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小时读 《三国演义》
就知道亳州这座城， 因
为书中提到曹操是亳州
人。 古城楼沧桑中透着
古朴凝重， 有着深深岁
月的印痕， 穿越悠悠的
城门洞， 仿佛穿越进历
史深处。

微雨中， 我们来到古城亳州，踩
在小雨洗过的街道，空气中飘着中药
的清香。

问一位老人， 花戏楼怎么走，他
指了指，沿和平路再向前走，遇到一
个大牌坊然后向右拐，就到了花戏楼
路。花戏楼路是条老街，街上有许多
雕像， 都与亳州古老的故事有关，商
汤王、老子、华佗、曹操……一路上都
能寻到他们的身影。

花戏楼原是一座演戏
的舞台

花戏楼坐落在安徽亳州城北，涡
水从其旁流过。 花戏楼原名歌台，是
一座演戏的舞台，因院中花戏楼色彩
绚丽、美轮美奂，所以又称为花戏楼。
远远望去， 花戏楼那300多年青砖的
颜色，像是落满了灰尘，透着一种繁
华落尽后的沧桑与无奈，寂寞得像个
昏昏欲睡的老人。

花戏楼当时是山西陕西药商在
亳州聚会的场所。明清之际，晋商富
甲天下，以药闻名的亳州，自然少不
了晋商的踪迹。 也许他们思乡情切，
也许看透人生的变幻无常，也许觥筹
交错之际，一个念头浮起，建一座会
馆， 给背井离乡的同乡一个安身之
所，于是就有了闻名于世的花戏楼。

走进大门 ， 大门为三层牌坊架
式，仿木结构，水磨砖墙上镶满砖雕，
雕有人物、车马、城池、山林、花卉等，
细细观来，各具形态，逼真传神。更让
人惊叹的是，雕刻最精细处不过几毫
米，历经300多年的风风雨雨剥蚀，却
依然是完好的。工作人员释疑，原来
烧砖的泥里掺有发丝、棉絮等 ，烧制
成抗腐蚀特强的青砖。

门前铁旗杆， 杆高16米左右，重
15吨，上有悬钟、蟠龙、飞凤。左边的
旗杆预示着太阳升起，右边的是夕阳
西下，仔细看来杆柱上有蟠龙绕杆起
舞。杆上还悬挂着一幅铁对联：“铁杆

颂德高千尺， 金柱铭勋参九霄 ”。风
过，杆上悬铃叮当作响，甚是悦耳。明
清时期没有举重机，这两根15吨重的
旗杆怎样竖起的呢？近年，考古学家
发现，原来是先在地上用竹竿造两个
铁杆模型，然后用铁水浇铸而成的。

花戏楼里“三绝”堪称
珍品

缓步进入大门，映入眼帘的是大
关帝庙，给人以空旷、凝重的感觉。大
关帝庙前的山门是极其讲究，别具匠
心的建筑， 精致的砖雕把原本普通、
暗淡的山门装点得蓬荜生辉。不由感
叹古代雕匠们精湛的技艺，一幅幅砖
雕戏文，细润雅净，出神入化，风中的
柳叶 、 潺潺的小溪……让人赞叹不
已。山门正上额的《全家福》，讲述的
是唐朝汾阳王郭子仪，有七子八婿都
在朝廷做官 ， 画面上郭子仪60大寿
时， 他的七子八婿前来为他祝寿，人
物复杂繁多，但惟妙惟肖，各具神韵。
部分为镂空雕刻，线条婉转，真是砖
雕奇葩。

穿过山门，走进坐北朝南的大关
帝庙，院里大殿是主建筑，戏楼是辅
衬，戏楼旁边还有看台，药商们一边
饮酒一边看戏，好不惬意。戏楼两侧
为钟楼、鼓楼，鼓已遗失，只有康熙二

年所铸造的钟， 还孤独地躺在那里。
钟楼两边有六间古雅的两层小楼，是
晋、陕商人的临时居所，与高大的戏
台组成四合院，封闭空间，形成很好
的回音。 大殿两侧各有一深径小院，
竹径通幽，清雅宜人。

