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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山坡上唱山歌南山坡上唱山歌
□□ 陈陈 炜炜

那些湖那些湖那些湖，，，那座城那座城那座城
□□ 应美星应美星

幸福河湖幸福河湖

出城区沿国道行驶五公里右
拐，从一条机耕道往田野深处行
去，路两旁有半人高的苜蓿，间隙
里不时闪现耀眼的花丛。果园在
南边的山坡上。说是果园，其实是
一座座连绵的山坡，漫山遍野种着
各色的果树。

正是一年中最热闹的时候。
周末，慕名来摘果子的游客特别
多。穿过好几户人家的“领地”，跟
着“秋红果园”标识牌的指引，远远
地就看到我的朋友秋红正在接待
几位游客。

六月过半。杨梅刚下市，水蜜
桃就来接棒了，桃香熏得人都要醉
了。葡萄架网住了半边天，一嘟噜
一嘟噜的果实躲在套袋里暗暗积
攒着甜蜜，挑了向阳的一串下手，
果皮已经泛红发紫，丰收在望。和
葡萄相比，翠冠梨就显得矜持多
了，青色的果子和叶子抱在一起，
容易让人忽略它的茁壮，不过梨香
静谧，有区别于桃子的另一种清
甜，很是值得细品。再往深里走，
猕猴桃才刚冒头，密密的柑橘树绿
得晃眼，肥厚的叶片里躲着一只只
小石子大的青绿果实，在盛夏的水
果篇章里谦虚地低着头。除了这
些，坡与坡之间还有成片的板栗树
相连，间隔还穿插种了红薯、花生、
玉米……

秋红是一名壮族女子，20 年
前，为了爱情从广西嫁到了江西。
说起来，我和秋红是在几年前去市
里开妇代会认识的。初次见面，被
她一身的民族服饰闪了眼。听她
在台上讲述自己的创业故事，觉得
这个标兵很是个厉害人物。后来
熟了，见过了她光鲜背后的眼泪，
为她的性情所动，于是就成了朋
友。

秋红今天的装扮有些出乎我
的意料。

绣花的头巾，绣花的偏襟上衣，
绣花的阔腿裤，腰间还有绣花的围
裙，就连耳环、手镯、项圈也都一一
上阵。这隆重程度和去市里开会时
一样。

“看我这身打扮怎么样？够特
色吗？”

“我还带了好几身衣服，要不
要再换一身？”

…………
原来，秋红很光荣地接受了一

个要在乡里的宣传视频里出镜的任
务，这段时间一直憋着劲在做准备。

就着一株葡萄架固定着一只
手机，在我们到来前，秋红一直在
手机直播，吸引了不少游客围观。
我看着她熟稔地对着屏幕介绍着
产品，心里真有几分感慨。

记得去年雨水多，秋红家的杨
梅树挂果受了影响，品质也打了折
扣，再加上果期短，不好卖。秋红
盘点了收支，觉得不划算，和我说
了好一通丧气话。

没想到仅仅一年，销售的问题
就不再是问题。今年杨梅上市的时
候，在朋友圈和抖音里天天看到她
的卖货小视频，笑得合不拢嘴的样
子，看着忙得很。春天的时候她告
诉我又嫁接了好几百棵新品种，电
话里听得出要大干一场的决心，最
后又一再拜托我带几个拍摄高手来
给她制作宣传视频。

“我看你自己就拍得很好嘛，
抖音每天都有新内容。”我打趣她。

“不不不，我还要学习，活到老
学到老嘛。”

