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

月

23

日上午，上饶籍知名作家傅菲

新书分享会在上饶市图书馆成功举行。 分

享会由市委宣传部、市文广新旅局、上饶市

文联主办，市作协、市图书馆、市文化馆承

办。 知名作家、省作协驻会副主席江子出席

分享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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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名热心读者参与了现场分

享， 倾听作家江子对傅菲作品的解读和作

者傅菲的创作感受，并进行了现场互动。

“赣东北大地上结出的一个硕

大的结实的美味的瓜”

此次分享会上傅菲带来了《 河边生起

炊烟》《 木与刀》《 我们忧伤的身体》三本新

书，与读者进行分享交流。

“ 傅菲是赣东北大地上结出的一个硕

大的结实的美味的瓜。他是获得三毛散文

集大奖、年发表量最多之一、年有效出版

最多之一、 具有明显文本辨识度的散文

家，是当代最具影响力的作家。 ”知名作

家、省作协驻会副主席江子首先分享了他

对傅菲散文的感受。

他从四个方面勾画了傅菲作品的特

点，还谈到了江西散文作家和上饶散文作

家的创作现状。 江子认为，傅菲的散文创

作有着自己的特点。“ 他写的是故乡之书，

他一直在写故乡饶北河，他因此成为有根

据地的写作者；他写的是大地之书，他的

作品充满了大地意识，他不厌其烦地写到

植物的气息，大地的声响；他写的是命运

之书，他写了无数的底层人物，写他们的

情感、命运，体现了他对底层人物的尊重；

他的作品有着驳杂的艺术质地， 诗歌，小

说，戏剧等表现手法的运用，散点透视的

结构，忧伤的情感基调，使他的散文充满

了艺术的张力。 ”

江子认为傅菲的散文创作有着重要

的意义：“ 傅菲散文在江西散文创作中具

有典型性。 他的创作不是一个人，是一个

群体，是这个群体中的卓越代表。 江西散

文文脉绵长，傅菲是上饶散文创作集大成

者，像一个蓄水池，带着这块土地的文化

因子写出属于他自己的优秀作品。 ”

“他的作品具有史诗性。 ”

在分享会上，众读者、好友纷纷上台进

行分享、交流，从不同角度讲述了傅菲的成

长、傅菲作品的影响以及对傅菲的祝愿。

“ 在作家的身边有一条河是一件很幸

福的事， 傅菲的作品书写了饶北河流域，

书写了那么多的乡间往事，那些数百个人

物，都是非常真实的，就是生活在我们身

边的人。 ”上饶散文作家夏磊认为傅菲的

散文具有史诗性。

“ 好的作家笔下总是有这三种情怀：

悲悯之心、大道之心、天地之心，傅菲的散

文正是具有这三种情怀。他总是用俯瞰的

眼光，俯瞰大地，俯瞰众生，用一种诗意的

语言进行描述。”知名诗人、上饶县原文联

主席郑渭波，希望傅菲能为饶北河为上饶

留下更多优秀的作品。

“ 我们枫林村的半山腰上，有一间小

小的学校，一面墙上孩子们写下：‘ 让我们

向傅菲老师学习，成为像他一样的人’。 ”

郑坊中心小学校长林小英谈及校园里的

这件事让人动容，她说：“ 文学对教育而言

有着重要的意义， 傅菲的散文有灵性、有

精神、有众生，对校园里成长的孩子也有

着重要的影响。 ”

“ 上饶需要傅菲这样在全省、在全国

叫得响的旗手式作家，召唤更多的文学爱

好者向文学阵地发起冲锋；上饶文学爱好

者也感谢身边有傅菲这样的文学导师；上

饶需要傅菲这样的时代记录者，像古代的

采诗官一样， 留住了时代生活、 乡村文

化。 ”广丰光阴文化促进会负责人刘诗良

这样评价傅菲。 同时他还建议傅菲在主

题、题材选择上，偶尔能从饶北河、枫林荡

开，多出各种文艺形式的优秀作品。

“希望把饶北河和枫林村的生

活状态用文字记录下来”

