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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短波·

■ 方华

水边的“塞罕坝”

向南出合肥城，向东沿巢湖行驶 10 公里左右，湖岸边即见一座
郁郁葱葱的森林。 这片占地 1000 多公顷，被南淝河、十五里河和巢
湖三水环绕的森林，是中国第一个由退耕还林的人工林经过生态修
复而建成的国家级森林公园，可说是合肥的“塞罕坝”。

合肥滨湖国家森林公园也是安徽省内唯一的万亩城市水网森

林，园内有植物 280 多种，形成多层次的植物群落系统。公园根据当
地的自然条件和历史文化，着力打造具有地方及自然特色的众多景
观，具有人水和谐、城湖共生的特点。 公园获颁“中国人居环境范例
奖”，也被评为国家水利风景区、4A 级旅游景区。

春天，这里万木返青、繁花似锦，百鸟啾鸣；夏季，这里浓阴遮
蔽，气候凉爽，清新宜人；秋天，这里层林尽染，五彩斑斓，美如仙境；
冬季，如遇大雪缤纷，玉树冰花，俨然一派北国风光。

古镇的旧时光

从滨湖国家森林公园继续沿环湖大道东行约 10 公里， 即见一
座古镇———长临河。

长临河早在战国时期就已形成集市，自古为巢湖北岸的商品分
销集散地之一。 漫漫的岁月里，古镇渐渐形成极具江淮特色的建筑
风格，古朴、简约、庄重、实在，又不失韵味。

鼎盛时期，长临河老街有店、行馆、庄、堂、铺、房、坊、摊点等各
类商业近百家，以米行、布庄、药店、酱园、酒馆、五洋百货为主体。现
经保存修缮的老街依旧呈“丁”字形分布，清一色的青砖黛瓦马头
墙、原色木门、雕花木窗，古色古香。沿街漫步，吴氏旧居、百年邮政、
老报馆、老油坊、准提寺等老建筑分布在街巷两边，廊檐红灯悬挂，
门楣旗幡飘扬，行走在石板巷道间，仿佛步入了旧时光，让习惯了城
市繁华与忙碌的人们忽然有了一种穿越时空的感觉。

长临河因离合肥最近，被誉为“环湖首镇”。 环巢湖有 12 个古
镇，沿顺时针方向，依次为：长临河、中庙、黄麓、烔炀、柘皋、中垾、散
兵、槐林、盛桥、白山、同大、三河等。 它们如同一颗颗宝石镶嵌在环
湖大道边，各具特色，各呈风情。黄麓的文化教育、中垾的农家美食、
槐林的渔网编织、同大的葡萄种植等皆享誉一方，其中柘皋古镇的
特色早茶、烔炀古镇的糕点零食更是除却此地外他方无，让匆匆的
行旅放慢脚步，给环湖旅行增味添香。

湖天第一胜境

出长临河沿湖向南行驶约十一二公里，即到了“鸟巢”口沿的底
部———中庙。 中庙，因处在古庐州（合肥市）与古巢州（巢湖市）的正
中位置而得名。

入中庙镇，迎面一牌坊，上书原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所题
“湖天第一胜境”。穿过牌坊向南不远，飞檐翘角、红墙青瓦的中庙寺
便在碧水蓝天的映衬下扑入眼帘，其气势非凡，令人一睹之下即生
震撼。

中庙寺是凭水修建在伸入湖中的一块石矶上。这块巨大的石矶
呈朱砂色，突入湖中，形似飞凤之首，被称作“凤凰台”。 明御史储良
村曾有诗这样描述中庙美景：“湖上高楼四面开， 夕阳徙倚首重回。
气吞吴楚千帆落，影动星河五夜来。罗隐诗留仍水殿，伯阳仙去只山
隈。 长空送目云霞晚，两腋天风下凤台。 ”

