24号广西启
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 I 级
响应的当晚，阳朔县文广体旅
局就联合相关部门对全县范围
内的湖北籍游客进行摸底，宣
传集中安置政策。通过三天的
努力，基本上把在阳朔旅游的
湖北籍游客集中安置到阳朔县
公园度假酒店。

北海是广西滞留湖北游客
比较多的城市。为了做好防
护，定点酒店做好所有区域消
毒卫生措施，对客人生活垃圾
作专门收集和处理；专门医疗
队进驻酒店，24小时值守，每
天定时为住店客人测量体温，
提供医疗防护服务。“北海一
定会把你们安置好，希望你们
安心住下来，等武汉疫情过去
了再安全回家。”北海市委副
书记、市长蔡锦军的话，让游
客们吃上了“定心丸”。

河池市巴马瑶族自治县从
文化广电体育和旅游局、卫生
健康局等单位抽调13名骨干力
量，成立了酒店集中安置驻点
工作组，执行 24 小时轮班值守
制度，全力做好接待和防护工
作。面对部分游客情绪不稳定
情况，工作组与他们深入沟通
交流，消除顾虑。“来了就是巴
马人，你们都是我们的父老乡
亲。”河池市委常委、巴马瑶族
自治县党委书记王军的话，让
游客朋友感受到了家的温暖。

截至 2 月 5 日，全区 14 个
市和 71 个县 （市） 共有 101 家
酒店作为集中安置酒店，共安
置湖北滞留在桂游客 1416 人，
留下了更多“广西湖北一家
亲”的感人故事。

湖北游客称赞广西湖北游客称赞广西

让我们感受到家的温暖让我们感受到家的温暖
庞革平 李志雄

与大海相依是许多人的梦想和向往。
我生活在青岛，一个众所周知靠海的

城市。我从出生起就呼吸着那淡淡腥味的
海风，这些年家搬得离大海越来越近，放眼
就可以看到浮山湾畔那美丽壮阔的景色。

我喜欢大海，为拥有大海而骄傲。
空闲之余，我很喜欢去青岛小鱼山公

园。这是一座极具古典风格的城市园林，
建在市中心的一座山上，进门后要攀登而
上，走到顶端可以俯瞰四周。这应该是老
城区观景最佳位置了，青岛标志性的美
景——“红瓦绿树，碧海蓝天”，尽收眼底。

山下不远处是人头攒动的汇泉湾。
夏日里的第一海水浴场是人的海洋，成
千上万的泳者，穿着五颜六色的泳装在
大海里，沙滩上，开怀欢笑。人与海的
亲密无间，在这里显现得淋漓尽致。

顺着无际的海面向远处眺望，那里
有许多海湾。那一个个形状各异，大小
不同的湾和岛，星罗密布，犹如散落在
海面上的棋子，又犹如飘散在水中的绸
缎，从空中鸟瞰，别有洞天。

在这里我经常碰到一位穿戴整洁的
老人，独自坐在亭子里喝茶观景。攀谈
方知，三年前老伴患病而逝，留下他孤

独一人，小鱼山公园便成了每天必来之
处，甚至下雨下雪也照来不误。

老人告诉我，看到大海心里的烦事就
渐渐忘了，看到海边欢快的游人，就会感
觉生活如此美好，那温暖带有潮气的海风
吹在脸上，会令他想起小时候在海边玩耍
的日子，想到亲人，不管是离去的还是在
身边的。那海风充满了亲切感，有种特殊
的气味，在别的地方感觉不到。

老人的话勾起我的沉思，一个人喜
欢一个地方绝不仅是熟悉的缘故，更多
的是因为那里有自己想拥有的一切。

我想起每年初秋之际，“开海”的渔船
带着渔民欢快的呼喊声从码头起航，奔向
海湾，驶向大海。活蹦乱跳的螃蟹、大虾一
网网被拖进鱼舱，新鲜诱人，闪着银光的
刀鱼、鲳鱼等在渔网里欢腾跳跃着，仿佛
在为自己的“肥美”歌唱、喝彩。

大海是生命之源，也是美好生活之
本。凡是靠海的地方往往弥漫着只可意
会不可言传的灵气。这些被神话了的

“优势”，常常被生活在大海边的人当做
一种炫耀的“资本”而沾沾自喜。

从小鱼山回眸，一群精致的欧式建
筑群映入眼帘，那些红色瓦顶的建筑里有

中国海洋大学的老校区——有全国唯一
的海洋专业，离它不远处，是中国科学院
海洋研究所和中国水产科学院黄海水产
研究院的院落。如今青岛大地上值得骄傲
的已不光是海洋方面的院校和机构，还有
海洋高端科技研究最大的基地——海洋
试点国家实验室和国家深海基地。

如果有机会走进这些“神秘”的地
方一探究竟，会发现深海探测、载人潜
器等，令人眼花缭乱。

在小鱼山临风凭栏，海风仿佛会把
历史的图卷翻开。春秋战国时期青岛附
近的海域一片繁荣。那座名气虽不大，
历史却久远的琅琊山，在小鱼山的西南
方。两千多年前被称作“海王之国”的
齐国要地就设在琅琊，这是史载最早的
海港。当年秦始皇，汉武帝巡海多次途
经此处，留下了许多神秘的传说；李
白、白居易等文人学士，也都曾登临其
地，书写了一篇篇脍炙人口的诗作。还
有，当年繁荣的海上丝绸之路的起航地
之一，也是这里。

小鱼山的风是柔和的，春暖花开时
节，手捧一杯清茶依偎在“览潮阁”，向
大海深处凝望，常常会发现天水合为一
体，分不清哪是海水哪是天空，那景象
气势而典雅，磅礴而深沉，宁静而震
撼，浩瀚而壮阔，美不胜收。若仔细观
望，或许还会发现白帆点点，桅杆林
立，彩旗飘飘。那是奥帆基地里驶出的
一艘艘帆船，正迎着耀眼的阳光，如白
天鹅般在粼粼碧波中悠然漂泊。

在小鱼山观海望景会充满豪情，许
多人喜欢把目光投向那些乘风破浪，激
流勇进的人民海军舰艇上。

青岛被称作“海军之城”，蓝天，白
云，“海军衫”，构成一道亮丽独特的风
景线，越发让这个时尚而浪漫的城市散
发出魅力无穷的光彩。

“我爱神奇迷人的大海，日夜唱着深
情的歌”，美妙动听的歌声让人产生无限
的遐想，但真正能感受到其无穷魅力
的，应该还是那些生活在大海边的人。

上图：雪后的青岛老城区银装素裹，
宛如童话世界 修相科摄 （人民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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