作家傅菲出生于上饶县郑坊镇，是当

下散文界的重要作家之一，已出版《 河边

生起炊烟》《 木与刀》《 我们忧伤的身体》等

散文作品

16

部。

2006

年，散文集《 屋顶上

的河流》 入选“

21

世纪中华文学之星”；

2017

年被江西省文学研究所评为“

2016

年度江西最具影响力作家”；获《 奔流》《 滇

池》等刊物年度奖；

2019

年，散文集《 故物

永生》获第二届三毛散文奖散文集大奖。

一直以来， 傅菲的乡村散文写作，在

中国散文界备受关注，他笔下的“ 饶北河”

“ 枫林村”已成为中国散文界的文化符号。

在分享会上， 傅菲简略回顾了他的写作

史，介绍了他的饶北河题材系列散文集。

2002

年， 傅菲开始从事散文写作，处

女作《 露水里的村庄》刊发于

2002

年

8

期

《 人民文学》，此后受到广泛关注。

2008

年，

出版散文集《 南方的忧郁》，以故乡饶北河

为“ 文学根据地”，写一条河流的百年史和

芸芸众生。 他的故乡上饶县郑坊镇枫林村，

以及饶北河流域是他主要的写作领域。 他

的作品关注自然、体察人情、语言诗性，充

盈着强烈的生命意识和悲悯情怀。 他怀着

要写出生养自己的村庄的“ 百年史” 的理

想，竭力要为故乡留下文字素描，写河流山

川、写草木菜蔬、写人情人性，以历史的眼

光记录饶北河流域的发展和变迁。

“ 希望把饶北河和枫林村的生活状态

用文字记录下来，形成一种质朴的、原生

态的民间历史记录。”傅菲的笔下，不仅写

饶北河的风物、习俗和生活，还写了大量

以枫林村为代表的南方乡村的人物，到现

在已经写了

200

多个人物，用一个个底层

人物、生命故事，为饶北河和枫林村，写了

《 河边生起炊烟》《 木与刀》《 故物永生》等

6

本散文集，展现了饶北河流域和枫林村

在新时期以来的生活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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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写饶北河流域百年民间史

——— 作 家 傅 菲 新 书 分 享 会 侧 记

戚虹鸿

辛弃疾笔下的上饶是个啥样？

——— 饶 信 文 化 研 究

建 平

辛弃疾对上饶一往情深。 他在上饶的信州、铅山隐居了

二十二年，留下了不少对上饶深情向往、热情颂扬的词作。

第一，在他的笔下，上饶的田园风光拥有纯真的自然

美。 其《 西江月·夜行黄沙道中》说：“ 明月别枝惊鹊，清风

半夜鸣蝉。 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 七八个星天

外，两三点雨山前。 旧时茅店社林边，路转溪桥忽见”。 这

首词没有任何雕饰，没有用一个典故，却忘怀于大自然所

得到的快乐， 流露出丰收之年的喜悦和对农村生活的热

爱。他将简单的月、鸟、蝉、蛙、星、雨、店、桥等形象巧妙地

组织起来，让我们感受到一种乡村恬静的美，感受到上饶

的“ 大美”。

第二，在他的笔下，上饶就是故乡，就是他心驰神往

的地方。 其《 鹧鸪天·博山寺作》说：“ 不向长安路上行。 却

教山寺厌逢迎。 味无味处求吾乐，材不材间过此生。 宁作

我，岂其卿。人间走遍却归耕。一松一竹真朋友，山鸟山花

好弟兄”。 厌弃官场、决意归隐的稼轩，自从认识了上饶，

便下定了隐居上饶、“ 味无味处求吾乐，材不材间过此生”