与中庙寺隔水相望的峔山岛，位处中庙镇西南方向。 远观如焦
姥仰卧，又似巨龟浮水。而从空中俯视，其地形椭园，林木葱郁，四季
常青，又若青螺浮水。

姥山是巢湖中最大的岛屿，距北岸中庙 3.5 公里，总面积 1300
余亩，周长约 4 公里，最高处海拔 115 米。姥山曲岸悬壁，地险景秀，
水阔天远，全岛苍松翠竹，花柳相映，果木成林。姥山岛远看有三山，
近瞧有九峰，为八百里巢湖风光绝胜处。

氤氲九福之地

环湖行驶到“鸟巢”的东沿，进入“三面青山一面湖”的巢湖市城
区。 在巢城东北汤山脚下，有一冷一热两股泉水汇聚，得名半汤。 由
于它的神奇，自古被誉为“九福之地”，是环湖行旅不可不去之地。

近年来，巢湖半汤的文旅资源得到不断挖掘、开发，先后兴建了
温泉度假村、三瓜公社、郁金香高地等休闲观光游乐场所和设施，成
为人们休闲度假的一处上佳选地。

半汤山野，山峦起伏，溪流蜿蜒，草木葱茏，百花盛开，村村是
画，步步皆景。漫步其间，可见青山绿水间雾岚轻笼，古朴的民居、石
径、廊桥被花草点缀或环绕，浑然天成，自然和谐，那一派水墨丹青
的韵味，描绘出一幅清丽的田园画卷。

彳亍在“把农村建设得更像农村”的三瓜公社，可品味乡愁的
滋味；漫步在逶迤起伏、放纵视野的郁金香高地，看花开如毡，放足
山水，也放纵着我们寓居的心情。

湿地葱茏葳蕤

环巢湖湿地草滩密布。从巢城沿环湖大道向西南行驶，在“鸟巢”
的最底部，有一片千余亩的大草滩沿兆河（马尾河）两岸蜿蜒展开。

马尾河是巢南连接巢湖和白湖的一条河流，得名源自激荡风云
的汉末。 赤壁之战后，曹操兴兵南渡巢湖，攻打东吴，几十万大军前
锋踞临白湖，队尾绵延至巢湖南岸，故后人便称前锋湖嘴处为“马头
嘴”，队尾处为“马尾河”。

马尾河入湖口的大草滩，是农家牧牛、放鹅的绝佳地。草滩前面
的沙滩和浅水区时见白鹭、大雁等水禽觅食。 湿地还是鱼儿的“产
房”，每年春末夏初，水淹草滩，鱼、龟等就会游进产卵，繁育后代。

湿地柳林如烟，芦苇葱茏，牛群散落，鸟禽飞舞，给人以天然野
趣和散淡闲逸情怀。 风清日明的日子，临湖远眺，波光岛影，真有
“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岸芷汀兰，郁郁青青”
之美境。

“一路驰骋”环巢湖

新农人田野播种新梦想

■ 新华社记者 王菲

一场夏雨后，毗邻合肥市的长丰县岗集
镇青峰岭村山明水秀，果蔬飘香。 一条彩色
的旅游通道在绿树浓荫之间蜿蜒向前，串起
一座座村庄、果园、农场。

“今年是一个丰收年。走，我带你们到棚
里面去瞅瞅！ ”在青峰岭共享农场的蔬菜种
植区，农场主王正华领着记者走进其中一个
蔬菜棚。 大棚内，当地的农民正在采摘成熟
的蒜黄，一股蒜香扑面而来。

从过去本地村民出去了就不想回来，到
现在每年吸引 30 万人次城里人进村休闲消
费，提起家乡的变化，作为返乡创业的新农
人，王正华内心充满自豪。 “通过资源整合，
过去村里闲置的土地、村民的老屋得以充分
利用，一二三产业有机融合发展，目前农场
年产值达 2000 万元， 还带动了 136 户农户
共同发展。 ”

