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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我的垂髫之年，就知道江苏镇
江有个北固山。少年时代，偶然得到几
页长辈用过的夜大学的讲义，可巧有一
篇是讲宋词的。于是，辛弃疾 《南乡
子》 中的名句“何处望神州？满眼风光
北固楼”就刀刻般印在了脑海中。

然而，机缘难觅。直到花甲之年，
我才有机会到镇江，在北固山头盘桓行
吟，凭吊这座“词山”的名山胜迹。

一

同行的朋友告诉我，北固山的山形
地貌一千年间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原
本站在山顶即可俯瞰长江，可如今，江
岸线退移了很多，真正的江海景观也已
东 移 数 十 里 。 今 人 所 见 的 “ 满 眼 风
光”，早已不是稼轩当年眼中之景。闻
乎此，多少有些怅惘。

北固山的“诗眼”自然是北固楼。
北固楼历史悠久，始建于东晋咸康年
间，在中国历史名楼中，仅比相传建于
东吴黄武二年的黄鹤楼晚一百多年，故
而曾与黄鹤楼、岳阳楼齐名，称“长江
三大名楼”。最早在此留下诗句的名
人，当属南朝梁武帝萧衍，他在大同十
年 （公元 544 年） 登临北固楼，写下一
首 《登北顾楼诗》，其中的几句“南城
连地险，北顾临水侧。深潭下无底，高
岸长不测”一派孤高劲拔气象。据说，
萧衍游山兴起，还挥毫题写“天下第一
江山”，可谓盛赞有加。

然而，身临其境，我不禁困惑，这
实际海拔只有 55.2米的“小山包”缘何
被梁武帝称为“天下第一”呢？疑窦存
乎内心，脚步随山路转。一路上，走过
因刘备招亲而名声大振的甘露寺；走过

由唐代李德裕初建，此后屡毁屡建，又
由石塔改建而成的铁塔；走过高挂着宋
代米芾题匾“天下江山第一楼”的多景
楼；又走过由康有为题写“江山第一
亭”的祭江亭——相传当年孙尚香闻知
丈夫刘备败于东吴逝于白帝，登上此
亭，设奠遥祭，然后投江自尽。一路行
来，竟然有如此众多的“第一”，足见
北固山的非比寻常。不禁想起古人尝
言：“名山自有高处”——那么北固山
的卓异之处，又在哪里呢？

二

伫立楼头，凭栏北眺，秋云净爽，
远目遥岑。朋友说，这样的天气要在早
些年，还能清晰地看到对岸扬州城的平
山堂。不过，山依旧，水依旧，置身江
中的瓜洲岛依旧，一江分隔两岸的大格
局依旧，只要登上北固楼，就是身在江
东最高处了。放眼北望，江天一色，沙
渚层叠，绿树掩映，村舍依稀，楼头塔
影，尽收眼底。我是从对岸的扬州城自
驾而来，心中与江北无隔。然而，当年
的梁武帝又如何呢？他的诗何以题为

《登 北 顾 楼 诗》？ 北 固 楼 亦 是 “ 北 顾
楼”，顾者，看也；北顾者，向北方看
也。当其时也，此山此楼，已是江防前
线，也难怪成为梁武帝江山中的“天下
第一”。

匆匆回溯一下历代诗家描写北固山
的诗词，不难发现：凡是南北统一、长
江无隔的年代，诗人们所写的诗词就很
少有关乎家国之忧思、兴亡之慨叹，如
唐代王湾的 《次北固山下》、张祜的

《题润州李尚书北固新楼》、北宋王安石
的 《泊船瓜洲》。与王安石同时代的曾

巩，在 《甘露寺多景楼》 中还以壮阔的
诗笔，写下了“一川钟呗淮南月，万里
帆樯海餐风”这样视野辽远、境界开张
的句子，说明当时的诗人，就其胸襟眼
界而言，是两岸无隔的。

