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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廊桥，人们大多会想起处在
青山如黛，溪水叮咚，民风淳朴，远离
喧嚣的宁静村野之中。徽州人向来注
重风水，古时廊桥便是人类建筑史上
的民间智慧之一。

一个冬日暖阳的午后，我们走进
了黟县宏潭乡佘溪村。这里有一座保
存尚好的廊桥，吸引着我们探寻的目
光。当我们下车后，行走在佘溪村的
山野小径上，耳边早已传来鸡犬相闻，
远远看着佘溪村庄，置身青山绿水之

间，随着脚步的走近，佘溪便敞开怀抱
召唤我们，一派山野风光，秀美明媚。

在如此灵秀的山村里藏着一座古
廊桥，很是顺理成章。

据佘溪村的老书记方柱钦介绍，
这座叫做“乐升桥”的廊桥是晚清咸丰
年间建造，迄今已有百余年历史。

“乐升桥”上曾经建庙，故又名“观
音桥”，为单孔石拱桥。从某种意义上
来说，这座廊桥更多的是承载了民间的
老百姓追求美好生活的梦想。

与徽州其他众多廊桥不同的是，
这座廊桥的外形并不是以徽州建筑特
质的马头墙展现，而是以观音兜（徽州
建筑的一种景观风格）的外形出现。
她的线条以自然的弧度，简练古朴，呈
现建筑与所处环境相互协调的一种完
美结合。如此的景观特征，具有女性
典型的柔性之美。

佘溪村背山面水，坐北朝南，如人
舒适地端坐在一张太师椅上。一条清
丽潺潺的小溪穿村而过，夹溪两岸皆

是百姓人家，廊桥巧妙地镶嵌在村头
水口转弯处。桥身正面居中有一个长
方形的窗子，左右墙面各有一个对称
圆孔，意为从佘溪的上游引水而来。
水为财，引水旨为开源。廊桥的背面
是封闭的，实为积累、锁财之意。

廊桥体现了古人对自然和传统的
敬畏，且古人的建筑智慧在此亦可见
一斑。一座村庄，经济繁荣后，人们才
会有更多的想法和追求。其实，廊桥还
有一个最为实际的功能，就是让乡民或
旅人遮风避雨，小憩，闲聊，是人们短暂
停靠的港湾，是风雨奔波路上的一种慰
藉，是徽州精神中人文情怀的体现。那
些为了生活离家在外的游子，每每想起
这座山村，想起这村口的廊桥，想起父
母妻儿在廊桥上翘首期盼的身影，心头
便萦绕着久久的思念，挥之不去。

我们在佘溪村里如浮光掠影般走
过一些农户家门口。随便哪家大门，
都是敞开的，左邻与右舍，一墙之隔。
鸡犬之声相闻，饭菜余香味串门，它们
相互萦绕交织，让人倍感亲切。

一户人家水泥地上的缝隙里，居
然长出一簇簇碧绿的青苔，随着缝隙
的形状而横空出世碧绿的几何图案，
令人痴迷！

我们告别佘溪，告别廊桥，一转
身，像是穿越历史的通途。

山村公路边白色荻花摇曳着，秋
阳依然刺眼，天空瓦蓝澄静。在无边
广阔的寂静里，灵秀佘溪和寂静廊桥，
和我们，和其他，正在一切的浮表之下
隐匿地生长和努力着。

我仿佛穿越时空而来，和佘溪的
古廊桥，两两相望。

如果把黟县西递、宏村比喻成大
家闺秀,那么洪星乡则是令人怦然心动
的小家碧玉。“天生丽质”的原味风景，
天然去雕饰的恬静，恰似一株深谷幽
兰，芬芳在绿水青山间，浸润着整个黟
西北。

洪星是黟县西北部乡镇，山高林
密，峰奇峦秀。从县城驱车出发一路
向北，公路依着山谷，盘旋曲折，像一
条玉带，缠绕着翡翠般的山峦。车在
画中行,人在景中游,俨然一方世外桃
源。首站抵达的村落是洪星乡红光行
政村下辖的墩上自然村，村庄建在清
溪河对岸高坡上。这里历来为吴氏聚
族而居，明代建村以来，吴氏族人就在
这里开山垦荒，择地扎基，竖造而居，
分门立户，安居乐业。

人们常说，了解一个村历史，读懂
一座村故事，最好的地方莫过于去村
史馆。红光村史馆恰恰落在墩上，为
到访的游人打开了一扇洞察历史风云
的门窗。村史馆占地 300余平方米，两

进三开间二层楼，由墩上村原吴氏宗
祠改造。展馆分为村史村情、历史沿
革、人物介绍、实物展、党建等部分，内
容丰富，存储着大量的历史文化信息
和红色文化基因，透过馆藏所呈现的
历史渊源与发展脉络，我们可以直观、
真实地感受到红光村在百年历史发展
长河中的深刻印迹。

