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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风拂过，荡漾了千百年的大运
河再一次变了装，从冬季的水墨画变
成了明丽的水彩画，运河两岸杨柳
绿。清晨，宽阔的水面在朝阳下闪耀
着金光，往来的船只用汽笛声唤醒运
河边城市新的一天。眼下正是大运河
最美的季节，流动的运河让沿线的每
一座城市变得灵动优雅起来，成为中
国东部一条天然的风光带。

满河流淌着风景

从南至北，大运河连接了浙江、
江苏、安徽、山东、河南、河北、天
津和北京。大运河中段在江苏境内奔
流790公里，如一根鱼骨，串起长江
和淮河，至今依然承担着重要的航运
作用。江苏也成为大运河目前尚在使
用里程最长的省份。今年 1 月 1 日，

《江苏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
于促进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的决定》正
式实施，成为全国首部促进大运河文
化带建设的地方性法规，旨在更好地
发挥大运河的文化引领作用，推进沿
线的生态、经济和社会建设综合发展。

公元前486年，吴王夫差开凿了
从扬州到淮安的“邗沟”，这是大运
河最早的一段河道。2000 多年的历
史悠悠而过，大运河早已融入了江苏
人的血脉。对于许多生长在大运河沿
线的江苏人而言，生活里处处有大运
河的影子：游泳是跟着父辈在大运河
水里“泡”会的，运河边长大的孩子
和汪曾祺一样，“从早到晚，一天没
有看到河水的日子，几乎没有”；春
天的餐桌上，一盘盘碧绿的时令菜，
多半来自运河岸边，有时还有从河中
捕获的鱼虾。就连当地人见面，也常
用“你从河那边来的吗”，开启一段
聊天。运河是当地人心中最醒目的地
理标志。

运河两岸则是运河城市里最柔美
的部分。无论是最南的杭州，还是最
北的北京通州，大运河边的文化广场，
都是市民爱去的游憩场所。3 月初，
杭州境内大运河边的游步道旁，紫色
的二月兰开了，就如季羡林所写，“和
风一吹拂，便绽开了小花；最初只有一
朵，两朵，几朵。但是一转眼，在一夜
间，就能变成百朵，千朵，万朵”。3月
中旬的一个周末，记者在北京通州的
运河公园里已见春色满园，春花、柳
条、河水，相映成趣，孩子踩着滑板经
过，留下一串笑声。

两岸生活气息浓

少时，我的家就在大运河北岸，
春天的午后，我常和小伙伴相约去运
河边踏青，采野花、野果，沿河堤追
逐嬉戏，玩累了，索性坐在河岸边，
看着一艘艘水泥船或是渔船，或快或
慢地从我们面前驶过，猜想它们运载
着什么，船上的人们怎样生活，争论
着这些船最终将停靠在大运河上的哪
座城市。大运河的脉络，让年少的我
们对中国地理有了最初的认知。

有河就有桥，一桥跨两岸，城市
便成为更加紧密的整体。每一座运河
沿线的城市都有数座与运河相关的
桥，桥是当地人穿梭的途径，经年累
月，终成为与运河共存的风景。

杭州拱宸桥矗立在大运河南头，
那一带自古便是繁华之地，诞生了杭
州第一家戏院、第一家电影院、第一
张报纸，如今依然是杭州重要的地
标。拱宸桥西的历史街区是“没有围
墙的博物馆”核心区，桥东是拱墅区
的政治、商贸、文化中心，现代而时
尚。2019年6月，改造后的江苏省淮
安市新大运河桥通车，当地市民纷纷
前往欣赏其夜色下的风姿。这座始建
于 1960 年的桥，陪伴了几代淮安
人，沿桥散步曾是许多市民夏季纳凉
的选择。漂泊在外的淮安人，每每提
及这座桥，总是备感亲切。山东聊城
境内唯一的一座廊桥跨越在大运河
上，犹如运河上一根柔美的腰带，桥
上黛瓦朱柱，廊内雕梁画栋，成为当
地展现运河文化的窗口。

3月22日，“世界水日”，大运河
江苏扬州段上，货船穿梭往来，一派
繁忙景象。河岸边的公园里，当地市
民正惬意地感受春光。运河两岸的人
们正有条不紊地为生活忙碌着。

东部最美自驾线

如今，自驾游的旅行方式越发受
到人们的青睐，如何选择线路却常成
为人们的困扰。事实上，古人早已为
我们做好了规划。京杭大运河无疑是
中国东部最有魅力的自驾线路。不仅
因为它纵贯南北，沿途可见不同风
物，更是因为它是一条活着的运河，

沿运河自驾，看到的不仅是千百年的
历史，还有今日中国。

2010 年，自驾游爱好者于明先
便已尝试过一次“运河之旅”。“从杭
州出发，我们经过繁华的都市，也穿
过静谧的农村，我见过雨中的运河与
航 船 ， 也 从 泊 岸 的 渔 船 上 买 过 鱼
虾。”于明先告诉记者，车行路上，
一边是运河，一边是路旁的人家，像
是行驶在中国画里，这种体验不是别
处可以提供的。“在一些省份，为了跨
过运河，我开着车坐轮渡，身旁是当地
居民，他们每天都要乘轮渡过河，那
一刻，我觉得自己成了当地人。”