同样的景致到了大文豪苏东坡手
里，又是怎样的呢？他写多景楼“多情
多感仍多病，多景楼中。尊酒相逢，乐
事回头一笑空。”笔触中虽有“乐事回
头一场空”的叹惋，却看不出半点沉
重。在他眼里，多景楼也好，北固山也
好，不过是一个饮宴观景、醉听琵琶的
好去处。苏东坡写下这首 《采桑子》
时，刚好39岁。

三

88年之后，同样是39岁的陆游来到
北固山。此时此刻，北固山已然是南宋
与金国的对垒之地，陆游的心境自然与
他的几位前辈迥然不同。他在多景楼上
写下一首 《水调歌头》，可谓悲怆慷
慨，壮怀激烈，将眼前这片江山都涂抹
上一层悲怀愁绪——“露沾草，风落
木，岁方秋。使君宏放，谈笑洗尽古今
愁。不见襄阳登览，磨灭游人无数，遗
恨黯难收。叔子独千载，名与汉江流。”

陆游此番登临的25年之后，陈亮也
登临北固。此时的南宋已是一片歌舞升
平，与金国的媾和已被朝野上下视为

“不二之选”。而陈亮却倡言北伐，收复
失地。于是，当他登上北固山，置身多
景楼，积郁的激愤和久蓄的豪情顿时如
江水奔流，一泻千里，写下 《念奴娇·
登多景楼》。词中的“正好长驱，不须
反顾，寻取中流誓”，是何等激昂慷
慨，何等痛快淋漓！

四

真正将北固山推上千古“词山”之
巅 峰 的 ， 当 属 辛 弃 疾 的 “ 北 固 双
璧”——《南乡子·登京口北固亭有
怀》 和 《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前
者写于嘉泰四年 （1204 年），此时的辛
弃疾以65岁高龄出知镇江府，不啻是他
实现北上抗金、统一祖国之梦的最后机
会。对他而言，长江就如同一道“生命
的界河”，把他的人生一劈两半。当年
拼死渡江，不就是为了打回江北，光复
故国么？然而，40多年过去了，深爱的
故土依旧深陷异邦。“何处望神州？满
眼风光北固楼。”北固楼，在他的眼
中、诗中乃至心中，已幻化为一个极富
象征意义的符号：登楼方能向北望，北
望方能见神州！

另一首 《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
古》 也是脍炙人口。孙权、刘裕、刘义
隆……想起这些历史人物，辛弃疾不禁
顾影自叹：“四十三年，望中犹记，烽
火扬州路。”当年那个破浪而来的英武
青年，如今已是白发老者，登楼望去，
那时的“烽火扬州路”，依然历历在目
——这里的一个“望”字，令人思绪绵
绵。这一“望”，激起诗人的满腔豪情
和披襟长啸；也正是这一“望”，才引
发词家对江北“可堪回首”的深深慨
叹。这一“望”，让北固山的独特地位
瞬间凸显，化为一座凝聚着爱国豪情以
及英雄悲叹的天然纪念碑；这一“望”
不仅成就了他的两阙名词，也令北固山
成为一座无可匹敌的千古“词山”。比
之泰岳之雄伟，匡庐之奇秀，黄山之峭
拔，华山之险峻……北固山这个“小山
包”固难望其项背，但是，单就宋词风
韵而言，北固山却是“单项冠军”！

五

“词山”自有吸引词人的独特魅
力。距辛弃疾的“北固双璧”诞生又过
去了 480 年，此时又有一位年轻词人慕

“词山”之名从北地南来——清代的纳
兰性德。

1684年秋，纳兰性德来到镇江，他
自然不肯放过这样一个临山怀古的良
机。他登上北固山，一首 《梦江南·江
南好》脱笔而出。

“江南好，铁瓮古南徐。立马江山千
里目，射蛟风雨百灵趋。北顾更踌躇。”

好一个“北顾更踌躇”，来自北方
的纳兰，站在昔日的南国边境，体味着
他所尊敬的古代词人伫立北望的心境，
是悲是喜是忧是乐，着实一言难尽。

又过了 270 余年，伟人毛泽东挥毫
写下辛弃疾的“北固双璧”。如今，这
两幅书法就高悬在新建的北固楼大厅
里，供后人们驻足静观，神驰遐想……

上图：北固楼在繁花环绕下格外美
丽。 陈 岗摄 （人民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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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雨淅沥中，我们下了长途汽
车。撑开伞，举目四顾，没有行人。古村
落在哪儿？但见村野阡陌，树木葱茏，
却无路标。遂沿一条小路，试探前行。