“刚从城里回家乡创业那会，也因缺乏
养殖经验‘跌过跟头’。但是我认准了农业这
条路，绝不轻言放弃。 ”在青峰岭共享农场游

客接待中心一间小型会议室里，这位新农人
和记者聊起了他的创业经，“政府对农业支
持的力度越来越大，我们依托邻近省会合肥
的区位优势，发展都市休闲农业，未来还要
带动更多的村民一起致富。 ”

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深入推进，越来越多
如同王正华一样的新农人，在现代农业中大显
身手，为乡村带来新理念、新模式、新动能。

盛夏时节，在芜湖市湾沚区湾沚镇老村
村，上千亩绿油油的再生稻长势喜人。

“再过一个月就可以收获了！ 全区再生

稻生产面积有 3.3 万亩， 通过藏粮于地、藏
粮于技，实现农业增效、农民增收。 ”“80 后”
新农人、芜湖再生稻农业发展专业合作社联
合社理事杨磊兴奋地告诉记者，“联合社将
大家组织起来抱团发展，围绕再生稻开展全
产业链农事服务， 在保障粮食安全的同时，
提升农产品的品牌附加值。 ”

“联合社一方面将各镇村的资源有效整
合，形成规模化产业，进一步提质增效；另一
方面， 通过统筹谋划， 明晰产业的发展方
向。 ”与父辈中那些种田的“老把式”相比，大
学毕业后就在外闯荡的杨磊对现代农业有
着自己的理解，“爱折腾”的他不断尝试用新
的技术和思路改变着传统农业的生产经营
方式。

“只要踏实干事，在农村创业一样有奔
头！ ”杨磊笑着说。

（据新华社合肥 7 月 8 日电）

山乡新村记
■ 张扬

风吹向乡野，吹过树梢，吹到人心里。
行路者山一程水一程， 深一脚浅一脚，脚
印层层叠叠， 脚印里有乡野的勃勃地气，
也有乡野的民风人情。

大湾·菊

那一天，下车伊始 ，人站在大湾村的
停车场，好一会才将大脑皮层中的方向感
切换至现场。

犹记 2016 年 5 月中旬， 首度寻访金
寨大湾村，但见土屋土墙栋栋。 2020 年 11
月中旬，重来此地，以沧海桑田或翻天覆
地形容变化，均不为过。 山乡有变亦有未
变，眼前大山依旧，茂林修竹如常。 村民陈
泽申的老宅作为参观景点 ， 得以腾退保
留。 四年前走往他家的那条土路，已换成
一条石块铺就的山道。 唯有红砖房，如昔
日模样保存。 四年前的那天，从农田归来
的他站在屋角，头上戴着一顶草帽 ，胶靴
上还沾着泥巴，向一行人挥手瞬间 ，咧嘴
而笑。

步出陈家老宅，与文友踏往村前一个
山坳。 阳光金灿灿一片，梯田金灿灿一片。
不规则的一块块梯田里，密集长着金丝皇
菊。 金丝皇菊刚收过一茬，仍是株株金黄，
明亮耀眼。

皖地产菊，皖北有亳菊，皖东有滁菊，
皖南有徽菊。 若将大湾村金丝皇菊列入，
皖西好似完成一项填空。 但这金丝皇菊并
非大湾村所独有，山南水北，天南地北，多
地种植。 金寨有茶，有石斛，有玉石，大湾
村偏偏独辟蹊径，引入金丝皇菊 ，而且闻
说经济效益可观。

无心插柳柳成荫，有心栽菊菊也发。

月亮湾·月

泾县山里有月亮湾，大别山深处也有
月亮湾。 月亮湾的名字，有五分天趣，也有
五分诗意。 天趣是自然生成，诗意乃人心
荡漾。

类似巢湖三瓜公社，霍山月亮湾深藏
群山中。 此地月亮湾原为“三线厂”，经由
一番改造，化身为作家村。 山路重重挡不
住，大风暴雪锁不住，月亮湾作家村名声
飞出大山，为之奔走数年的作家许辉先生
辛劳有成。 在月亮湾，望月，听风，枕溪，诵
读，写作……都是乐事，也见雅兴。 月亮湾
入驻国内一批作家，作家于月亮湾谈笑风
生，呵笔成文。 为文之人，煮月疗饥，也可
煮月渡人。 明月随风入梦，诗酒年华如梦。

