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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春，由于受气候和雨水的调节，花
草树木已提前复苏。农历二月中旬，春风
里还夹带着一丝丝寒意，家乡城东湖畔的
桃花已悄然挂枝，粉红色的桃花和含苞待
放花蕾布满了刚刚发芽的桃树枝条，显得
格外艳丽。

春之妖娆，皆由桃花而起。错过了桃
花，也就错过了春天。在这个特殊的春天，
受疫情影响，人们去户外活动量明显减
少，待我们躲过了春寒，驱走了瘟神，再走
出家门时已是满目桃红柳绿，春暖花开。

阳光水岸，朵朵桃花含羞相迎，“你见
或不见，我就在那里”。很多好友在微信朋
友圈已晒出了多姿多彩的桃花美图，令人
怦然心动，心中迸发出许多有关桃花的话
题来。

桃树在我们家乡并不算什么珍稀花
木。小时候，家门口野生的毛桃树居多，大
人和孩子们把吃剩的桃核随地乱扔，以至
于来年的庄前屋后、菜园麦田里，随处都
能冒出一株野生桃苗来。毛桃树，花朵稠
密，果实体形较小，成熟时，皮层色斑密
布，果肉与桃核容易分离，肉质酥软，味道
纯正，虽没有什么经济价值，却犹存自然
之美。后来，农家人学着将野桃树与良种
桃枝嫁接，形成了种类繁多的优良新品
种，如大白桃、黄桃、蟠桃、水蜜桃等等，口

味有别、熟期拉开，营养和经济价值得以
提升，花期和花色也自然出现了另类。

其实，在我心目中，桃的名气并不在
于果实，而是在于花朵。桃花，最迷人之处
是那一抹嫣红，犹如一袭红裙翩然而来的
少女，含情满目，绽露着灿烂的笑容，不免
撩拨人们丰美的想象。古人便把绝代美女
称之为红颜，若在桃花盛开的季节，走进
桃林，感知花的呼吸、花的心跳，便可聆听
花开花落的声音，闻到一股股淡淡的清
香，沁脾润肺。偶尔，碰触了枝条，花瓣便
轻歌曼舞随风飘落，浮动暗香。轻轻拈一
拈花瓣，放近鼻翼，更是情融心醉了。

当下，不管是城市还是农村，人们的
生活条件都有了极大改善，追求健康养生
的理念植入人心，桃树经过主人精心修剪
整形，从原生态变成了观赏型。开春，桃枝
在微风中摇曳，花蕾含苞欲放，亲近大自
然的人们己迫不及待，携家带眷，走出家
门，去“世外桃源”体验田园生活。

桃花盛开时，更会引来无数的游人拍
客。近些年，桃花美景的观光欣赏价值更
是一路飙升，桃花节打造了生态旅游观光
的品牌，把美丽乡村的自然风光，融入到
丰富多彩的桃花文化中，向世人尽展春天
的多情与妩媚。

桃花占尽了绝美春色，给人如醉如痴

的感受。古往今来，
不知有多少文人骚
客都曾经咏叹过桃
花 之 美 。早 在《 诗
经》里便有了“桃之
夭夭，灼灼其华”和

“投之以木桃，报之
以琼瑶”的美妙诗句。李白在其《山中问
答》名篇里留下了“桃花流水窅然去，别有
天地非人间”的千古名句，王维《桃源行》

“春来遍是桃花水，不辨仙源何处寻”、张
志和《渔歌子》中“西塞山前白鹭飞，桃花
流水鳜鱼肥”更是耳熟能详。

当然，有桃花之美，便有了很多与桃
花相关的故事：《山海经》里“夸父追日，道
渴而死，弃其杖，化为邓林”，这邓林即桃
林。夸父死后灵魂化作一片灿烂的桃林，
当属神话故事，但却给我们留下了更多的
美好想象；东汉末年，“桃园三结义”也演
绎了传唱千古兄弟忠贞情谊的佳话；还有
唐代“人面桃花”的故事更是感人：一个名
叫崔护的书生，在山寺桃花盛开时节，独
自来此赏春，不知不觉来到了桃林深处一
茅屋前。小崔轻轻叩门讨茶解渴，闻一少
女从门隙里问话，他答以姓名，少女便开
门上茶。崔护饮茶时，见少女面若桃花，眼
波流转，脉脉含情。绚烂的桃花本已让崔