红光村，钟灵毓秀、人杰地灵，积
淀有浓厚的历史文化内涵。土地革命
战争和抗日战争时期，红光村曾是中
国共产党组织北上抗日先遣队战略转
移时的补给站。当时，红军行至美溪
口兵分三路途经红光、方坑等村庄，越
过方家岭、钓鱼岭、直抵县城西北，进
入黟县中心地带进行敌后活动。1948
年，新四军皖浙赣支队主力及前进工
委机关580余人从这里出发，向皖浙赣
边挺进展开激烈斗争。村中许多革命
群众和共产党员，为革命事业舍生忘
死，用鲜血和生命谱写了一个又一个
可歌可泣的壮丽篇章……聆听讲解员

饱含深情的讲述,仔细观看一件件珍贵
的实物，一幅幅穿越历史的图片，仿佛
回到了那个枪林弹雨、血战到底的烽
火岁月，每个人的心灵受到强烈的震
撼和冲击,得到了一次思想的洗礼和灵
魂的升华。

来到红光村之前，听说村里有只
美丽的“金凤凰”，早年从遥远的贵州
福泉县飞进这座穷山僻壤山村筑巢垒
窝，让不毛之地华丽蝶变，她就是红光
村党支部书记金玉琴。这次来到红光
虽然没有见到已担任乡党委委员的
她，但是通过在村史馆看到她先进事
迹介绍，以及后来在徽州大剧院内观
看大型现代黄梅戏《有凤来黟》后，进
而加深对金玉琴的了解。因为这部作
品是以她为原型改编创作的，在红光
村，金玉琴为了带领广大群众脱贫致
富，她胸怀大局、一心为民、助人为乐，
就像大山中的那盏永不熄灭的红灯，
照亮着山乡百姓。

站在海拔 400 余米的山巅上，殷
正龙望着一片片绿油油的香榧树密布
在大小山头，枝繁叶茂,硕果累累的喜
人场景，始终掩饰不住内心的喜悦。
因为在他的内心深处，这些漫山遍野
的香榧树可是长春村农民的“摇钱
树”。如今拓展农民精致农业的增收
致富途径，相信农民今后在家门口就
直接能摘得“黄金果”，再也不用远离
家乡出去打工了。

离开了马坦，驱车直接进入联光
村。刚入村口，水口林处那片茂密的

枫杨林由绿变黄，像涂抹过黄色颜料，
闪耀着金灿光彩。密林底下，一幢青
砖黑瓦徽派门楼拔地而起，古朴精致
的建筑风格平添岁月的厚重。门楼正
反面上方分别镌刻有“联光村东边河”
几个遒劲大字，粉墙黛瓦与金黄色树
叶交相辉映，色彩斑斓图景如诗如画，
令人心旷神怡。

联光村古名“东边河”，因河流东
边河横贯全村而得名。从水口处沿着
公路往前走 50米就到了村里，村庄坐
落在山坳里，群山环抱，竹林成海，一
弯潺潺的清溪河水穿村而过，清一色
黑瓦白墙民居鳞次栉比矗立沿河两
岸。宁静山村，没有任何嘈杂，村里青
壮劳力出工在外，留下一些年长者在
家看守着门户。看到这么多人一下子
从山外涌进来，村里顿时沸腾起来，一
些老人更是喜出望外，从老屋内蹒跚
走出，支起板凳端坐在家门口话着家
长里短，追忆着东边河那些似水流年
的往事。晚秋季节，深山里的东边河
山货熟得比较迟，有的刚刚颗粒归仓，
玉米、香榧、板栗、黄豆、辣椒才开始搬
上晒台。农家庭前院后的晒场，红似
火,黄赛金,白如雪的谷物，五彩交织、
鲜艳夺目，晒得热火朝天。没有人为
打造壮观的原味风景，自然令人比较
喜欢，不少游人端着手机，站在不同位
置，从各种不一样角度，记录着村落徽
州里原乡烟火温暖，感受着内心宁静
与美好。

游走黟西北，青山悠悠，重峦叠
嶂，一路星光璀璨。猛然间发现，在秀
美的山间，洪星如一块未经雕琢的璞
玉，宛如一位风姿绰约的女子，深藏闺
中。这里岁月悠长，既有宁静的乡野
和那些鲜为人知、未被发掘的绿野仙
踪，又有着淳朴的人间烟火气，安放植
根于内心深处乡土情结的乡土。

黟县的西北部，简称“黟西北”，包括
洪星乡、美溪乡、宏潭乡和柯村镇“三乡
一镇”，在黟县 857平方公里的地域面积
中，几占半壁江山。我们这次目的地是
美溪乡。这个以“美”命名的偏远山乡，
令我难以忘怀的是她独特的、翡翠般的
绿！