月亮湾之月，时有在山顶，在树梢，在
水中。 于月亮湾观月，可见弯月、全月，可
见朦胧月、皎洁月。 春夜望月当倚窗，夏夜
望月当置酒，秋夜望月当秉烛 ，冬夜望月

当围炉。

西村·竹

皖南多竹 ，竹影婆娑 ，竹海处处 。 冬
笋春笋可食 ，民用竹器繁多 ，如竹篮 ，如
竹盘 ，如竹筒 ，如竹扁担 、竹烟杆 、竹臂
搁。 逗留宁国西村，计有一天一夜 ，期间
三番遇竹。

那日晚饭后，从山坡慢慢下行，借助星
点灯光，看到路上竖着门形标牌，标牌上写
有“竹香”几个字，频频回看。 次日早起，沿
着河道慢行，河水深处如明镜，曲曲青山倒
影其中；浅水处可见沉底沙石，几只白鹭争
相啄食着什么。又走一截路，发现河对岸有
一大片郁郁竹林，绵延起伏，约莫十余亩，
雾气轻笼如纱，似有若无。不知从何处驶来
的一辆黑色轿车，静静泊在竹林旁，像疲倦
至极的夜行者，这会兀自熟睡。

吃罢早饭，往西村后山而行。 沿途，见
有一堵融有徽派建筑气韵的夯土墙， 墙体
泛红，嵌有鸳瓦叠成的镂空窗，墙边立着一
株长有三杈的柿树。另一面石墙上，开到荼
靡的万字花如瀑布倒垂。 油菜地里或陡坡
上，散落着奇形怪状的艺术装置。于青山绿
水中乍见散发着工业气息的装置， 顿感突
兀，以为不如就地取材，选些竹木石或粗瓷
陶罐搭配。 不过，若图自然简朴，村村以竹
木布景，用陶瓷装点，难免千篇一律之嫌。
这颇似一个悖论，让践行者左右为难。

西村之行，起笔如诗，收笔似小说。 众
人进了竹林，一一落座，坐成一个圆形，木
桌上铺了青布， 青布上别无他物。 竹下之
会，清简至极，你一言我一句闲谈。 山风丝
丝清凉，阳光缕缕透射而下，落在沉积如棉
的竹叶上， 地面上便显现出斑斑点点的光
与影， 像半空中的瘦竹翠叶与地上的往日
枯叶纠缠着私语着。

小岭南·房

己亥年，腊月，一场雪不期而至。 雪中
看景，雪中会友，都是开心事。 因了设计师
张承宏之约，雪后往小岭南而行，小岭南地
处江淮分水岭“脊背”。按他的指引，经滁河
干渠到曹操河，一路景点如穿珠。曹操河是
条古江淮运河，站在古墓群凤凰墩上，可俯
瞰曹操河，也可远眺鸡鸣山。当年领兵疏浚
古河道的曹操，应是经略许久，深研一方地
理形胜。

性情温和的张承宏一头扎入乡村多
年，为伊消得人憔悴，比对不同地域文化与
人居环境，爬梳许多实践案例和学界理论，
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要费工夫。一磨再
磨，十易其稿，他提炼出江淮民居风格———
“硬山半马，青砖白缝小合院”，相关的详细
论证得到一众专家学者的赞许。 为定一个
字，捻断数根须，那酌定的十一个字，可谓
字字熬心，字字含金，字字落在小岭南，字