护惊喜，眼前的女子又给了崔护另一惊
艳，双双相映，诗人的眼里一幅怡心怡情
的美景便显现了。饮毕，崔护转身怅然离
去，而女子桃花般的面容，在记忆中再难
抹去，这机缘巧遇却缠绕成绵绵不绝的思
念。第二年的春天，他疾步踏入了魂牵梦
萦的桃林旧地重游，欲寻找那人面桃花倾
诉衷肠。然而，桃花依旧，茅舍空掩，人面
却杳然不知去处。崔护痛彻心扉，刻骨的
相思开出了一朵桃花般凄美的诗：“去年
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
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花开如期，佳
人成梦……

此时此刻，我不由自主地又联想起了
前些年红极一时的阳光歌手阿牛，不知他
如今漂泊何方？我倒是希望他重返歌坛，
再次聆听他激情演唱《桃花朵朵开》：“我
在这儿等着你回来，等着你回来，看那桃
花开……”

早春二月桃花开
史云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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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人 在在 旅旅 途途

早就知道潜山有座天柱山，更知道天柱山与黄山一
样以奇峰怪石著称，却只是在电视或宣传图册里欣赏过
她秀丽的风光。一直想找个机会去一睹天柱芳容，终是在
三年前得以实现。

2016年国庆前夕，女儿问我：“老爸，今年的生日能不
能送我一份特殊礼物？”我说：“你想要什么礼物？”她说：

“我想你和妈妈带我去旅游！”我说：“没问题，你想去什么
地方？”女儿选择了天柱山。

前些年有同事去过，回来提及都说值得一玩。爱人由
于忙于工作，最终没有同行，女儿邀上了两个表姐和表哥
同行。早上六点半从庐江出发，沿合安高速一路前行，车
行七十分钟到达天柱山脚下，车流增加、车速骤降，似蜗
牛在弯曲的山道上爬行。有当地人用摩托车为小车开道，

只是并非有捷径，而是强行加塞，原来所谓的热
心只是一种付费服务，如此，我是嗤之以鼻的。

交警来了，拥堵很快得到缓解，在交警的指
挥疏导下，很快便到了天柱山游客中心。却被保
安诱导将车停在了收费的旅店广场，没想到游客
中心的停车场还有很多车位，不过也好，上了次
不用排队的厕所。买票时小外侄竟然免票，看来
这身高有时矮点不见得是坏事，在此时就体现出

来了。检票排队上车，开始登山了，女儿一马当先，沿路全
是高大的毛竹，沿着石阶向上不时地能看到卧石，似弥勒
佛在注视登山的人群。

边走边听游人惊叹于大自然的鬼斧神工：从霹雳石
到八戒念经，一路上石头被赋于了特定的含义，细细端详
果有几分神似。女儿和小外侄跑得太快，竟把我们甩得老
远，好在上山一条道，不大会儿又碰面了。越住上松树越
矮小，再往上仅有白石了，奇石别于奇松。

去过黄山观奇松云海，到过庐山看瀑布私墅，每座山
有每座山的传奇，每座山有每座山的灵气，每座山皆是人
们朝圣的地方。

天柱山也有奇松，不过没有黄山的那样高大挺拔；天
柱山也有一线天，不过只是在两块巨石之间。天柱山与黄

山的不同在于树成了石的点缀，每一块巨石都赋于了特
定的寓意：五指峰惟妙惟肖，似巨人的手指向天际，天公
造物；仙桃石是不是孙悟空在蟠桃园里扔下的一颗仙桃？

从龙宫到天宫，每到一处必有一绝，每每也去做新奇
的事，总选最难走的路去登临下一奇境。松石缘是不是坚
定爱情的象征，松傍石生、石依树长，相依相偎，似亲密的
爱人在诉说着彼此的心声。双乳峰从不同的角度看都有
万分神似，那是不是对天乳，在哺育着神奇万物？