2014 年，大运河申遗成功，于
明先开始更多地关注运河文化。从古
至今，单是与运河相关的文学作品就
有许多。唐天宝年间，张继在大运河
的孤舟上写下《枫桥夜泊》：“月落乌
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姑苏城
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只有
两首诗传世的唐代诗人韦建曾作诗描
绘大运河畔江苏小城盱眙的景色：

“泊舟淮水次，霜降夕流清。夜久潮
侵岸，天寒月近城。平沙依雁宿，候
馆听鸡鸣。乡国云霄外，谁堪羁旅
情。”北宋诗人王禹偁的很多诗篇都
描绘了运河景象：“江南江北接王
畿，漕船帆樯去似飞。”

现在，于明先的女儿已读小学，
每天，父女俩都会一同背诵古诗。

“我有一个想法，今年暑假，带着女
儿沿大运河自驾游，这一次，我们要
跟着古诗游大运河。”

左边是山，右边是山，跟前是山；是
松，是柏，是杉，是树的世界，是花的海
洋。左边有梅花，樱桃花，右边有玉兰，
山杏花。有客乘车来，有客健步来，心近
山涧客，趣为沟谷溪水鸣。

这里是北京樱桃沟。樱桃沟位于寿安
山西麓，背靠西山，胸怀京城。明代，山
涧两边遍植樱桃树，樱桃若繁星点点，在山
野沟坝林中闪动。如今，樱桃树已不复当
年盛况，但地名流传至今。进入樱桃沟，有
淙淙溪流从岩石中涌出，汇成山泉清流，漫
圆石过花丛，浸润钻天水杉林地，一路欢
歌，冲破岩崖，碎入深潭，聚成大大小小
的湖泊，倒映出青山绿树繁花。

沟里除了樱桃之外，还有杏桃、迎
春、海棠、牡丹、芍药等花卉，依时节次
第开放，只见山花烂漫，溪水潺潺，宛若
世外桃源。

春日水边两岸的野桃花，若白云盛开
在山坡上。一团团洁白云霞夹裹的樱桃
沟，入口处有“寿安山”三个大字，刻凿
在巨大山岩壁上。近前细看，是当代著名
书法家舒同的真迹。据说这山岩很有来
头，原是巨大无比的护涧石，没有胆量和
智慧的人，到石前见门难入内。清代孙承
泽在 《天府广记》 中写道：“谷口甚狭，
乔木荫之，有碣曰退谷。谷中小亭翼然，
曰退翁亭，亭前水可流觞。东上则石门巍
然，曰烟霞窟。”

时间的冰霜雪雨，风化了巨岩的棱角，
磨平了关隘的险峻，今日山路平实宽敞，任
人休闲往返漫步。我到之时，正是春季樱
桃树先开花后长叶的妙季，花色红白相间
绽苞而放。山下梅园里迎春梅、美人梅、丰
后梅与之争芳斗艳，“借暖冲寒不用媒，匀
朱匀粉最先来。玉梅一见怜痴小，教向傍
边自在开。”宋人范成大的诗句，在梅香樱
开的林地中，读来更有韵味。

历史悠久的樱桃沟，景点众多，历代建
有隆教寺、圆通寺、普济寺、五华观、广慧庵
等寺观，现存有隆教寺、五华观、广慧庵等
寺观遗址，还有鹿岩精舍、如笠亭、白鹿岩、
石上松、元宝石、水源头和“一二·九”运动
纪念亭等景点供游客参观。声名远扬的卧
佛寺，也在这沟壑里静卧。

常客看旧景，美景熟地，一切景物已

了然于心。最吸引我的是樱桃沟里的水杉
树，这里的水杉树已有近50年历史。我在
笔直向天的林中行，隔栈桥护栏望杉木，
树长山岩泥沙中，根须向四方扩展延伸，
相互交织在一起，有的如姑娘发辫，彼此
交替压须入地；有的如办公座椅三角铁脚，
稳稳抓进黑岩堆中；有的如缠绵恋人，在溪
水、圆石、花草中散步。

水杉是中国的古树种，那棵 600 余年
水杉王，在江南的利川田冲里。当年植物
学家大胆创新实践，利用樱桃沟的沟域小
环境试种出今日这片水杉森林。粗壮挺拔
的水杉树，皮黑如生铁，枝绿同碧玉。水
杉在这北国的山沟里开枝散叶，生长出一
片天地，一沟自然的风景。