…………
其实，在乡间，新媒体带货早

就不是什么新鲜事了。借着电商
发展的政策东风，通过“互联网+销
售”的模式，已经让不少果农成了
新一代的“农民网红”。

秋红所在的峡江县金坪民族
乡，是全省八个少数民族乡之一，
也是唯一的多民族乡，这里生活着

京、侗、傣、瑶、壮、苗、彝、畲八个少
数民族的村民。除了民族特色，和
一般乡镇不同的是，这里的村民一
直是以果业种植为主要经济来源。

把生活的日记翻到 20 年前，
南山坡上还是一片荒凉。山多地
少是这个多民族聚居乡贫瘠的底
色。

当年，秋红嫁过来，娘家人是死
活不同意的。夫家一贫如洗不说，
连可种的水稻田都只有巴掌那么
大。说现实一些，爹妈是担心女儿
会饿肚子。

为了让爹妈放心，秋红夫妻俩
立志要把日子过出个人样来。两
个人先是趁年轻时外出务工了几
年，攒了点钱后回乡创业，一开始
干什么什么不成，养鱼养鸡都遭了
灾，倒把务工攒的血汗钱赔了个精
光。后来政府开始扶持精品果业
种植产业，夫妻俩咬着牙又重新开
始，前期投入巨大，东家借米西家
讨面的日子，秋红现在想起来还是
会红眼睛。

“是政府给了我们民族乡好政
策，我们才能贷款撑过那段日子。”

“你知道吗？十年前我都不敢
叫娘家人来做客，这两年好了，我
年年都接我爹妈来家住，吃我种的
果子！”

“现在，我还入了党，还能去市
里开会，我爹妈现在对我的婚事满
意得不得了！”

…………
每一次忆苦思甜，都要以抹眼

泪作为结束。每一次，我都会从这
个远近闻名的致富能手的泪光里，
得到一种精神上的照亮。

走进民族乡，村庄里是整齐的
一排排小别墅，其中就有秋红家一
栋。这个村子里住着许多个的“秋
红”，他们以南山坡为阵地，把一树
树果实通过看不见的“云上集市”
变现进了自己的腰包里，过上了从
前无论如何都想不到的好日子。

好日子让房子变得和城里一
样漂亮，有一些东西却是不会变
的。比如餐桌上带着民族味道的
食物，孩子们身上绣着民族元素的
衣裳，还有，“秋红们”高兴时唱的
带着民族味道的山歌调。

民族乡的村民会唱歌。这是
远近人人都知道的事。

南山坡上花果香。一年四季，
节气领着人往前走。春天里，一只
只蜜蜂从这一棵果树飞向另一棵
果树，嗡嗡声里，村民就坐不住
了。南山坡上，锄草施肥，果木嫁
接，山歌就唱起来了。花落了地，
第一茬果子在山歌里鼓起来，摘果
子的人就跟着山歌从四面八方赶
来，他们把手伸向每一处结了果的
枝桠，品鉴这一年的甜度成色。在
民族乡，劳动的号子就是这样以山
歌的形式唱出来，这样香甜的农
事，属于民族乡的“秋红们”，也属
于闻歌而来的每一个人。

果子不知不觉就熟了，日子不
知不觉就甜了。从夏天到秋天，果
香飘在山歌里。“秋红们”都在忙
碌，这番忙碌要一直持续到深秋，
收完最后一批蜜橘和板栗，冬天，
给果树根部堆上有机肥，再给树干
抹上杀虫防冻的白石灰。一年到
了头，整片山坡才算静了下来，等
待下一个春天的唤醒。

秋红的镜头后来出现在了乡
里的宣传视频里，还是一段很重要
的特写镜头，视频里的她在唱山
歌，唱得特别动听。

一朵红花路边生，
花又红来叶又青。
山高自有人开路，
水深自有探桥人。
…………
南山坡上，满山的果树都加入

了和声。风停下了，云不动了，都
在听一支幸福的山歌。

鄱阳，是一个被水拥抱、浸润和
滋养的城市。考入师范的 1983 年 9
月，赶上大水，老家进城的公路被淹，
我经水路辗转抵达县城。源于安徽
祁门县大洪岭深处的昌江和源于婺
源北部大庾山、五龙山南麓的乐安
河，在县城张王庙相识相融，涌入古
称鄱江的饶河。牵手母亲湖鄱阳湖
的饶河像一条脐带牵系着一个湖光
潋滟的鄱阳城。