寒风冷雨中，深一脚浅一脚地
走着，心中不免埋怨自己。网上搜
着个江西省德兴市千年古村海口
村，就鬼使神差地跋涉而来。碰上
雨天，茫茫不知所向。

顺路拐弯，瞥见路口立着人物
雕像，还是“古装官员”。碑刻上
说，这是该村在唐朝时期的第一位
进士董申。在任期间，深受百姓拥
戴，尊儒崇学之风盛行。自其之
后，该村仅董氏家族考中进士者就
多达174人，可谓“进士之乡”。

还未进村，碰上“儒学”，谒见
“进士”。心中升起一点阳光。

踏着泥泞前行，看到三三两两
的人群，在雨中寒暄、握手。旁边
还停着引擎的汽车。显然是在送
别。我快步绕行。

“等一下，书记带咱们去！”妻
子和一中年人跟上来。她说在后面
问路，就有一女士快言快语地一
指：“问他！村里的书记。”

原来刚才送客的是村支书。
书记带路。我喜出望外。
书记朴实随和，相互聊着，就拐

上了一条砂石小道。路边树木葱郁，
一棵棵高大的古木不时撞入眼帘。上
前看标牌，动辄数百年、上千年。

“古樟树在我们村有上百棵，等
会儿你们就能看到最大的一棵。”一
说起自家村镇，书记谈兴愈浓，“我
们这古村有千年文化传承，有古街
弄、古戏台、古码头……江西的第一
位进士董申也出在我们村，就是你们
在村口看见的那座雕像……”

“等等，”我突发联想，“你们村
董姓很多？那你……”

“是，我也姓董，叫董文才。”

说着话，来到了村中，一群人立
马迎了上来。原来他们也来自外地，早
与书记有约，专门来参观古樟树的。但
见管理人员正开启一个大院的门锁，
随即推开了两扇大门——我扭头一
看，一棵巨大的古樟树立马扑入眼帘。

古樟树，主干虽尽显沧桑，枝
叶却蓬蓬勃勃，树冠几及整个院
落，魁伟的身躯，尽显千年古韵。

由上及下，看到树的根部，突
然发现一个大洞。我好奇地跳进
去，环绕踱步，丈量其大，约有 10
平方米。抬头仰望，透着空心的树
干，可见天空。

爬上来，看到书记还在给人们讲
解，说古樟树已经两千多岁了，树干须
由16个成年人手拉手才能合围，而树
根部的洞穴则能容纳80个成年人。关
于古樟树底部的洞穴，据说是2010年
10月的一次火灾所致。古老的樟树在
大火中燃烧了十几个小时，火被扑灭
后，海口人万分痛心，却没想到大樟树

除在根部烧成一个大洞外，第二年竟
又枝繁叶茂，神奇地活下来了。枯树逢
春越长越旺，千年古樟苍劲茂盛。

参观过程中，书记讲起“海口”一
名的来历——因安徽乐安之水，江西
李宅之水和浙江体泉之水在此汇合，
号称“三江归一口”，故得此名。董文才
不但是海口村的书记，还是海口古文
化、古文物保护研究协会的会长，对海
口了解颇深。2006 年，董文才怀着对
古文化研究的一腔热血，创办了德兴
市古文化保护研究协会。十几年来，他
带领当地的古文化爱好者，挖掘、搜
集、整理了海口183名进士的事迹，并
对海口23栋古民居、3条古道及古码
头、古戏台、古樟树等进行了修缮。

返程之际，小雨还在淅沥。我和
妻子撑起伞，正穿街走巷奔车站，手
机忽然响了。是文才。他说刚忙完，要
开车送我们。素昧平生，就待我们如
朋友，令我心里倍感温暖。

下图：千年古樟树

文脉绵长海口村
纪从周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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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子喘着粗气，沿着黑惠江畔
蜿蜒的平甸公路，无数次地左拐右
拐，上坡下坎，终于钻进了被称为

