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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花不会因为疫情肆虐而放
慢盛开的脚步，这个春天，它开
得更加艳丽，灿若云霞，美如壮
锦，如同给大地披上了粉红色的
婚纱。中国的疫情逐渐得到控
制，人们的脚步迈向了春天，踏
青、赏花，回归自然。

位于北京南部的河北永清，
有 着 20 万 亩 地 的 桃 园 。 这 几
日，满园姹紫嫣红，远远望去，
似天上遗落的一大片朝霞。粉红
的娇美、深红的香艳、浅紫的妩
媚，一丝丝红色的花蕊顶着嫩黄
色的尖尖，调皮地探出头。一阵
风吹来，朵朵桃花就像一只只花
蝴蝶，扑打着翅膀，翩翩起舞。
一时间，赏花的，采花的，都陶
醉在这片桃园花海中。

朵朵桃花结硕果

桃花，与中华民族的文化有
着深厚的渊源。古代，人们就用
粉艳艳的桃花、丰满鲜美的桃
实、青葱茂盛的桃叶来比喻新婚
夫妇的美好生活，祝福他们的爱
情像桃花般绚丽，桃树般长青。
桃花开启了人们的幸福生活，桃
花有运，人生幸福，一年美好时
光自此而来：“桃花水到报平
渠，喜动新流见跃鱼”。

一树桃花千万朵。一棵树冠
直径 8米的桃树，每年开花可达
2 万朵甚至更多。这么多花儿不
可能都结成果实，所以就要“疏
花”，也就有了“一树花半树
果，半树花一树果”之说。园丁
们在花儿盛开时疏除树体上的弱

树枝，缩剪细长串花枝，破除部
分中长果枝花。

被疏下来的鲜花自有用处，
晾晒干，成为中药厂家的制药材
料，成为日化厂家生产美容产品
的宝贝。看似是园丁在破坏满园
桃花春色，实则是在让果实更加
丰硕。

满眼的桃花，更意味着将有
累累硕果。待到夏秋季节，长达
6 个月的时间里，人们可以享受
各种时令、不同地域的鲜桃。桃
子在中国又被称为仙桃和寿果，
象征着幸福美满。“玉井莲花十
丈开，瑶池桃子千年熟”“别种

蟠桃子，千年一度红”，足见人
们对桃的喜爱和珍视。

一季芬芳苦熬夏，满树鲜桃
有泪花。桃花泪，就是桃胶，是
桃树树皮分泌出来的红褐色或黄
褐色胶状物质。桃胶含有碳水化
合物、脂肪、蛋白质和植物胶原
蛋白，营养丰富。将这些分泌物
从树皮上剥下来晾干就是原桃
胶，可以入中药，也可以简单加
工后食用。桃胶在食品中可以起
到增稠、乳化、凝固等效果，在
化工、医药、化妆品、印染等行
业也有广泛应用。

“春云暖雨桃胶香，调兰抹
麝试新妆。岂无膏沐污颜色，思
此佳人日断肠。”没有桃胶护
肤，美人都会断肠了，可见古人
已经懂得如何利用桃胶了。

从 4 月份开始，就可以收集
树上的桃胶了，在永清桃园，每
年都可以收割100万斤干胶。

小桃核有大天地

古人以桃木为仙木。桃木
在中国民间文化中有着重要地
位。最早的春联都是用桃木板
做的，又称桃符，“千门万户曈
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说的
就是新年来临，人们用新的桃
木写春联。

千百年来，桃木有镇灾辟邪
之说。桃者，五木之精也，故压
伏邪气者也。李时珍曾在《本草
纲目》中写到“桃味辛气恶，故
能厌邪气，蚊虫避之。”

如今，人们用桃木制作了种
类繁多的工艺品。在永清核雕产
业园里，单桃木剑就有 300 多个
品种。

1971年，著名工艺大师杨恩
歧开创永清核雕，经过 40 余年
的长足发展，永清成为全国有名
的核雕之乡。目前永清域内共拥
有各类核雕企业、工作室、个体
作坊 1500 余家，以别古庄镇最
为集中，达到 800 余家；创作型
微雕艺术人才数千人，相关从业
人员达 4 万余人。2016 年，“永
清核雕”被列入河北省第六批非
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近年来，永清县高度重视核
雕产业发展，现有 40 多位核雕
名家在此设立了工作室，永清已
成为中国北方重要的核雕创作中
心和销售基地。