鄱阳湖是中国淡水第一湖，与鄱
阳县相伴相生，曾用名为彭蠡、彭泽、
彭蠡泽，因隋朝水浸鄱阳县，改名鄱阳
湖。鄱阳镇、鄱阳县、鄱阳湖，同水同
源同名。依稀记得当时下船时已水漫
沿河圩堤，到处堆着装满鹅卵石的麻
袋。正是有了饶河的丰润，城内大小
湖泊像盛开在城里朵朵绚丽的水花，
使这座城成为“浪花上的城市”。

下船的东门口是繁华的码头，为
江西省六大港口之一。古代没有铁
公机，水运发达是城市兴旺的标志。

“茶商鹾客，皆以鄱阳过载也。”鄱阳
舟车四达，商贾辐辏，为东南一大都
会，为富饶之州饶州府延续500余年，
沿饶河衍生出一个“骈墙十余里，开
肆数百家”的解放街。

紧靠沿河圩的解放街，是鄱阳兴
盛的见证与留存，也是县城繁华的起
源。首任县令吴芮筑鄱阳城，隋大业
年间郡守梁文谦、巡官刘宗宏在鄱江
与东湖相夹的湖岸芦洲上培土为市，
便有了“十里长街半边商，万家灯火
不夜天”的烟火。酒肆茶楼、船行米
铺、食店药房，名工巧匠、贩夫走卒、
渔民船工演绎人生百态，引来徽、抚、
南、饶四大商帮以舟为马、以楫为车，
不断续写商界风云。

城因水筑，水为城用，街由水兴，
解放街成了饶州鄱阳兴旺的徽章，成
了鄱阳人集体的记忆。尽管后来因水
运衰退鄱阳一度失却了当年的光华，
但依旧是乡镇采购百货的集市、特色
小吃的荟萃摊点和传统工艺的展销长
廊。紧靠解放街的是“水落鱼肥秋夜
好，一呼山月醉东坡”的东湖。

三年师范生活，最迷恋的是东
湖。它是城市的一汪秀目，一窗笑
靥，一只美脐，一叶绿肺，又是一个写

满情节和充满情趣的湖。“湖心孤寺
白鸥翔，洲上百花吐芬芳。两堤柳色
湖光映，双塔铃音随波扬。荐福茶烟
袅袅送，新桥酒帘飘鱼香。颜亭荷雨
珍珠撒，孔庙松风思仲淹。芝峤晴云
衔五老，松关暮雪舞翩跹。”一处一
景，一诗一画，尽艳尽美，如痴如醉。

鄱阳名流寓贤似乎对东湖情有
独钟。长沙王吴芮部将梅鋗反秦兴
汉练兵于此，饶州刺史颜真卿为护欧
阳询字碑建亭于此，以陶侃命名的士
行中学兴校于此，就连鄱阳一对文武
状元都与此缔亲结缘。文状元彭汝
砺就读湖边荐福寺，享受“扁舟便好
如张翰，好在溪边旧钓筒”的雅趣。
武状元张鸿翥弃职归隐东湖，打鱼为
生，伴湖终老，乐此不疲。

不过与东湖有着更多传奇话题
的当属“寸怀如春风，思与天下芳”的
饶州知州范仲淹。范仲淹“九箭射东
湖”的传说是“九龙攒珠”构建的最早
版本，文正公俨然是个城市规划设计
师。“建学于此，必出状元”又使他成
为教育预言家……

湖水清澈，城中湖成了鄱阳城温
柔的目光和舒适的依恋。在师范读
书的天热季节，少不了去韭菜湖游
泳。韭菜湖得名有说因周边姜家坝
村民种韭菜得名，又有说因朱元璋、
陈友谅大战鄱阳湖时曾在此扎九寨
（韭菜）闻名，还有说姜家坝为“平生
最识江湖味，听得秋声忆故乡”的宋
代著名词人姜夔的故乡，姜夔为九真
（误为韭菜）姜氏传人。