暮春周日的清晨，我们一行从屯溪
出发，我和梅、玉、艳同车，梅的先生给我
们充当驾驶员，一行人谈笑风生，与黟县
作协采风团会合后，向黟西北进发。当
车经过“徽宿小隐”这个同乡开设的民宿
时，不免想起几年前来此参观的情景，自
然地向同伴讲述起同乡创办这家民宿的
经历，引起同伴的好奇和遐想。在修竹
松柏间悠居于此，早闻鸟鸣，夜听蛙声，
是一种怎样美妙的意境。

车过方家岭隧道，在山道弯弯的绿
海中穿行，不到一小时就到美溪境内。
美溪对我来说并不陌生，前年与朋友一
道去宏潭乡杨林村买茶，曾路过美溪，朋
友说美溪的黄姑河、打鼓岭很美，引起我
的向往。今日亲踏美溪腹地，心中充满
惬意和温暖。

在美溪，我们瞻仰了美溪口烈士陵
园，参观了弋江源茶叶生产基地，探访了
深山峡谷打鼓岭，重走了美坑村红军
路。每一处都让我兴奋、惊奇、感动。人
的创造力难以想象，如不是亲身体验，谁
能想象这黟西北深山区竟有弋江源现代
化的厂房，这大山沟里还开发出这样环
保型的高品质景区，这大山里的村庄能
建设得如此美丽！

在美溪所经历的都难以忘怀，而在
总体的印象中，唯独对她的绿——那是
一种翡翠般的绿，格外的青睐。怀着崇
敬之情瞻仰完烈士陵园后，发现此处是

“风水宝地”，四周松柏环绕，由此可见后

人对先烈的敬仰之情。站在美溪口烈士
陵园的最高处远眺，四周完全被绿意盎
然的群山环绕。迎面而见的是碧绿透澈
的美溪河，从方家岭的崇山峻岭中潺潺
而来，犹如一名玲珑清秀的少女，唱着一
支淳朴而古老的山歌。水面漫过崎岖不
平的拦河坝时，泛着的一棱棱、一片片白
水花，在阳光的照射下炫目而耀眼。河
的两岸尽是绿意葱茏的水杨，一眼望不
到头。茂盛的水杨林和傍水的山林，加
上蓝天白云把整个美溪河妆扮得剔透玲
珑，春意盎然。号称“情侣林”的翠竹林
也是一望无边，绿涛起伏连绵，甚是壮
观。据说著名武侠大片《苏乞儿》电影就
曾在此拍摄取景。

深入打鼓岭，更是加深了对“美溪绿”
的印象。打鼓岭其实是一个深山峡谷，因
有三叠瀑和碧潭而远近闻名。这里有山
水、瀑布、峡谷、森林，是避暑的好去处。
入得峡谷中，首先到达的是一个名叫“仙
女潭”的碧潭，那润碧的翡翠绿，美得让人
忘记呼吸。飞瀑长年累月的冲击，竟在石
崖上冲出一泓碧潭来，在绿荫荫的密林影
映下，泛着碧幽幽的光，宛如一个巨大的
天然翡翠撒落在这天地峡谷间。

溯溪而上攀得峡谷最上端，是打鼓
岭最为著名的三叠瀑。从下往上看，只
能见头顶上的一片天空，三面是悬崖绝
壁。瀑布从悬崖顶端冲泻而下，遇到凸
石阻挡溅射水花再次泻下，撞击后纷溅
起水花，落入碧潭。潭中有一竹筏，人在
筏上，筏在潭中，潭在绿意盎然间。与这
深山碧水深潭的亲密接触，让我感受到
了打鼓岭的热情和淳朴，她把最美的面
貌呈现给了游客，把最好的空气、最洁净
的天然水、最原始的森林馈赠给了人类。

但愿这片绿永存天地间，祝愿美溪
这条“美丽之溪”永远潺湲向前！

柯村，黟西北一个最边远的乡镇，
四周大山环抱，是皖南典型的盆地。这
里峰峦叠嶂，林木茂密，山清水秀，人杰
地灵。境内人文和自然景观极其丰
富。不仅有“茅山云海”“柯村花海”“胡
门古树群”“东坑古廊亭”“孙村漩溪塔”

“徽池古道”“箬岭古徽道”等自然景观，
还有“五黑”特色农业。柯村还是红色
革命老区，曾经创建了以柯村为中心的
方圆一百余里的红色苏区，成立了皖南
苏维埃政府，声震远近。

我来柯村是去年四月油菜花节期
间，我们自驾车开始进山，车子在晨雾
中奔驰，在山道上盘旋，越升越高。雾
也慢慢消散，变成了一条条白色的丝
带，缠绕在山腰上。山上的草木郁郁
青青，时不时看到几棵映山红，在一片