如今，永清核雕逐步形成鲜
明的冀派风格，与苏作、广作核
雕艺术渐成鼎足之势。永清核雕
原材料的 1/3 就来自于该县的这
20万亩桃园。

每到夏季，被冰雹砸落、大
风吹落、虫子蛀落的果实不在少

数，桃园主人任其在树下腐烂变
质，成为桃泥。经过一冬的寒冷
和风雪侵蚀，夏天掉落的桃子只
剩下一个个桃核，这个时候的桃
核质地更加坚硬，是核雕的最好
材料。再到春暖花开时，附近村
庄的老人们就在桃树下捡拾这些
桃核，卖给核雕的厂家。

桃 核 被 雕 刻 后 能 量 不 凡 。
一枚小小的桃核可以雕刻成千
百种图案和饰品。桃核不大，
小巧玲珑，泛着丝丝的紫红，
如同隐隐约约的流水在上面涌
动。将桃串戴在手上，能在不
经意间按摩腕上穴位，从而达
到调节气血的作用。

那些在树上被摘下的桃子，
制作桃罐头后剩下的桃核，卖给
干果烘焙厂家，能制成各种美味
干果，轻轻一咬，那脆生的桃仁
满嘴香气。

开启幸福好生活

桃树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
关，它把所有都贡献给了我们。
从春到秋，它都带给人们收获，
所以被称为吉祥树、发财树。一
棵成熟的桃树，连果带胶，连花
带核，年产值能有千余元。

永清的几十万亩桃园拉动了
近十个相关产业的发展，带动了
20万人就业。人们借此开发了乡
村旅游，建起了树胶收割加工基
地、桃花中药收购站、建起水果
加工厂、干果烘烤作坊。别古庄
镇仅核雕产业的年产值就高达60
亿元。

一曲 《在那桃花盛开的地
方》，美了京南，美了永清。桃
花映红了姑娘们的脸庞，映红了
今日幸福的生活。每年春天，永
清吸引着北京、天津等附近城市
的游客前来赏花；夏秋季节，游
客因为永清桃园品种多、农家乐
服务好更是蜂拥而至。

永清，这个传统的农业大
县，如今已经变成了人美花靓的
旅游生态县，开辟了幸福的桃花
产业，写出了一部新时代的《桃
花源记》。

上图：永清县后奕镇石各庄
村桃园

左图：园丁在桃园中劳作
本文图片由张玉宇摄

永清桃花香天下
谭国伦

“在家憋了太久了，
想出门散散心”“戴着口
罩去踏青”……前不久
的清明节是抗疫以来第
一个小长假，许多地区
推出“免费游”提振旅
游市场，多个景区游客
量明显增多。

美团研究院日前发
布的 《2020 年清明节旅
游 消 费 复 苏 大 数 据 报
告》 中显示，今年清明
节小长假期间，国内旅
游 行 业 复 苏 明 显 加 快 ，
本 地 游 、 本 省 游 火 爆 ，

“安心住”“安心玩”受
到游客的青睐。

此前，美团联合超
20 万“安心住”酒店与
民宿和超过 3200 家“安
心玩”景区启动了为期3
个月、覆盖全国超350个
城市的“安心出游节”，
以“安心”促进旅游消
费加速复苏。

安心游之所以为游
客所喜爱，在于其既能
满足大家对走出家门的
渴望，又能保证出游期
间的安全。此外，安心
游更注重改进旅游的服务，这也与大家对提升旅游
体验的需求相契合。

该报告分析指出：清明节期间，“安心住”酒店
间夜量增速是非安心住酒店增速的 1.6 倍，“安心
住”民宿订单涨幅是非安心住房源的 1.7 倍，“安心
玩”景区流量涨幅是非安心玩景区的2.1倍。

事实证明，让游客玩得放心，住得安心，能够
有效提振旅游消费。

安心游是目前旅游业提升服务、塑造口碑的好
方式。受疫情影响，景区没有往日那么多的游客，
可以更好地改善景区服务，探索开发更多让游客喜
爱的旅游项目。

安心游不仅能给游客带来更佳的旅游体验，也
是给统筹复工复产和防控疫情上的一道保险，这也
给旅游消费的可持续提供了必要的保证。

从长远看，安心游也能给未来旅游行业的转型
升级提供宝贵的经验。推出更为便利、人性化的服
务，从单一门票经济到更多聚焦游客的多元化消费
场景，目前的许多尝试将在今后发挥更大的作用。