字长在民居上。
小岭南村中， 平房居多， 也有二层建

筑。 瓦上残雪团团， 映衬出乡村古韵与喜
气。 门前围有篱笆，屋角植有一丛青竹，屋
后留出一块菜地，菜地里青菜朵朵。嵌有鹅
卵石的石径连通着屋舍， 墙上大块玻璃照
出景中景，小小圆形门平添奇妙透视感，上
有露台下有院落， 易于招风与采光……坐
在屋内喝咖啡， 步入院内可摘果。 若在秋
日，可在稻田办一场乡村音乐会。

从湖南到山东 ，由河南到河北 ，从亳
州辉山村 、 药王村到合肥小岭南 、 山口
凌 ，再到滁州井楠村 、小岗村 ，张承宏与
团队经手诸多繁重乡村修缮或复建之
事。 微信朋友圈里，他晒出新图片 ，那是
他在凤阳小韩庄的现场 。 小韩庄是小岗
村核心区仅余的自然村落 ，凡修与建 ，一
举一动，一砖一瓦，均兹事体大。“这次建
设很难，但我们愿意做这件难的事 。 ”张
承宏发图时配有几行文字 ， 像他的内心
独白。

马郢·花

进入马郢， 即被路口的乡柬所吸引。
乡柬像个纳有奇花异卉的小花园，院内院
外，地面墙上，披红挂彩，白的红的黄的紫
的粉的花，热烈有之，恬淡有之。 在乡柬住
有一周，夜夜闻香入眠，日日清晨又被鸟
鸣与鸡叫所催醒。 但这早间交响乐，很快
变成嘈杂之声。 此地村民习惯早起，他们
骑上三轮车、摩托车，开着色彩不一的大
小汽车，鱼贯而出，又三三两两回程。

乡柬由一栋民房改造而成 ， 两层结
构 ，二楼有个大露台 ，可观景 、喝茶与发
呆。 凌晨四点，禾哥叫声由远及近，民谚有
云“禾哥禾哥，割麦插禾”，乡柬北面地里，
油菜已被收割；稍远处，一垄垄麦子也见
黄熟，尚待镰刀起落。 打理乡柬的人起早
给花草浇水、剪枝。 在乡柬合伙人的最初
设想里，整个村子花团锦簇，无处不见花，
四季可赏花。 最终他们从乡柬入手，像画
家一笔一笔描摹着。

村头村尾有树有花，池畔路旁有树有
花。 由春至夏，可见桃花梨花杏花油菜花，
亦有鸡冠花绣球花月季花鲁冰花紫藤花
野矢菊。 大概受限于田地，此地未有郁金
香成片，向日葵成片。 在姹紫嫣红的花海
里，人往往会悠哉乐哉。

乡土草木见缝插针，如菖蒲、芦苇、白
芒、爬山虎之类，又如乌桕、榆树、棠梨、黄
连木诸种。 年年飞絮的意杨令人生烦。 一
个名为“三星照月”的所在，意杨树尤为集
中。 这处地势由低渐高，大块坡地若改为
种花，当是好景配好名。

那日下午，天气和暖 ，到孙老爷子家
叙话。 谈了家族过往，他“嚯”地起身，非要
领我去看一块碑刻。 孙家门前，有一方荷
塘，为二度驻村的钟宇的一位友人所捐资
修建；一条绕村的河沟，属于百余年前护
卫孙家圩堡的壕沟遗迹。 河沟旁，一棵绿

树上缠绕着繁茂的金银花， 满树金银花开
得无比欢腾。

又一日，天阴沉沉，不大一会，雨丝纷
飞。淋了雨的一只麻雀落在窗台，窗台搭有
防雨棚。它抖抖羽毛上雨滴，像留守老人缩
缩身子，机警地瞅瞅室内。室内有一枝香气
幽幽的百合，百合插在素净瓷瓶里。室内的
人看着麻雀， 麻雀也望望室内的人。 雨刚
止，麻雀便一挫身，迅疾飞出防雨棚。