比起韭菜湖神奇得像个江湖侠
客，土湖便像淳朴的村间野夫，因湖
底土质肥沃、常取泥沤肥而得此俗
名。好在离湖不远建有盘州别墅的
洪适留下“波涛送客帆，松竹围僧
舍。野趣望中来，西湖当减价”的诗
句，为湖添了不少情趣。关于连接土
湖、韭菜湖的青山湖并无青山倒影，
或许是人们亲临秀水对青山拥翠的
幻想而已。

上世纪80年代末期，因撰写抗洪
救灾电视专题片采访需要，夏季暴雨
连连、洪水滔滔，坐船渡江涉河、亲水
临湖便是常情，窥探到更多鄱阳与水
与湖的渊源。鄱阳得名饶州与毗邻

鄱阳尧山有关，县内尧山因尧时避水
患于此而得名。隋开元九年又以“地
饶衍遂加食为饶”，鄱阳始改称饶
州。全县乡镇得名大多与水与湖有
关，直呼湖名的有莲湖乡、银宝湖乡、
鸦鹊湖乡，谢家滩镇、响水滩乡的

“滩”为河湖比岸低的地方，柘港乡、
双港镇的“港”指江河的支流，古县渡
镇的“渡”指载运过河，饶埠镇的“埠”
为有码头的城镇。

“秋江渺渺无津涯，江边渔父船
为家。”鄱阳人饭稻羹鱼，渔民以船为
居，食以湖为园，曲以湖为根。水乡
渔村、戏曲灯彩、渔风渔俗、美味佳
肴，无不与湖与水有关。唱的饶河
戏、鄱阳渔鼓、鄱阳大鼓都是湿漉漉
的。参拜的神也是护湖护渔的晏公、
萧公、定江王——鄱阳人敬湖爱湖，
护湖净湖。

鄱阳水域宽广，水量丰盈，水质
良好，人们枕河而居，开门见水。或
许是受江湖水的浸润，既有田畴膏
腴，沃野接天，又有“秋高水稻落，鳞
介满沙脊”。“鄱阳胜事闻难比，千里
连连是稻畦。”由于水清质好，好水长
出好米。鄱阳是全国粮食生产先进
县，鄱阳湖大米更是香宴天下。鄱阳
有“滨湖蒲鱼之利，鱼鳖禽畜之富”，
同样好水出好鱼，是中国鄱阳湖淡水
鱼之乡。湖水煮湖鱼，使人“鄱阳归
来不吃鱼”。鄱阳饮食也与鱼米有
关，米酒、米粉、米粑、白糖糕、米皮、
糍粑、灌心糖、藕丸子，黄丫头煮腌
菜、鲶鱼煮豆腐、银鱼炒蛋、鲶鱼糊、
清蒸白鱼……“正月的螺蛳二月的蚌,
春天的鲇鱼赛仙汤；三月的鳗鲡肥又
美，四月的黄颊菜齑脆……”传唱着
最美味的四季味美鱼肴，垂钓湖滨，
如果偶然“晚来觅得鱼双尾，唤请邻
翁上酒楼”，何等惬意开怀。近年来
鳜鱼馆、老二黄丫头、珠湖鱼馆鱼香
飘逸，引得食客纷至沓来……

