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光福古镇位于苏州城西25公里， 背靠邓
尉山麓，面朝太湖之滨，是一座嵌入太湖的半
岛。漫步古镇，仰可见山、俯可探水，一如明代
画家沈石田所绘的有山有湖有舍有田， 因此，
光福又享有了一个“湖光山色，洞天福地”的美
誉，仿佛一个镶嵌于天地间的世外桃源。说到
洞天福地，自然少不了名胜古迹，比如邓尉山
下的司徒庙、两千年高龄的四株古柏、吴中最
为古老的寺院铜观音寺、中国四大赏梅基地之
一的香雪海……

初游碧水九龙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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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访古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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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克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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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次邂逅九龙瀑， 缘于朋友的一
次走亲。那是个阳光明媚的早晨，朋友
小江打来电话， 问我能否帮忙开车送
他和女友回家。当日恰逢周末，我和妻
子都闲在家里，便爽快答应了。

朋友的女友是个非常热情的人，
到家后，她又是沏茶又是削水果，忙得
不亦乐乎。吃过饭后，她便提议我们一
起去她的家乡景区九龙瀑转一圈，感
受一下这里环境的美好。

来到景区，正值下午两点，但明媚
的阳光被青山阻隔， 使人有种夕阳西
下的感觉。走进景区大门，首先映入眼
帘的是九条巨大的石龙， 静静卧在瀑
布顶端， 一股股碧水从龙嘴里倾泻而
下，击落在瀑布下的岩石上，白白的水
花四溅，在阳光的照射下，好不壮阔。

沿着瀑布山崖上的台阶上行，可
看到九龙身后的美景， 那是一库碧绿
的山间水，净的让人忍不住伸手去摸。
要渡过这库碧水，抵达景区腹地，不得
不乘坐景区游船。 当游船停靠在岸边
时，下船抬眼远望，发现眼前的景色再
普通不过，一时有些低落。但抱着已经
来了，就算景色不美也要转转的态度，
我们沿着河边前行， 忽然眼前出现了
一排排素质拓展训练设施，此刻，我们
男同胞兴奋了，纷纷系上安全带，兴高
采烈地在每个拓展项目上尝试。

待我们完成项目拓展， 前方探景
的女同胞们也来了回音，说前方的景
色很迷人 ，要我们快速跟上 。听到
有美景 ，我们原本有些低落的心情
瞬间烟消云散了 ，不由自主就加快
了 前进的脚步 。 走了大 约 三 公 里
后 ，我们进入了一个峡谷 ，迎面而
来的山风 ，夹杂着春花的香气，轻轻
拂在脸上，深深吸一口，沁人心扉，干
爽肺腑。

一路向前，嶙峋的怪石，清澈的小
河，幽静的凉亭，唯美的石画，葱绿的
青山依次进入眼帘， 俨然一副绵长的
春山美卷，行在山中，犹如人在画中。

一路观景赏石，踏阶扶壁，玩水触
木， 走走停停， 等我们来到景区出口
时，已是下午六点多。太阳也早已落了
山， 就连景区的工作人员也都准备下
班了。

辞别九龙瀑， 我们透过车窗玻璃
依依不舍地与它挥手告别， 直见它在
车后渐行渐远，最后消失在了暮色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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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福：天地间的世外桃源
司徒化神佑一方

西汉末年， 新野少年邓禹在长安
游学时， 结识了同乡学子刘秀。 刘秀
揭竿起义， 拜年仅24岁的邓禹为大司
徒， 进讨赤眉， 南征北战， 最终一统
天下 ， 建立了东汉王朝 。 邓禹位列
“云台二十八将” 之首， 邓司徒功成
名就之际， 学起了春秋时期的陶朱公
激流勇退， 在光福镇西邓尉山麓下搭
建草堂， 安度晚年。

斯人已逝， 然他亲手种植下的四
株柏树历经了两千多年的风霜雪雨，
顽强存活下来。 近观犹如一盆巨大的
天然盆景 ， 或高峻挺拔 ， 或盘踞横
卧， 姿态迥异， 古拙别致， 连见多识
广的乾隆皇帝见了都十分惊叹， 分别
赐名： 清、 奇、 古、 怪。 我想， 此刻
身旁即便有技术再好的摄影师， 妙笔
生花的大文豪， 仍难描摹出四柏的神
韵， 只有亲手摩挲它的沧桑， 才能体
会到那种灵魂的撞击。