从石阶往下走到平台，在平台抬头仰望不觉有些后
怕，叹服于大自然的神奇，更惊叹于人的智慧，这些石阶
都是悬空的依山石而建。在这一景点看那一景点又有一
番景象，每一处别有洞天。

天柱山也有泉水和湖泊，只是过多关注了山石，而无
暇顾及。下次再
去，必是游山玩
水，细细体验。

一 山 一 境
界，每座山有每
座山 的传奇 ，是
大自然的恩赐。

那年游“天柱”
施训洋

本报讯(夏小敏)自新冠肺炎疫情防控
工作开展以来，市文化和旅游局高度重视
文旅行业疫情防控工作管理，建章立制，
实地调研，落实督查指导、值班日报等各
项制度要求，确保文旅行业安全稳定、健
康有序。

为进一步强调指导企业做好复工复业
期间疫情防控工作，近日，市文旅局采取

“四不两直”、分片区、分县区的调研方
式，实地查看全市重点印刷企业和部分实
体书店的复工复业情况以及疫情防控工作
落实情况，指导企业和法人在做好疫情防
控的同时，统筹做好复工复业，坚持“两
手抓、两手硬”的工作思路。

每到一家印刷企业和实体书店，指导
组均仔细询问查看消毒液、洗手液、红外

体温探测仪以及口罩、手套等疫情防控物
资准备情况，翻阅员工(人员)出入登记制
度，了解清洁消杀、体温监测、“安康
码”使用、员工就餐、疫情防控宣传等具
体防控举措，指导企业建立健全疫情防控
体系，细化疫情防控工作方案和应急预
案，建立完善内部疫情防控组织体系。

同时，指导组以明白纸的形式，为印

刷企业和出版物经营单位分别送上《六安
市印刷企业复工复业疫情防控工作指南》
《六安市实体书店复工复业疫情防控工作
指南》，指导企业做好内防外控，加快复
工复业，抢抓生产经营活动，尽量挽回因
疫情影响的经济损失。对调研中发现的困
难和问题，也将及时协调沟通，帮助企业
平稳度过难关。

本报讯(记者 邱杨)24日，
记者从金寨县文化旅游体育局了
解到，自3月25日起至5月3 1日
(五一黄金周除外)金寨旅游面对
全国游客推出60天免费游活动。
县域内4大景区、24家宾馆将会
有不同程度的优惠政策。

据悉，为最大限度降低疫情
对该县经济发展的影响，提振旅
游消费，助力脱贫攻坚，回报全国
人民，金寨县推出以“疫落花儿开
金寨等你来”为主题活动，进一步
刺激旅游市场复苏。在这6 0天

里，全国(含港澳台)及在华留学
生自助游、自驾游、家庭游、微团
队等出行方式的游客，可享受5A

级旅游景区天堂寨、4A级旅游景
区燕子河大峡谷、梅山水库，3A

级旅游景区龙津溪地该县“四大
景区”免收门票，天堂寨度假山
庄、燕子河大峡谷仙境宾馆、八湾
堂民宿等24家宾馆半价优惠。其
中，支援湖北的医务人员凭有效
证件可免房费，获赠旅游大礼包。