水浅者为洲，深者为潭，直者为港，
曲者为湾，狭者为汊，阔者为湖……一
个湖就是一本书，就是一个故事，一
个惊艳，一个传奇……

鄱阳以湖为家，近湖而亲，借湖
扬名。2007年，县里以湖泊为主题，
打造中国湖城。阅读鄱阳，感到湖之

大，是因毗邻中国第一大淡水湖鄱阳
湖；感叹湖之多，全县100亩以上的水
库、内湖、山塘进行统计，竟达 1067
个，便有了“千湖之县”的美誉；感慨
湖之富，鄱阳有淡水鱼141种，是全国
淡水鱼养殖重点县；感触湖之深，知
道了很多隐藏在湖背后的故事。比
如球珊湖原名球场湖，是明朝一叶姓
人家后花园足球场；博士湖曾住着一
位彭姓博士；雪湖因所产银鱼如雪；
大鸣湖为候鸟声震耳鸣；感受湖之
美，则是为捍卫一湖清水，打响湖泊
生态保卫战。对鄱阳县沿鄱阳湖两
公里以内的300个自然村进行生态渔
村建设，展现一幅幅“渔村绕水田，澹
澹隔晴烟”的乡村靓影。

一湖清水，为世界守护，是鄱阳
人的铮铮誓言。鄱阳实行河湖长制，
拆除猪圈、鸭棚、牛栏，整治水域采
砂，全面实行水库退养。实施鄱阳县
环东湖综合治理工程，将球珊湖、东
湖、韭菜湖、土湖、青山湖等五湖进行
水系连通……“清城、清路、清河”，清
出了颜值、素质和品质。乡村一座座
防洪堤坝护卫安澜，一道道水渠通向
田间地头，一股股清泉流进千家万户。

万涓成水，终究汇流成河成湖，
像一首澎湃的歌。鄱阳踏浪前行，逐
梦高歌。鄱阳城外建设信江高等级
航道，打造水上高速。城内五湖连通
净化水质，装扮湖光夜色。在鄱阳正
在兴建并写进省政府工作报告的鄱
阳湖博物馆，重点围绕生态文明，展
示鄱阳湖的自然生态、历史人文。被
净化了的湖泊兼容并蓄、开放包容，
川流不息、吐故纳新，流向鄱阳湖，融
入滚滚长江。

开放、创新、执着、奉献，是鄱阳
湖的注脚，也是鄱阳人的精神。有了
这种精神，“天蓝水清、树香花艳、鸟
美鱼鲜、湖甲天下”，便是鄱阳不远的
模样。

校园内种有几处芭蕉，繁茂至极，呈抱团状。叶宽大碧绿，令人
联想起铁扇公主的芭蕉扇，花苞绛紫色，硕大似下坠的秤砣。

炎炎夏日，一看到芭蕉绿荫，就会令人心生沁凉，因此它又得名
“绿天”“扇仙”。“扶疏似树，质则非木，高舒垂荫”，是前人对芭蕉的形
象描绘。

我喜欢芭蕉，每次经过，都要驻足许久。
关于芭蕉的诗文典故极多。论譬喻之妙者，唐代钱珝的《未展芭

蕉》不可不提：“冷烛无烟绿蜡干，芳心犹卷怯春寒。一缄书札藏何
事，会被东风暗拆看。”将未展开的芭蕉叶比作“冷烛”“绿蜡”和暗含
少女芳心的“书札”，想象新奇，为人称颂至今。

论感伤者，宋代李清照南渡以后，有词《添字采桑子》：“窗前谁种
芭蕉树，阴满中庭。阴满中庭。叶叶心心，舒卷有余情。伤心枕上三
更雨，点滴霖霪。点滴霖霪，愁损北人，不惯起来听！”这首词，根据蔡
中民在《百家唐宋词新话》的分析：“深情苦调，楚哀动人，当是建炎三
年其夫赵明诚死后所作。”词人借芭蕉展心，反衬自己愁怀永结、郁郁
寡欢的心情和意绪。不禁令人想起温庭筠的《更漏子》：“梧桐树，三
更雨，不道离情正苦。一叶叶，一声声，空阶滴到明。”这与李清照词
意境何其相似，秋雨滴梧桐与春雨打芭蕉皆为悲声，只不过季节不
同。