造甲·酱

造甲，是造盔甲的造，是造盔甲的甲。
旧时此地，战马嘶鸣，炉火熊熊。 造甲与马
郢，均坐落江淮分水岭。

在县里工作的老张时有造访造甲，换
了工作岗位后仍牵挂造甲； 在造甲工作的
老邓风风火火， 忙得不可开交。 每回见到
我，老邓说话快如枪炮出膛：“你要来啊，老
张还在说你呢！ ”老邓与老张一样，办事利
索而又心细如发。这些年里，一趟复一趟到
造甲，有为拜谒革命烈士，有为论证双河水
库景点（月亮湾生态景区），有为助力稻虾
共养。次次采风、回回献策，屡获老张、老邓
鼓励。 乡村建设中， 套用城市园林模式泛
滥———每有见面，谈及何以让乡村像乡村，
彼此都见出热情与诚心。造甲的格子铺、乡
贤馆、龙虾馆先后建起，一座红色主题纪念
馆亦作大修。 似乎，意犹而未尽。

某年底，老邓说，造甲黄豆酱卖得好。
不知则已，一听心动。 老家有晒酱习俗，造
甲手工做酱、晒酱也属乡土记忆，当即向老
张、老邓等人献策：黄豆酱有戏。老邓说，这
是老徐自家做的。他们当即领我去见老徐。
老徐个头不高，身材略有发福，自外地返乡
创业，干得风生水起。 老徐听完一番话，连
连道谢。 隔一段时间，再去造甲，就见百余
个石磙以及陶质酱缸散布地上。

郭庄·梨

“梨都”砀山有株“梨树王”，“梨树王”
长在良梨镇郭庄村。郭庄有幸得此古木，木
中长寿者幸长于此。

到郭庄时，正是梨花如海时节。梨树成
排列阵，游人挨挨挤挤。那一株“梨树王”已
逾三百岁。三百岁人尚未见过，三百岁神仙
纯属胡诌。三百岁梨树气场强大，日月烟霞
供养它， 万株梨树烘托它， 男男女女敬仰
它。 反之，若无阳光雨露，“梨树王”便会气
绝身亡；若无千人万树，“梨树王”只能孤芳
自赏。

梨树如桃树，真真是良木，开出一树鲜
花，结出累累佳果，滋补无数人。 地气厚积
不息，梨花年年灿然，酥梨个个爽口，梨脯
梨汤梨膏盛行不衰。 “梨树王” 老而弥坚，
“梨都”风景亦古亦新，古气浓烈似酒，新风
清和如诗。那千朵万朵梨花，那千根万根虬
枝，一白一黑，一柔一刚，一轻一重，一新一
老，一热一冷……相互搭台，相映成趣，其
中有美学，更有哲学。 我在郭庄，见梨树而
怔怔出神。

肥西山南太空莲盛夏争艳

盛夏时节，肥西县山南镇长庄太空莲基地的 1000 多亩太空莲
进入绽放期，包括 100 多个稀缺、珍贵的荷花品种。 记者近日获悉，
2022 年中国·肥西第五届荷花文化节暨第七届山南长庄赏荷会将
于 7 月 16 日开幕。 本次荷花节将邀请 7 位乡村振兴带头人共同发
布山南“5920”赏荷风景廊道。 开幕式更是走“云端”路线，音乐视频
《荷塘嬉雨》以沉浸式演出的方式，串联起长庄如诗如画、移步换景
的打卡点； 带货直播专场为全国网友推荐众多富有肥西特色的农
特产品。 此外，主办方在全省范围内遴选知名摄影家，前往太空莲
基地实拍、创作，他们的“莲”主题摄影作品将于荷花节开幕期间，
在合肥市政务中心阳光大厅联展，6 部浓缩新长庄、 新山南魅力的
短视频作品将通过各端口同步推出。 （张理想）

�� 宁国市港口镇西村““乡村之夜””。。
特约摄影 李晓红 本报通讯员 章念东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