樱桃沟除了水杉闻名中外，在史学
界、文学界最引人注目的话题是，生活在

“茅椽蓬牖，瓦灶绳床”中的曹雪芹，在
寂寞樱桃沟里写出了“中国文学史上最伟

大而又最复杂的作品”《红楼梦》。文学名
著创作之处的避暑胜地樱桃沟，双名传
扬，引得游人流连忘返。

天下叫樱桃沟的地方不止一处，北京
的樱桃沟独有魅力，它是自然的樱桃沟，
文化的樱桃沟，历史的樱桃沟。“水流心
不竞，云在意俱迟。”水杉，古松，古
柏；水源头，白鹿岩，元宝石；水涧溪，
曹雪芹，《红楼梦》……樱桃沟里风光好。

图为春到樱桃沟。

阳春三月，正是“百般红紫斗
芳菲”的时节。利用周末闲暇，我
回到闽南老家，走进有着560年历
史的埭美村。

白墙红瓦燕尾脊，砖石墙面九
宫体。小桥流水映古榕，蜿蜒水路
自幽深。这是一个坐落于海上丝绸
之路重要节点九龙江南溪河畔的

“水上村庄”，它始建于明朝景泰年
间，拥有闽南龙海市现存最大、保
存最完整的“红砖瓦系”古民居。

古村四面绕水，从空中俯瞰，
村庄宛若一座漂浮在水中的小岛，
呈中轴对称排列，按多层进深、前
排横向、后排对准，依次建造，错
落有致，别具一格。

走过廊桥，可见几棵 300 多年
的古榕树，树荫下，几位老者摆开棋
局，鏖战正酣，不时有村民或游客立
足围观，一同体会他们的悠闲自在。

据当地村民介绍，村里保存了
49 座明清时期的古建筑，建筑体
系为“九宫建筑”，即前排横向建
造9座古厝，后排再对准前排依次
向后建造，古厝旁边还附带着纵向
排列的三排“护厝”（偏房）。

据介绍，“九宫建筑”体系须
有显赫背景的家族才能建造，埭美
村为陈姓聚居地，由“开漳圣王”
陈元光的后裔开基，此后便立下祖
训：“房屋建制不逾祖制。”后代建
房需在规定基地开建，统一大小，
统一朝向，统一高度。淳朴的村民
将祖训执行至今，成就了今天的

“闽南第一村”，埭美村还获得了第
六批中国历史文化名村、第三批中
国传统村落称号。

走进古朴的巷子，可见清一色
的红瓦白墙，地面由红色四开平面

砖和规格相同的青石条铺就，砖缝
间隙“径草踏还生”，不失点缀，
别具韵味。窄巷幽深，历经500多
年，古老的红砖埕道依然鲜红，古
墙斑驳但不残缺，老屋留下的痕迹
见证了历史的古老与深邃。古榕、
古井、古道以及技艺精湛的木雕、
砖雕、泥塑等都透露着闽南古厝的
独特神韵。

古村的对岸有一小青山葱翠耸
立，岸上不时有挑着扁担的村民走
过，远处隐约可见老农牵着黄牛
前行，溪里水鸭嬉戏。行人的走动
不时惊扰到在水草里觅食的白鹭，
它们旋即“噗噗”拍着翅膀飞到空
中，盘旋一会儿后再次钻进水草

中，或停在榕树上。
古村的西北角，一位精神矍铄

的大娘正推着磨，不时地舀起一小
勺白米放进石磨，稠稠的米浆慢慢
流出。“这是锅边糊的原料，得用
心磨细才好吃，再添上喜欢的辅
料，比如大肠、卤蛋、油条……”
在这里，你也可以体验一把打麻
糍，或和孩子一同推石磨、磨米
浆、制作锅边糊等。我对大娘说，
你可以搞个体验项目呀，淳朴的她
回答，哪能让别人帮我们干活还要
收人家的钱呢？

落日洒下余晖，我停下脚步，
再次回头看村里的古榕，无比留恋
这里闲适安宁的田园风光。待到再
有闲暇，我一定要再来倾听潺潺流
水，驻足观鹭，看水乡丽景；或者
找一位老乡闲聊，他们会热情地泡
上一壶铁观音，伴着那缕缕茶香，
给我讲述村庄的故事。

上图：航拍埭美村。
龙 闻摄

在青山绿水的映衬下，安徽省含山县
林头镇青龙村景色宜人。“村边森林化、
村内园林化、道路林荫化、庭院花果化”
的目标正逐步成为现实。

青龙村是安徽省苗木花卉村，苗木花
卉种植已有60多年历史，村里苗木种植面
积达 5000 多亩，从“种绿色”到“卖绿

色”，如今，该村苗木销售年收入近千万
元，同时还提供就业岗位 600 余个，带动
当地村民户均增收 2000 元以上。2019 年
底，该村 53户 122名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全
部脱贫，产业扶贫质量全面提升。图为
2020年3月20日航拍的安徽省含山县林头
镇青龙村风光。

春游大运河
本报记者 尹 婕

京杭大运河上的杭州拱宸桥流光溢彩，夜色美丽。 （人民图片）

京杭大运河沿线的江苏宿迁港。 仲崇亮摄 （人民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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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含山：

种苗种花种春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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