论有情者，当属清代蒋坦《秋灯琐忆》：“秋芙（蒋坦之妻，林语堂
老先生心中最可爱的两名女性之一，另一是沈复之妻芸娘）所种芭
蕉，已叶大成荫，荫蔽帘幕。秋来风雨滴沥，枕上闻之，心与之碎。一
日，余戏题断句叶上曰：‘是谁无事种芭蕉，早也潇潇，晚也潇潇。’明
日见叶上续书数行云：‘是君心绪太无聊，种了芭蕉，又怨芭蕉。’字画
柔媚，此秋芙戏笔也。”我的忧愁，你知；你的宽慰，我也懂。夫唱妇
随，琴瑟和鸣，其浪漫和恩爱令人暖心。

论有趣者，犹记《红楼梦》第十八回元妃省亲时，宝钗做了宝玉的
一字之师，就凭钱珝的《未展芭蕉》。适逢元春试众姊妹和宝玉的诗
才，宝玉有一句诗咏芭蕉：“绿玉春犹卷。”宝钗提醒他，元妃之前就不
喜欢“香”“玉”二字，才将“红香绿玉”改为“怡红快绿”（红指海棠，绿
指芭蕉），因此教他换作“绿蜡春犹卷”。宝玉忙问可有出处，遭宝钗
哂笑……此句，即出自钱珝的“冷烛无烟绿蜡干”。

论旷达者，首推爱蕉之人探春。《红楼梦》第三十七回，写宝玉与
众姐妹在大观园中结海棠诗社，各人都起了别号。探春笑道：“我就
是‘秋爽居士’罢。”宝玉道：“居士、主人到底不恰，且又累赘。这里梧
桐芭蕉尽有，或指梧桐芭蕉起个倒好。”探春笑道：“有了，我最喜芭
蕉，就称‘蕉下客’罢。”有人认为，芭蕉直立高大，体态粗犷潇洒，但蕉
叶却碧翠似绢，玲珑入画，兼有北人之粗豪和南人之精细，恰如探春
个性。所以探春自称“最喜芭蕉”，芭蕉也成为她的性格符号。另说，
贾府四春当中，探春聪慧过人，不仅诗写得好，而且工于书法。芭蕉
叶子宽阔，叶脉齐整，如书札纸页，正与探春喜好吻合。

芭蕉之说，多矣。
又是一年芭蕉绿。不知不觉踱至芭蕉树下，绿荫还未浓厚，可已

是亭亭玉立。有两棵不知怎的被折断，断面溢出许多透明汁液，如人
泣泪。俯下身去，闻得一股清香。芯部已渐渐抽出新叶，绿得晃眼。
未展开的新叶，如翠嫩的笔，如整齐的书画卷轴；已小心翼翼展开的
蕉叶，如崭新的旗帜，如神圣的经幡，正昂首向天穹……

听说广昌甘竹老街最近突然热闹起
来，经常有人拍照片、搞航拍、觅乡愁。于
是，身为老街的故人，没有理由不回去看
看，走一走凹凸不平的石板路，搜寻尘封
的童年记忆。

老街不长，从最北边的“保障门”到上
街最南边甘竹小学全长约 2公里。“保障
门”上“旴源首镇”几个斑驳的大字依然可
见，两边“水带山屏天然保障，云封雾锁地
据频垣”的对联印证着老街的繁荣与废
颓。

甘竹老街在广昌建县前就已建成，到
清朝中期最为鼎盛。随着岁月冲刷，已繁
华不再，然而古旧更容易勾起人们无限的
回忆。在我眼里，老街之所以“老”，是因
为有古井、古屋、古戏。

老街有一口古井——雯峰井，井台是
清一色的青石板砌成，经过岁月的打磨，
台面水光溜滑，井圈用整块青石凿成，摸
一摸润滑如玉，没有谁考证古井是何年建
成的，但从井圈上拇指粗的绳索印和“乾
隆十年重修”的文字推算，少说也有几百
年的历史。