同时，在此期间，还将推出铁
冲乡的油菜花，金刚台、黄狮寨、

马鬃岭、摸云山的映山红等赏花
地推荐、中国红岭公路自驾游、百
辆房车巡游，创作相关活动歌曲
和视频，开展游客“随手拍”等活
动。

本报讯(台春华)在落实好各项防疫措施的基础上，叶
集区图书馆于3月24日有序恢复开馆。

当前该馆仍采取限流措施，读者需分时段、间隔性入
馆，保持1米以上安全距离，“不扎堆、不聚集、不喧哗”，准
守秩序。每日到馆人数不超过100人次。推行“安康码”管
理，实行“绿码+佩戴口罩+测量体温”进入，“黄码”和“红
码”人员及体温在37 . 3℃以上者不得进入，对不配合或干
扰防疫工作的，会依法依规报告相关部门处置。

目前借书室、报刊杂志阅览室等部门区域恢复开放，
开放时间为周二至周日，周一休馆，闭馆前半个小时停止
入馆。

本报讯(陶然)3月17日，东石笋精品民宿项目成功签
约， 砂冲漂流项目顺利开工，毛坦厂镇的这两项旅游项
目同时按下“启动”键。

东石笋精品民宿项目位于毛坦厂镇东石笋村，总占地
约81 . 7亩，建设综合楼及客房楼约8000平方米，总投资
3000余万元，将推进毛坦厂旅游发展再上新台阶。 砂冲
河是毛坦厂镇境内主要河流之一，河流蜿蜒曲折，沿途风
景优美。依托这一自然资源优势，以特色小镇“文化梦工
厂”为主题，开发建设流程3 . 2公里的 砂冲河漂流项目，
将进一步丰富毛坦厂旅游内涵，带动经济发展，促进当地
群众增收致富。该项目预计今年7月进行试运营。

外交部：近期避免非必要国际旅行。当前部分国
家新冠肺炎疫情形势严峻，外交部已发布安全提醒，
请中国公民近期暂勿前往新冠肺炎疫情高风险国家。
在当前形势下，跨国旅行面临诸多不便，且公共交通
封闭空间(机舱、船舱、车厢)人员密集，极易发生聚集
性疫情。旅途中，可能面临被强制隔离且自担费用的
风险。

建议中国公民近期避免非必要的国际旅行，减少
移动，加强防护，确保自身安全和健康。

黄山、太平湖等33家景区免费两周。3月21日至4

月3日，“大徽州串门游”主题活动温暖开启，黄山市及
绩溪县33处已恢复开放景区点门票免费。黄山风景区
和太平湖景区也对黄山及绩溪广大市民免费开放。

广西“壮族三月三”系列活动线上开展。“壮族三
月三”是广西各族人民的节日。今年“壮族三月三·八
桂嘉年华”文化旅游消费品牌相关活动将以线上活动
为主，通过广播、电视、网络、新媒体等平台进行宣传
推广。嘉年华集中活动时间为3月26日至4月26日，包
括“桂风壮韵浓”“民族体育炫”相约游广西”等5大版
块。

有序推进文化类企业复工复业

全国免票 6 0天

金寨旅游放大招

叶集区图书馆
恢复开放

毛坦厂镇启动
两处旅游项目

文 旅短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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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图为为铁铁冲冲乡乡油油菜菜花花盛盛开开。。王王峰峰 摄摄

本报讯 据中国旅游新闻网报道 23日，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国铁集团”)为认真贯彻党中央、国务院精准防控疫情
和积极恢复经济社会发展秩序各项部署，满足城际间复工复产短途出
行和春游出行需求，决定对广珠城际等多条城际铁路部分动车组票价
实行打折优惠。此次票价打折优惠涉及25条城际铁路共200余趟列车，
最大折扣幅度为5 . 5折，将从3月25日起陆续实施。

据介绍，25条城际铁路为：哈尔滨至齐齐哈尔、哈尔滨至佳木
斯、牡丹江至绥芬河、吉林至图们至珲春、长春至白城至乌兰浩特、
丹东至大连、郑州至焦作、郑州至新郑机场、郑州至开封、青岛至荣
成、南京至安庆、南昌至福州、赣州至瑞金至龙岩、广州至珠海、海
南环岛、长沙至株洲至湘潭、广州至惠州、广州至肇庆、南宁至北
海、成都至乐山至峨眉山、贵阳至开阳、重庆至万州、达州至成都、
楚雄至大理、兰州至中川机场线。