的决心。 词中“ 一松一竹真朋友，山鸟山花好弟兄”，表达

了他对上饶博山寺一带自然风光的眷恋， 表达了他心托

松竹花鸟、守君子之志的意向。

第三，在他的笔下，上饶的农村秀美、百姓勤劳。这在

《 鹧鸪天·游鹅湖， 醉书酒家壁》 中得见：“ 春入平原荠菜

花，新耕雨后落群鸦。多情白发春无奈，晚日青帘酒易赊。

闲意态，细生涯。牛栏西畔有桑麻。青裙缟袂谁家女，去趁

蚕生看外家”。此词作于他四十二岁、被罢官落职之时，他

闲居带湖时常往来鹅湖游赏。“ 春入平原荠菜花，新耕雨

后落群鸦”，这是何等恬静而又充满生机的春天景象。 他

认为上饶美好的春天在田野，在溪头，在那漫山遍野雪白

的荠菜花中。 他用自己的“ 闲”，衬托出农家的“ 忙”，把一

幅江南春耕图景生动形象地勾勒了出来。

第四，在他的笔下，上饶人说话好听、令人陶醉。 这从

《 清平乐

?

村居》中得见：“ 茅檐低小，溪上青青草。 醉里吴音

相媚好，白发谁家翁媪？ 大儿锄豆溪东，中儿正织鸡笼。 最

喜小儿亡赖，溪头卧剥莲蓬”。 该词的精华是“ 醉里吴音相

媚好”。 一对白发翁媪，乘着酒意，彼此亲密无间，那种和

谐、温暖、惬意的老年夫妻幸福生活，形象地再现出来了。

第五，在他的笔下，上饶就是“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

南山”的地方，民风好、风景好、意境好。 这在《 沁园春·再

到期思卜筑》得见：“ 一水西来，千丈晴虹，十里翠屏。喜草

堂经岁，重来杜老，斜川好景，不负渊明。 老鹤高飞，一枝

投宿，长笑蜗牛戴屋行。 平章了，待十分佳处，著个茅亭。

青山意气峥嵘。 似为我归来妩媚生。 解频教花鸟，前歌後

舞，更催云水，暮送朝迎。 酒圣诗豪，可能无势，我乃而今

驾驭卿。 清溪上，被山灵却笑，白发归耕”。 该词写了作者

重回田园，见到秀美田园风光时的欣喜之情。作者喜欢这

山中风光，见到花歌鸟舞、云水来去十分欢欣。 作者以酒

圣诗豪自居，以主宰山水自许，表现出他的豪迈。

第六，在他的笔下，他与上饶“ 相看两不厌”。这在《 贺新

郎·甚矣吾衰矣》得见：“ 邑中园亭，仆皆为赋此词。 一日，独

坐停云，水声山色，竞来相娱。 意溪山欲援例者，遂作数语，

庶几仿佛渊明思亲友之意云。 甚矣吾衰矣。 怅平生、交游零

落，只今馀几！ 白发空垂三千丈，一笑人间万事。 问何物、能

令公喜？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情与貌，略相

似。 一尊搔首东窗里。 想渊明《 停云》诗就，此时风味。 江左

沉酣求名者，岂识浊醪妙理。回首叫、云飞风起。不恨古人吾

不见，恨古人不见吾狂耳。 知我者，二三子”。

这当中最令人欣赏的是那句：“ 我见青山多妩媚，料