无波真古井，此味淡中长。老街人世
世代代依井而居，靠甘醇的井水繁养生
息，人们汲水、浆洗，与世无争，过着平静、
真实的日子，幸福的滋味溶化在绵厚的井
水里，刻划在光滑的井面上。

古井是老街一年四季最热闹的地
方。一大早主妇们洗菜浆衣，挑水做饭，
忙忙碌碌，吵吵闹闹，天天如此。尤其夏
日的夜晚，古井吐出阵阵凉气，晚饭后，妇
人们收拾好屋子，用簸箕装些莲子，集中
到井边来做。往往是东西还没放稳，几个
女人就混在一起，说着各自有趣的事儿。
偶尔有几个汉子酒醉饭饱，坐在井边抽着
旱烟。孩子们和各家的小狗在人群中追
逐嬉闹，邻居们在欢声笑语中享受着天然
空调的凉爽，那份惬意与满足映在人们的
笑脸上，录在朗朗的笑声里。

古井每年都要清洗一次。因为水冷，
洗井的日子一般都选在七八月天气最热
的时候。那天，住在井边的老李叔会按事
先商量好的召集七八个后生，用吊桶迅速
把井水汲干。然后两个后生喝几口白酒，
穿上雨衣，坐吊桶到井底，用铲子把井里
的泥沙和污物铲干净，最后放入木炭等
物。每年一次的洗井是男孩子最活跃的
时候，大家兴奋地围在老井的四周，争抢
从井里掏出混在泥沙中的钱币，抢到手表
等贵重物品，则交给老李叔，寻找失主。

古井不仅滋养着老街的大人们，也给
孩子们添了许多童趣。

老街上还有古屋。
老街的古屋简朴而宁静，悠久而亲

切，古老而柔美。她危危地立在老街上，
像一坛用岁月酿成的美酒，醉了老街，醉
了忙忙碌碌的老街人。老街共有魏家宗
祠、陈家祠堂、曾家祠堂等十几幢古祠
堂。现在属刘家祠堂规模最大，保存最完
整。

刘孟隆公祠建于清雍正年间，雕梁画
栋，飞檐翘角，奢华气派自不必说，单就老
街刘氏来历就令人不禁驻足探究。刘孟
隆系北宋政和三年进士，乃汉高祖刘邦之
弟楚王刘交四十二世孙，于北宋开泰二年
迁入广昌。刘氏族人贤才俊彦，是老街第
一大家族。

一般人家的祠堂门前都是立两只石
狮子镇宅，而刘孟隆公祠门前却有三只石
狮子，右边是睁眼张目、脚踏彩球、威武雄
壮的雄狮；左边是双目慵懒、温柔乖巧的
母狮；母狮胸前是一只幼崽，小狮子仰头
望着妈妈，嗷嗷待哺。据说刘氏家风敦
厚，十分注重添丁增口发展壮大，故立此
狮祈佑刘氏一族枝繁叶茂，人丁兴旺。

与刘孟隆公祠仅一街之隔是其子刘
仲卿公祠。两幢建筑风格规模大致相同，
因父子两人祠堂门对门，所以在两幢房子
中间建有一高大气派的照壁，照壁上面镶
嵌明代大书画家董其昌手书“天宠世家”
粉红石匾额，周围配以人物花鸟、瑞兽石
雕，端庄大气，气势恢宏。

从“天宠世家”豪放苍劲的大字中，不
由体会到刘氏祖先仗剑斩蛇、睥睨天下的
气概与自信。身临其境，思绪随着照壁上
的小草一起舞动，竟然有一种“夜阑卧听
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的感觉。

街还是那条街，井还是那口井，岁月
给现代人造就了老街这样的心灵氧吧，游
弋其中，让被柴米油盐拖累的身躯得到片
刻的歇息，看过走过顿觉气定神闲，如释
重负。

老街古韵
□ 刘忠照 芭蕉有心年年绿芭蕉有心年年绿

□□ 袁华琳袁华琳

（图为峡江县金坪民族乡的丰收场景，照片由金坪乡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