邓禹死后， 当地百姓自发筑起庙
宇纪念他的功绩， 将草堂背后的山取
名邓尉山， 想那邓尉死而化为一方神
祉， 默默庇佑光福风调雨顺。

千年古寺铜观音
光福塔坐落在龟山南麓下街的铜

观音寺内， 它是古镇的标志。 南朝萧
梁年间， 皇帝崇佛， 上有所好， 下必
甚焉 ， 黄门侍郎顾野王舍私宅为寺
院， 大唐则天女皇当政， 盛世重佛，
常有高僧来此讲经授道 ， 正式定名
“光福寺 ”， 一时香火极旺 。 到了宋
代， 有一村民在寺旁取土， 竟然挖出
了一尊铜观音， 轰动了整个吴郡， 于
是更名 “铜观音寺”。 要入寺， 须得
跨过一座香花桥， 这是一座用武康石

凿成的五代梁式石桥， 弹击有声， 铿
锵作响， 因此当地老百姓管它叫琵琶
桥。 桥身雕凿双龙戏珠， 万字纹饰，
琢工精良， 因与寺门前石阶连成两个
凹形的轴对称图案， 民间又称之为翻
转桥。 古桥与寺内的唐塔、 明香樟、
碑碣古刻并为镇寺四宝。

抱着敬畏之心， 穿过天王殿， 一
株粗壮的古香樟立于大雄宝殿前， 相
传， 是一代廉吏况钟手植， 距今已有
六百多年， 冠盖如伞， 树身起码需要
两三人才能合抱。

殿前的香炉散发着阵阵清香， 此
时游客稀疏， 却正应和了 “万籁此皆
寂 “的诗境。 殿侧依山势有碑廊通向
铜观音殿， 殿内供奉的铜观音头戴华
锦， 身佩珠玑， 慈眉善目， 双足轻踩
莲花宝座上， 邻近百姓把这尊观音看
做救苦救难的菩萨。

几乎和江南大多数寺庙一样， 铜
观音寺历经沦桑， 几经废兴， 可纵然
身遭百劫， 那一缕梵音永不止息地从
前世到今生。 燃一炷香， 诵一段经，
房檐下滴落下的雨珠， 有节奏地击打
着水缸山石， 伴随着木鱼敲打， 演绎

成一曲天地间最美的华章。

邓尉梅花甲天下
邓尉种梅始于两千年前的西汉，

梅花可供人观赏 ， 可食用 ， 亦可入
药， 故当地家家户户都种植梅花， 因
此有了 “邓尉梅花甲天下” 的说法。
每年开春， “十里梅香” 成了光福邓
尉最靓丽的一道风景线。

进入梅林， 左右两畔都有数之不
清的梅花 ， 洁白色 、 粉红色 、 玫红
色、 浅绿色、 还有白中带红……它们
或气度雍容、 或娇媚含情、 或傲骨凌
然……一团团一簇簇， 徜徉于此， 一
阵阵芳香袭入鼻端，。 清高的文人对
天性冷傲的梅花有一种与生俱来的亲
近和偏爱， 沿着台阶朝山道上行， 一
路都有古时文人留下的 “琼枝疏影”
“幽姿冷妍” 等石刻。

闻梅馆， 如漂浮在梅海之上的一
座琼楼玉宇。 站在高台， 放眼远眺，
前顷梅林， 势若雪海， 落英缤纷， 远
处诸峰绵延， 云雾蒸腾， 不是仙境却
胜似仙境。 此情此景， 看一辈子都不
嫌多。

□申功晶 文/图

千岛湖

■美景分享

千岛湖 ， 原名新安江水
库， 位于杭州淳安县境内， 因
湖内1078座翠岛而得名。 60年
前， 新安江水电站开始建设 ，
水库形成后， 淹没了49个乡镇
的1377个古村落 。 海拔108米
以上的1078座山峰变成岛屿 。
而沉入湖底的千年古城———古
狮城， 现在已成为又一景点。

李一然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