青山见我应如是。情与貌，略相似”。词人将深情倾注于自

然，人与青山互观互赏，互猜互解。不仅觉得青山“ 妩媚”，

而且觉得似乎青山也以词人为“ 妩媚”了，这是“ 美美与

共”的“ 天下大同”。

第七，在他的笔下，上饶“ 飞流万壑”，来上饶有“ 高

山流水觅知音”之感。 这在《 洞仙歌》中得见：“ 飞流万壑，

共千岩争秀。孤负平生弄泉手。叹轻衫短帽，几许红尘；还

自喜：濯发沧浪依旧。人生行乐耳，身后虚名，何似生前一

杯酒。便此地结吾庐，待学渊明，更手种门前五柳。且归去

父老约重来，问如此青山，定重来否”。

第八，在他的笔下，上饶的雪景冰洁美丽。这在《 念奴

娇·和南涧载酒见过雪楼观雪》中得见：“ 兔园旧赏，怅遗

踪、飞鸟千山都绝。缟带银杯江上路，惟有南枝香别。万事

新奇，青山一夜，对我头先白。 倚岩千树，玉龙飞上琼阙。

莫惜雾鬓风鬟，试教骑鹤，去约尊前月。自与诗翁磨冻砚，

看扫《 幽兰》新阕。便拟明年，人间挥汗，留取层冰洁。此君

何事，晚来还易腰折”。

第九，在他的笔下，上饶是个总能找到乐趣的地方。

这在《 清平乐·检校山园书所见》得见：“ 连云松竹，万事从

今足。拄杖东家分社肉，白酒床头初熟。西风梨枣山园，儿

童偷把长竿。 莫遣旁人惊去，老夫静处闲看”。

第十，在他的笔下，上饶的“ 宜居”环境非同凡响。 这

在《 沁园春·带湖新居将成》中得见：“ 三径初成，鹤怨猿

惊，稼轩未来。 甚云山自许，平生意气；衣冠人笑，抵死尘

埃。 意倦须还，身闲贵早，岂为莼羹鲈脍哉。 秋江上，看惊

弦雁避，骇浪船回。东冈更葺茅斋。好都把轩窗临水开。要

小舟行钓，先应种柳；疏篱护竹，莫碍观梅。 秋菊堪餐，春

兰可佩，留待先生手自栽。 沉吟久，怕君恩未许，此意徘

徊”。 洪迈《 稼轩记》载：辛弃疾在带湖建了一所很宏大的

私人别墅，在新居右侧，建了上百间的房子。 左侧开辟了

“ 稻田泱泱”，还余下十弓的空地，“ 意他日释位得归，必躬

耕于是，故凭高作屋下临之，是为稼轩。 而命田边立亭曰

植杖，若将真秉耒耜之为者”。 洪迈的记述与该词不谋而

合。 该词告诉我们：别墅设于东冈，窗户全部面“ 带湖”之

水而开，“ 云山自许”的雅致得到抒发，“ 行钓”同“ 种柳”的

喜好得以落实。 居有竹、梅、菊、兰相伴，表现了词人的生

活情趣，更喻指词人的为人节操。

第十一，在他的笔下，灵山与众不同、气势雄伟。 这在

《 沁园春·灵山齐庵赋时筑偃湖未成》中得见：“ 叠嶂西驰，万

马回旋，众山欲东。 正惊湍直下，跳珠倒溅；小桥横截，缺月

初弓。 老合投闲，天教多事，检校长身十万松。 吾庐小，在龙

蛇影外，风雨声中。争先见面重重，看爽气朝来三数峰。似谢

家子弟，衣冠磊落；相如庭户，车骑雍容。 我觉其间，雄深雅

健，如对文章太史公。 新堤路，问偃湖何日，烟水蒙蒙？ ”