“核桃源”的云南大理洱源县炼铁
乡石城村。

我们爬到一块布满花花绿绿苔
藓、比房子还要高大的花岗石上歇
息，拍照间隙，不时有一对对白衬黑
褂的喜鹊从空中枝头展翅降落，胆大
地在核桃林间来回穿梭，鸣叫嬉戏，
或在泥土里忙碌地捕捉害虫哺育后
代。我脱帽仰望，只见几棵十几米高
的古核桃树，最高处的枝丫上有一堆
堆横七竖八的枯枝。当地朋友告诉
我，那就是“喜鹊窝”。这里的喜鹊一
年比一年多，喜鹊窝也连年增长。最
近几年，白族人眼中的吉祥鸟——喜
鹊，早已把这山清水秀的“核桃源”当
做自己繁衍生息的乐园了。

石城村不仅拥有连片的野生古
核桃树，还有多年来人工培植、嫁
接的核桃树。核桃基地中一山山、
一坡坡的核桃树正抽枝长叶，开花
结果。近年来，当地村民将荒山野
地、乱石滩涂合理利用，种成一块

块绿色的核桃基地。这里的一棵核
桃 树 就 是 村 里 人 的 “ 一 棵 摇 钱
树”，一个核桃基地就是“一个绿
色银行”。村里人就像爱护生命一
样爱护自家的核桃树。即使房前屋
后核桃树的枝丫已伸向场院内，或
已遮挡房墙屋盖，他们也不会轻易
在“肇事”的核桃树上挥刀弄斧。

由于核桃生长周期长、挂果时
间长，一般会在适合的核桃林下套
种其他农作物。即使没有套种农作
物的核桃林地，也没有一块是空闲
着的，不是放养着原生态的土种鸡
鸭鹅，就是原生态的肉牛菜羊。这
样，树梢有飞鸟，树根有鸡鸭，让
林中或爬或飞的害虫无处躲藏，且
无须喷洒刺鼻呛人的农药。杂草、
野花、灌木是家禽牲畜们的鲜嫩美
食，而家禽牲畜的粪便又是核桃树
最好的肥料。共生共荣的生物循环
使得含添加剂的饲料和肥料在这里
无法打开销路。城里人不仅羡慕这

“三坊一照壁”的大别墅和树林中的
“天然氧吧”，还羡慕这里出产的原生
态、纯绿色的大米荞面和果蔬肉食。

走进枝繁叶茂、遮天蔽日的核
桃林深处，只见核桃树下还有去年
秋冬飘落的来不及完全腐化的核桃
枯叶。它们和今春刚凋谢、像黑色
毛毛虫似的核桃花叠在一起，铺在
黑黝黝的泥土之上，静静地在春风
夏雨中化作护树的“春泥”。

当我们沿着由石板和石条铺就
的古道向核桃林高处行进时，友人
兴奋地说，炼铁山区还未通公路之
前，这里盛产的核桃干果和核桃香
油就由当地马帮沿着这条向罗坪山
延伸的“油马古道”，往东爬入彝
族聚居区纸厂坝，再翻越林海茫茫
的苍山西坡，穿过云雾缭绕的花甸
坝，到达繁华热闹的大理喜洲街，
最后由喜洲商帮出口外地。

石城村就这样与核桃紧密相
连，它以核桃树苗绿化村后的荒山
秃岭，以核桃落叶滋润脚下的土
地，以核桃木材制作精美古朴的家
具，以核桃果仁油料发展当地的经
济，以核桃林醉美的风景吸引着天
下避暑的游客。

上图：黑惠江畔 来自图虫创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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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4月中旬起，江城武汉就步入了夏天。帽
子、墨镜、遮阳伞、防晒衣须统统备好，为迎接
炎夏全副武装。