戏台到处是雕梁画栋的木雕，多
是三国戏文。比如《长坂坡》《割须弃
袍》《七擒孟获》《击鼓骂曹》《三气周
瑜 》等 ，人物形态逼真 ，战马奔驰如
飞，神态各异，呼之欲出，充满了阳刚
之美。木雕中最精彩要数《长坂坡 》，
栩栩如生再现了战争场景。这里是曹
操故里亳州， 竟然有6处雕刻揭曹氏
伤疤的戏文，可见当时的山西药商财
大气粗。

遥想当年富甲商人，兴致地观戏
台上每一个莲花碎步，如今那个曾经
演绎着无数精彩的戏台 ， 落满了灰
尘。通往戏台的木梯，因为不堪岁月
的重负，已被封死。只有恍如隔世的
戏曲声由远处飘来，给戏台笼罩上神
秘的氛围。

花戏楼 “三绝 ”铁旗杆 、山门砖
雕、戏台木雕，堪称我国古代建筑的
珍品，游人用目光细细打量这曾经无
尽的繁华，触摸一段烟尘，一段历史。
浩渺的历史长河中，皖北的亳州还是
留下了精彩的一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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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访古城

□孙丽丽

探幽紫团洞

驴友
笔记

□都重阳

本版邮箱：
zhoumolvyou@126.com

在迟迟不散的晨雾中我们登上了位于
太行山脉山西壶关县内的紫团山， 去观赏
地下魔宫———紫团洞。

当我们气喘吁吁爬到顶峰洞口的时
候， 看到的是两扇极普通的挂红铁门， 尽
管两尊石狮伫立两侧， 但其气势远不如辽
宁本溪水洞的规模。 而当导游引路步入洞
中， 景色顿时大变： 五光十色的彩灯把山
洞气象万千的 “典故” 装饰得惟妙惟肖。
洞内好大好大， 高者四五十米， 低者需弯
腰爬行； 宽者四十多米， 窄处仅容单人通
过， 据说稍有一点 “啤酒肚” 都不放行。
游览全洞， 或爬或蹬或攀或摸……约需三
小时左右， 可见饱览洞内风光绝非走马观
花所及 。 导游介绍说 ， 紫团洞系天然溶
洞， 经水流万年冲刷而成， 谁也说不清洞
有多深。

顺着游人踏出来的石径， 我们依次向
山洞的深处走去， 沿途溶岩形成的各种奇
景让人想入非非， 孙悟空于蟠桃会上偷来
的仙桃清澈透亮 ， 溶水顺着桃尖缓缓滴
下， 使人禁不住捧着仙桃吮几口； 两条身
长五六米的美人鱼 ， 相对而卧 ， 两唇相
吻， 犹如一对热恋中的情人， 使人不愿走
近打扰……

不知不觉来到了洞内的深处， 灯光暗
下来了， 气温骤然下降了七八度， 倒吸一
口凉气， 仿佛氧气少多了， 给人一种发闷
的感觉。 导游说此时我们置身于紫团山中
的底部 ， 再过一会就到了东北的 “松花
江”。 这下子我们几个来了精神， 三步并
作两步率先来到了江岸。 这是一片类似江
面的低凹地带 ， 底部有积水并伴有流水
声， 上部钟乳石形成许多松针状花瓣， 松
花江由此取名 。 在对面江岸上有两处奇
观， 一处是洁白如玉的 “定海针”， 针端
常有滴水渗出， 故针体逐年增长。 传说东
海龙王发怒， 海水泛滥， 大禹用定海针治
水， 从此五谷丰登， 国泰民安。 另一处是
栩栩如生的 “状元拜塔”， 一高一矮， 两
塔相近。

导游说， 高塔是触犯天规的圣母娘娘
的替身， 矮些的塔是圣母娘娘之子， 后中
状元的沉香替身。 由于沉香贤孝双全， 感
动了王母娘娘， 指点塔倒， 母子相会。 这
些 “典故” 出于洞中的松花江畔， 真使人
感到北国风光不仅征服了黄土高坡， 也誉
满林深草茂的太行山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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叹为观止亳州花戏楼

景山公园地处北京城的中轴线上，
原为元、 明、 清三代的皇家御苑。 景
山高耸峻拔 ， 树木蓊郁 ， 风光壮丽 ，
为北京城内登高远眺 ， 观览全城景
致的绝佳之处。 图为日落时分的景山
公园。 （中新）

日落·景山

■美景分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