随着疫情防控形势日渐向好，可以预见，将会
有越来越多的人出游。为了确保旅游景区安全有序
开放，让游客玩得更安心，文化和旅游部、国家卫
生健康委不久前联合印发了 《关于做好旅游景区疫
情防控和安全有序开放工作的通知》，其中明确指
出，疫情防控期间，旅游景区只开放室外区域，室
内场所暂不开放，接待游客量不得超过核定最大承
载量的 30%，收费景区在实施临时性优惠政策前要
做好评估，防止客流量超限。

所有措施的核心要义，就是要保证旅游的健康
安全。景区实现复工复产和防控疫情并不矛盾。实
现安心游需要景区更加用心的努力，针对景区出入
口、候车区等容易
拥堵的节点，可以
进 一 步 优 化 管 理 ，
让安心游成为旅游
消费复苏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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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漫笔

每年清明节后的第二天，是江苏
泰州溱潼古镇举办会船节的日子。我
早就听闻“溱潼会船甲天下”，据
说，举办当日，数千亩的溱湖水面之
上千舟云集、万篙林立，蔚为壮观。

今年，我应朋友之邀，来到溱
潼，一路上春风拂面，虽然温度不是
很高，但仍能闻到空气中春天的味
道。一踏进溱潼古镇，特有的湿漉漉
的清新空气扑面而来，道路两旁的绿
植长得郁郁葱葱，各种鲜花竞相开
放，争奇斗艳。

不一会儿，眼界大为开阔，一片
超大的水域映入眼帘，湖水清澈，一
望无际，傍晚的夕阳洒在湖面上，波
光粼粼。偶尔有水鸟掠过一湖春水，
留下一串涟漪，令人心旷神怡，物我
两忘。低头看看湖面，水草丰茂，一
群群小鱼成群结队地自由徜徉。

踏上游船，向岸上看去，湖岸边
大红色的 2019 年溱潼会船节的巨型
广告牌仍然醒目，提醒人们去年这里
举办过一场大型的会船节。

史载，南宋期间，抗金名将岳飞
任泰州镇抚使兼知泰州，利用水乡优
势领兵抗金，山东义士张荣、贾虎带
兵前来投奔岳家军，在溱潼遭遇金
军，力战而亡。溱潼百姓助葬阵亡将
士，并于每年清明节撑篙子船，扫墓
祭奠英魂，久而久之，形成撑会船的
习俗。

正当我憧憬着会船节的宏大场面
时，当地的朋友不无遗憾地告诉我，
因为疫情影响，今年会船节暂停。不
过，溱潼古镇防疫工作做得好，古镇
景区重新向游客开放。

古镇四面环水，青砖黛瓦的建筑
古色古香，园林造景颇有江南名园的
味道，砖石街道和随处可见的砖雕时
刻提醒着游客，千年古镇气场的强大
和富庶。

古镇保持了本真，沿街坐着小板
凳晒太阳的老婆婆，安详自然。镇中
心的小巷幽远曲折，无声地诉说着那
些历史和传说中人物的风云际会。徜
徉其间，远处夕阳西下，近处巷内人
家的古树枝伸出墙，树枝上生出点点
绿芽，春日温暖的阳光洒在生长着苔
藓的砖地上，明暗错落，好一幅春天
的水墨画，让人觉得时光倒流，恍惚
间仿佛一梦千年。

古镇文脉昌盛，清道光年间曾出
过状元李承霖，当代也有一门弟兄三
院士的佳话。八十字的李氏家训言近

旨远，其“诗礼传家、德才报国”的
家学理念跃然纸上。而今百岁老人李
慧芳一手苍劲的柳体书法足见其功力
深厚，家学渊源。

古镇上最为出名的则是那些经历
千年风雨，仍然活力四射的古老植
物，千年老槐树树干已空，但枝繁叶
茂，树冠成荫。绿院垂槐成为“溱潼
八景”之一。而山茶院内的那株八百
年树龄的老茶花树相传种植于南宋晚
期，树干遒劲，朵朵大红的山茶花时
隐时现在郁郁葱葱的绿叶之中，让人
一扫胸中郁闷，心生欢喜，油然而起
敬畏之感，在时光的长河中，人的一
生又是何其短暂。

这些历经千年风雨的老槐树、山
茶王、小叶黄杨顽强地生长，默默注
视着人间年轮的更替和世事的变迁。
这顽强不屈的品格，不正是水乡人民
乃至整个中华民族的精神吗？

春天的水乡一片勃勃生机，处处
盎然，弥漫着的烟火气令人振奋。朋
友说，溱湖物产丰富，湖鲜美味。最
出名的是簖蟹，不过那要等到金秋时
节。我心中不免一动，金秋的季节是
收获的季节，那时的中华大地五谷丰
登，一片祥和。金秋的溱潼一定会更
加美不胜收吧？