武汉的热，是出了名的，素有长江“三大火
炉”之称。在我刚读大学那会儿，差不多 10 年
前，宿舍还没有装空调。每个房间只有头顶有个
摇头风扇，可吹出来的都是热风，也基本吹不着
自己。为此，我买了个小电扇装在床头。不然，
夜里真没法儿睡着。夏夜蚊虫多，用蚊帐一罩，
若是没有自备的小风扇，感觉就像在蚊帐里蒸桑
拿，胸口闷胀、彻夜难寐。睡不好的夜晚，第二
天上课也昏昏沉沉。眼皮子一不留神没架住，再
醒过来，课桌上全是胳膊肘印下的汗渍。每每这
时，我便格外佩服那些大热天在学校里苦读的人。

因为天热，武汉的高校开学一般比北方晚，大
都拖到9月中上旬。大一新生开学后军训，天气虽没
有七八月那么炎热，但依然凉快不得。站在队伍里，
总能看到前排同学的后背衣裳被汗水浸湿，一块一
块。上午才穿，下午就得换，学校为此给我们一人发
了好几件迷彩短袖，方便换洗。但遇上雨天仍不管
用，洗过的衣服晾不干。队伍里时常出现没有穿迷
彩服的学生。“我……我衣服洗了还没干。”听到学
生略带尴尬的解释，教官哭笑不得，也只好作罢。

夏天的武汉，不论是江汉路、中南路还是解放大
道，正午前后，难见行人。火辣辣的太阳炙烤大地，热
浪翻涌，出门几步，仿佛就要被“火炉”熔化。找实习
那阵，我基本是身穿一件衣服，到面试点再换一件新
的。被湿热黏稠的空气包裹一路，我早已大汗淋漓。
面试完是下班点，太阳已经西斜，这时，躲在住宅、商
场、写字楼里的人，才如蚂蚁般倾巢出动。

白天的武汉被烤得了无生气，只有在夜里，才
鲜活起来。吃烧烤大排档的，跳广场舞的，玩轮滑
的，散步的，沿街卖果汁饮料的……绿豆汤、西瓜
汁、酸梅汤是畅销品，我一口气能喝好几杯。那种底
部沉淀着厚厚绿豆渣的绿豆汤，浓郁甘甜，是我的
至爱。小龙虾、串串香、火锅什么的，生意也非常火
爆，越晚越热闹。吃这些往往不在空调房，在吉庆街
的马路牙子上随意支个桌就行。豆大的汗珠从额
头、两鬓渗出，顺着脸颊流下来，嘴里因为辣而嘘哈
嘘哈个不停。倒也分不清究竟是热出的汗还是辣出
的汗。若是不能吃辣，吃点毛豆、藕带，喝点冰镇啤
酒，也酸爽得很。夏夜的吉庆街上灯火通明，人声鼎
沸，大排档是摆了一排又一排。

除了吃大排档，武汉人在夏天热衷的另一件事
便是游泳。与其说是游泳，倒不如说是消暑更确切。
武汉湖多，蒸发量大，所以武汉的热是湿热，给人感
觉就像置身于笼屉中。此时若能浸在凉爽的湖里泡
一泡，实在快活。在武汉，有十几个湖泊能供人们游
泳。我虽不会游泳，但从宿舍出门50米就是东湖，在
这里散步时我曾见过许多游泳的人。男女老少，成
群结队，有的还带着自家的狗一块儿戏水。

武汉的夏天，给我印象最深的还有公交车。武汉
的公交分为有空调和没空调两种，价格不一样，没空
调的车便宜近一半。尽管如此，当无空调公交驶来
时，我依然选择无视，宁愿在太阳下曝晒，也要等下
一趟空调车。可有一回空调车竟让我足足等了半个
钟头！心中懊恼万分。从那以后，再也不挑车了。

现如今，家家户户以及学校都装上了各式空
调，武汉的夏天早已没那么难熬，但那些属于夏
天和青春的味道永远难忘。每年此时，正是武汉
栀子花开放的时候，芳香馥郁，充盈整个江城。
望着窗外，我又想起了那一片片洁白的栀子花，
想起在栀子花掩映下的火热江城。

江城的夏天江城的夏天
何欣禹何欣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