该词通篇描写灵山的雄伟景色， 但它不同于一般描

写山水之作，极少实写山水的具体形态，而是用虚笔传神

写意。词人惊叹：“ 大自然的美是掬之不尽的，置身于这千

峰竞秀的大地，仿佛觉得此中给人的是雄浑、深厚、高雅、

刚健等诸种美的感受，好像在读一篇篇太史公的好文章，

给人以丰富的精神享受。 此中乐，乐无穷！ ”在作者心目

中，灵山结庐，美妙无穷，油然而生一种在此长居的打算。

近日，在离婺源县江湾镇大畈镇大畈

村约

2

里地的一片沙滩上， 发现多处古

人写下的诗词， 从诗词的落款处考得年

代， 这些诗词是明代万历年间村人写下

后刻在河石上的，共有五处，对仗工整 ，

意境优雅。

查阅相关资料，原来唐、宋、元、明、清

时，此处在个村落叫畲田村。 最早是金姓

居住，后来汪姓迁到此地，村子对面是个

沙滩。 涉水过去，滩上怪石嶙峋，最大的

一个奇石似一头昂首竖立的雄狮， 周围

环境优美， 是文人墨客结队登滩游览赋

诗的好地方，故而留下许多诗词。 到上个

世纪

50

年代才荒废， 村基改成了水田。

村落没了踪影。

大畈村村人早就知道了这个诗石滩，

村里的文化人常到滩上抄录诗词， 记在本

子上欣赏，由于岁月漫长，风雨的侵蚀，一

些字迹早已难辨认，他们就画个框，自己回

去琢磨，填上自己认为押韵的词句，然后相

互交流，乐在其中。 如狮滩狮石上有一首署

名是汪守贤写的用方法诗：“ 衔杯须醉酒

选胜共论心 为何将盈月 曾经照竹林”。 另

一首诗：“ 水落

□□□

飛觞一

□□

驚溪浪

千尺

□□

兴奋狂”，署名是汪瑞贤。 最明显

一处提刻：“ 万历壬寅冬月同诸

□

饮赋”。

（ 注：以上“

□

”表示字迹模湖，无法辨认）。

类似的诗名在石滩的石头上共计有五处。

从字迹的风化程度来看， 应该是明代万历

年间当地一群诗友结伴在石滩上饮酒后而

作，并刻于石块上。 壬寅年即万历三十年公

元

1602

年，到现在已经有

416

年。 古石刻

诗词的发现， 佐证了婺源人才辈出深厚的

文化底蕴，大畈村该处沙滩原来叫石狮滩，

由于有了这些古诗词， 现在都改叫诗石滩

了， 吸引了不少县内文人墨客和游客前来

探访，特别是猜字填写古人已模糊的词句，

成了一大乐趣。 （ 汪稳生）

洋口老街，不是笼统叫中心街、中山街和长春街三条街

这么简单；而是另有讲究，一小段一小段各有各的街名。

老街从镇东至镇西有：官仓门，十字街头，鸡墟，大井

头，横街，观音桥顶，观音桥底，下节街，河浮桥头。从镇北

到镇南有：打鼓岭，将军庙沿，都门桥头。

各条小街的位置又可以细分为：

1

、官仓门的位置：北

至天灯弄路口，南至中心街；

2

、十字街头的位置：东至官

仓门，西至毛家弄口，

3

、打鼓岭的位置：北至十字街，南至

郭家塘路口；

4

、将军庙沿的位置：北至郭家塘路口，南至

兴福社路口；

5

、都门桥顶的位置：东至兴福社路口，西至

都门桥头；

6

、鸡墟的位置：东至毛家弄口，西至电影院；

7

、

大井头的位置：东至电影院，西至横街；

8

、横街的位置：北

至打铜店，南至镇政府；

9

、观音桥顶的位置：东至打铜店，

西至观音桥；

10

、观音桥底的位置：东至观音桥，西至江家

路口；

11

、下节街的位置：东至江家路口，西至草编厂；

12

、

下浮桥头的位置：东至草编厂，西至湖边村址。

老街原来那种“ 店前搭棚子，棚前摆摊子，摊前放篮

子，篮前跑车子”的农耕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人们也渐

渐淡忘了那些既古老又耐听的街名。

洋口老街在本世纪以前，经过几百年的历史，为洋口的

经济繁荣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它们各有所长，各有特点。

据说， 都门桥顶和将军庙沿两个地方， 从明朝时期

起，就是商业闹市区，码头商贾云集。尤其在解放初期，是

洋口的交通要道、人烟稠密的街巷。 因为所开设店铺