下图：2019年溱潼会船节盛况
汤德宏摄 （人民图片）

水乡溱潼满眼春
陈 亮

水乡溱潼满眼春
陈 亮

莺初解语，最是一年春好处。
人间四季，春天最令人赏心悦目。

冰雪消融，溪水潺潺，看到远
山渐绿的颜色，那是春的语言。

草长莺飞，丝绦拂堤，看到枝
头欢乐的雀跃，那是春的呢喃。

这妖娆的春色，不仅养眼，更
养人。中国自古就有在立春之日做
春 盘 ， 吃 春 饼 、 春 卷 ， 曰 “ 咬
春”。一个“咬”字，春便活了，
春天吃进了嘴，也入了心。

“渐觉东风料峭寒，青蒿黄韭
试春盘。”在文人那里，吃春天是
雅趣和才情。

吃春天，才是热爱春天最好
的方式。我们民宿的春天是从主
人和客人一起挖野菜、吃野菜开
始的……

守一处山水人家，温一壶诗酒
禅茶。诗意到骨子里的天津玉石庄
园，是一家治愈系民宿。山水之
间，花前月下，最重要的是时令野
菜 当 家 。 玉 石 庄 园 坐 落 在 国 家
AAAAA 级景区盘山，山清水秀，
一年四季，尤其在春天，野菜种类
极其丰富。

春天，是一个适合咀嚼的季
节。传说中“华佗三试茵陈”的绵
茵陈是护肝的良药，应该算是报春
最早的精灵，在咱家民宿山前山后
到处都是。采回家来，清洗干净，
撒上面粉，放入蒸笼内蒸熟，放
盐、辣椒油和蒜汁搅拌均匀，夹一
筷子放进嘴里，先是淡淡的清香，
瞬间溢满口腔，然后是沙绵的口
感，携带着恰到好处的甜，在舌尖
欢呼雀跃，几乎不用咀嚼，春意便
在口中化开。

“城中桃李愁风雨，春在溪头
荠菜花”。荠菜鲜美，非一般菜蔬
所能比拟。荠菜食用方法多样，或
凉拌、或清炒、或汆汤，简单些，
蘸酱就可以吃，又香又鲜，美味至
极。而荠菜饺子最是一绝，一嘴咬
开，荠菜清香混合着山野间的灵
气，好吃到根本停不下来。很快，
荠菜便开出了小白花，连根拔出

来，煮一锅荠菜鸡蛋，古来民间盛
传“荠菜煮鸡蛋赛仙丹”。

“清明螺，赛肥鹅”。螺蛳是农
家的“鲍鱼”。清明前后，在冬眠
中苏醒的螺蛳，从泥沙中爬了出
来，这时节是吃螺蛳的最佳时令。
在玉石庄园民宿别墅后，有一面神
仙湖，水质好，螺蛳肥，很容易就
能摸一盆，洗干净用蛋清养两天，
可煮可炒。吸田螺讲究爆发力，如
果一下没吸出来，再用力吸也出不
来了，因为螺肉已经卡住，这时候
吸一下尾部复位，再吸正面，螺肉
吸溜一下就冲了出来。

心浮气躁者，吃不得田螺；心
有田园者，得田螺妙趣，轻嘬慢咄
品味时光。

几场春雨过后，山上的香椿树
便开始萌芽了，紫红色的叶片色泽

光亮，在漫山的嫩绿之间显得格外
喜人。香椿的时节性很强，天气好
的话两三天就能长成，多一天就变
老了，所以老话儿说“雨前香椿嫩
如丝，雨后香椿变木质”。谷雨之
前的香椿芽，香气扑鼻，鲜嫩欲
滴。用鸡蛋面糊拖香椿炸香椿鱼儿
是春日餐桌上的时令美食，金黄翠
绿，趁热夹一筷子，又香又脆，整
个春天都包进嘴里了。

从三月的绵茵陈、苦蝶儿，四
月的野蒜、野韭菜、艾草青团，谷
雨前的香椿、榆钱儿，直到五月里
的洋槐花。细细数来，春天的每一
道吃，都吃得满足，无所保留。对
于父辈来说，吃的是生活和应季，
对于我们而言，吃的是对乡村的牵
挂与回望。

上图：玉山庄园民宿风光

到盘山吃春天
郭姝莹文/图

欢迎关注本版微信公众号
“人民日报行天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