国铁集团客运部相关负责人表示，此次推出城际铁路票价优惠打折
措施，旨在精准做好疫情防控工作的同时，满足城际间“上班族”短
途出行和春游出行需求，促进“本地人游本地、周边人游周边”。下
一步，铁路部门将继续坚持以市场需求为导向，实行灵活折扣的差异
化票价体系，进一步提升城际列车运输服务品质，安全有序做好人员
流动服务工作。

铁路部门于3月2 4日起，陆续发售折扣列车车票，旅客可登录
12306网站或通过铁路车站查询具体票价。

铁路部门对25条城际

铁路票价打折优惠

“前世不修，生在徽州。十三四岁，往外一丢。”说的是旧时徽
州山多田少，日子艰难，孩子们长到十三四岁，便不得不出外讨生
活。他们从学徒做起，好不容易闯出一番天地，于是衣锦还乡，修桥
铺路，建大宅子，生生在穷山恶水的故乡，造出一片世外桃源。

位于黄山脚下的黟县西递村，便是这些“桃源”里最突出的一
个。至今村中“大夫第”的绣楼上，还留有清代书法家汪恩道所写的
“桃花源里人家”几个大字。据说这绣楼原是用来给小姐抛绣球招亲
的，所以隶书的“人”字写得活像一位身子前倾、举臂接球的少年。

初到西递，可能会觉得这样的说法未免牵强。但若在西递待得久
了，就会相信没准儿真有这么一回事。因为待得久了，你就会发现，
在那些油光水滑的青石小巷里，那些白墙黛瓦马头墙的古老院落中，
西递先辈对于各种文字、掌故、绘画、雕刻、音乐的讲究，实在是
“无所不用其极”，而且这种讲究、精致的生活态度，早已融入西递
人的血脉，一直延续至今。

西递素有“千金门楼四两屋”的说法，哪怕屋子“偷工减料”一
点，作为脸面的门楼必须讲究。所以人们不惜重金，请人在门楼上雕
出吉祥文字、飞禽走兽、奇花异草，既彰显主人地位，又寄托美好愿
望和处世哲学。

西递人讲究谦退、包容、隐忍之道。比如前面提到的“大夫第”
绣楼，因为大门临街，为了不影响过往行人，主人便将门洞往后缩了
一截，并在门额上刻了几个大字，道是“作退一步想”。又比如清代
商人胡时虎的“瑞玉庭”里，有一副“快乐每从辛苦得，便宜多自吃
亏来”的楹联，“辛”字下多写一横，“亏”字右边多写一点，以此
教导后人勤谨持家、吃亏是福。在西递老宅，这样用心良苦的“改字
联”还有很多，不难看出，西递人不仅“有才”，而且“有趣”。

今天的西递人和老祖宗一样，多才多艺，乐观豁达。一些宅子向
游客开放了，住在里头的主人不怒不恼，乐呵呵地在屋里摆个小摊
儿，卖点书籍、茶叶、腊八豆腐，游客买不买都没关系，只要他乐
意，便会打开话匣子，跟你聊点儿老屋掌故、徽州文化。“我们这
儿，每一块砖头都是文化哪。”聊到开心处，他们总是自豪地这么
说。

还有一些身负绝技的手艺人，就更加有意思了。我们遇到一位竹
雕艺人，就在供奉先祖画像的大堂里头，一卷竹简，一把刻刀，“刷
刷刷”不一会儿就刻出一幅作品来；还有一位石雕艺人，在一排打磨
平整的青石背后刻出凹槽，按照青石长短和凹槽深浅做出不同的音
阶，一把小锤叮叮当当敲过去，竟是一曲《东风破》，空灵的琴声在
悠长的巷子里荡开来，仿佛在述说这个小村最久远的故事。

西递无处不讲究

李 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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