,

经

营方法灵活，经营时间长，经营品种多，商品随时节变换

快，所以生意特别兴隆。 生意场上涌现了赵家龙商店，周

广森饼店等名人名店，还有洋口名人，原洋口综合商店经

理程金水，也住在将军庙沿。

上世纪六十年代，因为破“ 四旧”，把将军庙废除，改

成了洋口集镇小学；“ 文革” 以后， 又扩建成洋口中心小

学，直到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才搬走。 所以，由于办学四十

多年，才为将军庙沿的繁华带来了活力。

打鼓岭也叫鱼墟，与十字街头相连，以鱼摊为主，每逢

墟日，鱼摊少则十家，多则四五十家。 街道正中有一个洋口

最大的药材店，街头北面有一个面馆店，街的南端是洋口食

品站，这三个地方，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前都比较出名。

洋口食品站从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开始， 到九十年代

末，一直很风光。 尤其是计划经济时代，都是凭票买肉，食品

站卖肉的地方， 每天都要营业， 从早上六点到上午十点左

右，卖肉的窗口门庭若市，人们络绎不绝、纷至沓来。

2010

年

左右，食品站房子已经卖给桐畈一位老板，等待重新开发。

洋口十字街头是丁字街。它只有三个方向。东面跟官

仓门交界，西面跟鸡墟交界，南面跟打鼓岭交界。 十字街

头自解放以来，直到九十年代末，都是洋口的闹市区。 十

字街长年以买蔬菜为主，有几条固定摊点，比如猪肉摊、

鱼摊、豆腐摊、蔬菜摊、包子摊、地爪摊等等。 每天从三更起到中午前都很热

闹，特别是早上七八点钟的时候，人来人往，前呼后拥。流动菜摊动不动就把

街头路口摆成几个岔路口，经常出现屯街塞巷的现象。

鸡墟是以买卖小鸡小鹅小鸭为主的地方，除了墟日，平时没什么生意，

但它也是主街，长年热闹的地方，是洋口综合商店所在地，在上世纪五十年

代以来，直到八十年代初，洋口生意最好的商店。 现在，洋口最大的娱乐场

所—“ 洋洋红”电子游戏厅也在这里。洋口名人，上世纪八十年代“ 万元户”刘

友兴，就住在这条街上。

观音桥顶是洋口老街最宽阔的地方，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洋口最大的布

店和福利部都设在这里。 自从有机动车辆的年代开始， 直到八十年代末为

止，是洋口去鹤山和枧底方向的必经之路，以街代路状况持续了二三十年，

每逢墟日堵车现象经常发生。 这个地方墟日经营的东西，大部分以竹篾器、

铁器等手工产品为主，周边有几家打铜店。

在

1978

年召开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到

2000

年期间，洋口老街一天比

一天繁荣，原来下放的人们逐渐回来经商开店。 街道两边是商店，酒馆，肉

铺、作坊。 商店中有绫罗绸缎、珠宝香料、香火纸马等专门经营，此外还有医

院门诊，各种修理、整容理发，各行各业，应有尽有，大的商店还搞各种活动，

招揽生意。 商业经营时间普遍延长

,

改变了过去那种交易方式，集中于上午、

过午即散的旧习

,

不再受时间限制。有不少人生意清淡时

,

利用小喇叭在街上

吆喝，招徕顾客

,

力求一年之中不出现淡季。 所有商店为满足顾客之需

,

店面

十分讲究摆设。 无论公家商场，还是私人店家，大家相互攀比。 由于店铺林

立

,

竞争激烈

,

为使生意兴隆

,

各家竞相做到周到服侍

,

不让顾客久等

,

生意不

分大小

,

供应及时。总之

,

老街从东到西，从南到北诸行百市

,

鳞次栉比

,

买卖昼

夜不绝

,

日市结束

,

夜市又开。

如今，老街虽然变化很小，但经营业态已被历史的车轮裹挟向前，形成

了新时代的特色。

“ 春来遍是桃花水， 不辨仙源

何处寻”， 唐代“ 诗佛” 王维 《 桃源

行》 中的这一感叹， 表露出“ 仙源”