绿海中格外耀眼。
一小时后，车子来到了柯村地界

的茅山岭，这里是柯村的最高点，也是
最佳摄影点，整个柯村尽收眼底。这
天我们的运气非常好，赶上了“茅山云
海”的美景。站在茅山岭上，远眺连绵
的 山 峰 在 云 雾 中 若 隐 若 现 ，如 岛 如
屿。脚下白云翻滚，仿佛置身于雾气
弥 漫 的 仙 宫 ，有 腾 云 驾 雾 的 缥 缈 之
感。大约过了半个小时，云雾渐渐消
散，远处的青山峰峦起伏，草木茂盛，
整个柯村盆地一览无余。

盆地四周十几万亩的绿色生态森
林环绕着柯村镇，这里生态资源丰富，
空气新鲜，曾荣获“安徽省森林城镇”
称号。盆底是金黄的五千多亩油菜
花，大片大片的铺陈在柯村的大地上，

更 是 被 誉 为“ 皖 南 最 大 的 油 菜 花 盆
地”，也是“中国十大赏花地之一”。每
年四月间，花儿开得正旺，清香浓郁。
远远望去，黄绿相间，和谐融合，白墙
黛瓦点缀其间，阡陌纵横，河流交错，
简直就是一幅美丽的油画。

看完“茅山云海”，欣赏了“柯村花
海”，我们乘车下茅山岭，来到了胡门
村，参观黄山黑鸡养殖场。黑鸡，是黟
县极具特色的“五黑”农产品之一。何
为“五黑”农产品？即黑猪、黑鸡、黑
粮、黑果、黑茶。其中黑鸡和黑猪都是
柯村本土特产，保留了几百年的传统
饲养方式。由于柯村独特的盆地地形
和深山区位，特有的地理环境和气候
条件，柯村的黑鸡、黑猪肉质细嫩，味
道鲜美、营养价值极高。

养殖场的场长向我们介绍了养殖
场的一些基本情况：2009年 6月，投资
500万元，成立了黄山市黟县黄山黑鸡
保种场。该保种场属民营股份制企
业，采取“基地+合作社+农户”的经营
模式，以农民专业合作社形式带领农
民共同打造黑鸡养殖的特色产业。目
前，柯村黑鸡养殖约 8 万羽，使当地的
贫困户迅速脱贫，同时也带动了当地
经济的发展。2009 年 10 月农业部第
1278号公告宣布黄山黑鸡为国家级遗
产资源。同年，又被安徽省农业委员
会列入第一批安徽省地方畜禽品种保
护名录。

午后，我们乘车来到柯村皖南苏
维埃政府旧址，现在已是柯村暴动纪
念馆。这是一座徽派建筑，宽敞的大

门，四柱落地的高大门楼，气势恢宏，
大门上方镶嵌着“柯氏祠堂”的匾额。
1934年中共太平县委就是在这里领导
和发动了柯村暴动，建立了苏维埃政
权，成立了皖南游击队。同年 12 月，
方志敏、刘畴西、刘英、粟裕等率领的
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进驻柯村休整。
方志敏在柯村召开干部群众大会，对
柯村暴动作出了“紧握欃枪，任他风
暴”重要指示。革命的火种点燃了皖
南的每一个角落，有力地打击了国民
党反动派的黑暗统治。

我们来到纪念馆门前右边的革
命英雄浮雕前，瞻仰刘毓标、储高阳、
宁春生等革命先烈的遗容，聆听了先
烈们的生平介绍和革命斗争事迹，肃
然起敬。随后讲解员带我们走进了

柯 村 暴 动 纪 念 馆 ，堂 厅 上 方 悬 挂 着
“柯村暴动形势图”，厅中央是一个很
大的作战沙盘，用旗帜标志着当年的
游击区和战斗地点，那一面面旗帜就
像一点点星火，显示当年革命之火已
成燎原之势。

八十多年前的硝烟已经散去，但
柯村革命老区的人民赓续了红色精
神，依托丰富的红色资源和“黑色”家
珍、“金色”花海、“绿色”生态资源，确
立了打造“华东红色旅游体验区”“黟
西北现代农业示范区”“黟西北商贸服
务区”的三区建设目标，逐步形成红色
旅游引领，特色农业为主体，商贸繁荣
的产业新格局，为把柯村建成黟西北
美丽富饶色彩斑斓的新柯村而继续奋
斗。

多彩柯村多彩柯村 皖南皖南““瑞金瑞金””
 徐英明徐英明

美溪，那一抹翡翠绿
 方丽玲

灵秀佘溪古廊桥
 程云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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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 丽 的 黟 西 北美 丽 的 黟 西 北

深闺碧玉有“洪星”
 吴孙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