难觅之憾。 而今“ 仙源” 无处不有、

移步可见。

信江， 是上饶的生生脉膊， 发

源于怀玉山脉东部， 支流遍布赣东

北山山岭岭。 到了上饶市城区段，

似乎对城市产生了依恋， 脚步放缓

了， 河面变得开阔平坦， 水流变得

温顺迟缓。 江之南是送山进城的国

家级森林公园， 主峰云碧峰高耸着

巍峨的身姿， 深情地对望着城北的

现代文明。 江北是绵延十二华里的

带状滨江园林。 眼下， 春雨如酥，

春风似剪， 园林中多品种的花桃，

正热情地“ 浪” 出了诗一般的十里

云锦。

三月底， 一个晴好的早晨， 我

顺江而下漫游。 诗人笔下那种“ 桃

红复含宿雨， 柳绿更带朝烟” 的幽

远意境得到生动的见证。 这里， 俏

而争春烛灯般的紫色 、 白色玉兰

花， 还有发结一样叠瓣的红茶花，

疲倦地保留着不肯退去的余韵， 多

姿多彩的花桃格外夺目。 太阳点开

了花桃的笑靥， 每一朵都流溢着温

润的水韵。

花桃和果桃是桃树的两大品

种。 园林中当然是清一色的观赏性

花桃。 你看， 紫叶、 垂枝、 红色、

花白的碧桃和绛桃等五种花桃， 为

观赏人次第排开， 它们都是花桃中

的“ 大腕”， 一根根枝条表现出色

地托举起多瓣抑或重瓣的花朵， 凸

显浅红色和深红色两大主色调。 如

此簇拥的花朵， 不仅为空间造就了

层次美， 也为空间营造了热烈、 奔

放和喜庆的气氛； 花桃中， 浅绿色

的桃花， 也在凑着热闹， 它的花朵

较红色的要小一点， 但不失温婉与

含蓄； 白色的桃花也不缺席， 虽然

花型较小， 又是单瓣结构， 但也无

法轻视它的高雅与圣洁。

绽放的桃花可以勾魂摄魄， 花

桃树的形态也是别有风味。 开白花

和浅绿色的花桃树可以归结为同类

项 ， 它们的枝皮一般只透白不透

红， 枝干又多又细， 大凡直面空间

的姿式 ， 给人一种昂扬向上的激

励； 开浅、 深红色的花桃树， 真像

两姊妹， 外表泛红透光， 枝干少而

粗， 多数是弯曲生长， 有的呈虬龙

状态。 有意思的是， 它们枝干的表

现都非常谦恭， 就像宾馆的司仪，

向来人前倾着身段， 做出亲人近水

的样子。 在几处过道， 有枝条像手

臂一样， 向南面临江处探出来， 为

过客搭起了一扇扇配花的廊道。

虽然不是休息日， 但来人照样

越来越多， 他们或交谈或拍照或注

目观赏。 当然是诗人描绘的“ 人面

桃花相映红” 的场面。 是的， 花样

的季节。 “ 桃花春色暖先开， 明媚

谁人不看来 ”？ 自己也边走边看 ，

也不时地为熟悉的面孔递个笑脸、

送个手势。 不经意间， 我来到了卧

波江面的另一座南北向建造的景观

桥———信江大桥桥北， 依古朴的石

阶上了桥面， 向桥南方向迈步。 在

江的南岸， 回眺江北， 青葱飘逸的

柳条和披着绿光的树影， 为流云般

的桃花打着底色， 红绿相间下， 一

碧江水微澜初动， 波光耀眼。 在如

此灵动的画面前， 再美的词汇恐怕

也会失色三分。

桃花的美丽， 给文人不竭的灵

感， 成就了千古名篇； 给生活无穷

的浪漫， 上演了永不落幕的时世大

剧 ； 给人们积淀了博大的桃花文

化， 人的情感在一次又一次地被触

动后而升华了审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