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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腊八节，
到云居寺喝粥迎福

隆冬， 融进西坑梅香里
□ 朱秀坤 文/图

自古以来， 一身傲骨的梅花
总是坚强与高洁的象征。 在这
岁末天寒、 滴水成冰的凛冽隆
冬， 去南国， 到闽粤， 踏雪寻
梅， 在芬芳梅林里放飞心灵， 该
有多浪漫与惬意。

家家皆种直枝梅

这次去的是广东揭西县坪上镇西
坑村， 一处南国梅乡。 村里家家种梅
户户清香， 已有200多年历史。 自山腰
到谷底到处蔓延， 每年腊月南国花开，
一片绚烂梅林蔚为壮观， 清雅梅馥铺
天盖地， 简直令人沉醉。

西坑村的梅花不同于南京梅花山、
杭州超山、 苏州邓蔚、 无锡梅园这江
南四大赏梅胜地的梅花 ： 欹曲疏朗 、
清瘦优雅、 千姿百态， 韵味十足， 但
感觉此间匠气太重， 没有野性， 生气
不足， 开起来不够恣意， 基本还是龚
自珍笔下斫直、 删密、 锄正后的 “病
梅 ”。 一句话 ， 意境与气度逊色了许
多 ， 看不过瘾 。 西坑的梅全不这样 ，
一律为青梅， 原也不为观赏讨人欢心，
纯粹当果树栽培的。 因此并无什么朱
砂梅、 宫粉梅、 绿萼、 洒金， 更不见
垂枝、 龙游， 全是直枝梅， 绵绵密密，
自然生长。 花开时候， 如一树树洁白
霰雪密密地栖于枝头 ， 似云雾萦绕 ，
叹为观止。 在梅林间畅游， 轻轻地呼
吸能洗净肺腑的阵阵梅香， 那种雅致
与清凉， 甜丝丝的， 枝桠间还有小蜜
蜂在嘤嘤嗡嗡。 感觉已然是一个百花
盛开的春天了， 此时的老家还瑟缩在
一片酷寒的冰雪之中呢。

梅山一片香雪海

坪上镇是揭西县种植梅花最多的
乡镇， 车愈往西坑开， 梅花愈见繁多。
不过要想看个饱 ， 看个透， 看个酣畅
淋漓， 还得到梅花最为密集的西坑村，
绵延十多公里的花海正等着你啊， 那
可是当地最亮丽的盛景。 此处的梅花，
朵大， 妩媚， 并不桀骜孤高， 开得非
常的丰隆而且富丽， 毕竟是母性的花，
用来结子的， 花谢了就是满树肥嫩酸
甜的青梅 ， 为果农带来经济收入的 。
或许也因为此， 200年来， 西坑的梅并
不为外界所熟知， 真正的养在深闺人
未识， 但近几年， 西坑青梅 “天生丽

质难自弃 ”， 到底赢得了游客们的青
睐 ， 越来越多的人赶赴这里 ， 品梅 ，
赏梅， 拍梅， 醉倒在梅海里不知归路。

在西坑， 满山遍野都是梅， 抬眼，
层层梯田层层梅花， 好一片香雪海的
世界。 那高处的花海里竟还有薄薄的
雾气如神女的长袖在飘舞， 比那氤氲
缥缈的瑶池仙境也不差吧？ 钻进梅海
里， 那淡淡的雾就在身边、 眼前、 指
间缠绕 ， 你想抓住却如何也抓不着 ，
你收回手， 指上分明已留下一片香雾。
山谷里也是梅， 还有山中流下的汩汩
溪流， 升起袅袅水气， 一路欢歌一路
往前， 同时滋润得梅树越发茁壮， 开
出的花朵也更加妖娆养眼。 对了， 西
坑的梅是柔润的多情的亲和的， 并不
同于他处梅的冷若冰霜。 要是拨开枝
杈 ， 仰望天空 ， 疏枝写蓝天 ， 白的
花 、 黄的蕊、 粉的蕾， 湛蓝的天， 相
互映衬彼此和谐， 更有种清朗大气之
美。 便是走在村里， 人家的庭前宅后，
村边路口， 一树树， 一行行， 也是梅，
家家梅影摇曳 ， 就连那溪谷边都是
星星点点的梅花， 树下就是欢噪的鸭
群， 奇怪此处的鸭子也是洁白的。 虽
是在寒冬腊月， 梅林边还有一排排蜂
箱， 那些勤劳的小蜜蜂全在花海里采
蜜呢。 梅花蜜， 尝一口都是梅香， 想
想也美啊。

醉在梅林诗行间

西坑的民居多为石条老瓦房， 散
落在山谷间， 古朴而沧桑， 还有些废
弃的石屋遗址隐在梅林里， 或以梅花

当背景， 人就在花海里生活作息， 养
只狗当随从， 白日里在梅林里修剪整
枝， 在自家菜园里挖些蔬菜， 闲下来
了， 坐在家门前， 就着自种自收的几
盘菜肴， 吃的是擂茶饭， 喝的是青梅
酒 ， 嗅着清雅的梅香 ， 知足地睡去 ，
也是一种清福。 只是村里太过轻闲与
寂静， 年轻人极少， 一问， 说都外出
就业了。 如果没有游客来访梅， 西坑
村也差不多就是个与世隔绝的世外桃
源了， 村里人也就与梅花一般隐逸了。
忽然就觉得这些留守的中老年人有些
孤单， 虽然对我们这些看惯了繁华而
心情浮躁的城里人而言， 分外向往山
村的静， 乡里的闲 ， 野外的自由， 但
对于日日生活于此的老人们， 他们眼
里其实是希望看到更多的热闹， 渴望
游子返乡团聚， 享受举家团圆的天伦
之乐的。

古树高低屋， 斜阳远近山， 林梢
烟似带， 村外水如环。 在西坑， 有时
间不妨多住些日子 ， 访每一株梅树 ，
看每一座瓦屋， 走走山里的路， 尝尝
山里的菜， 陪陪山里的人。 天亮了自
然醒， 听鸟语， 闻花香， 赏梅； 日落
时聊聊天， 喝喝茶， 面对山影， 饱吸
花香， 作些绮丽的梦， 在梅影里睡去。
在西坑， 一切都是慢的， 一切都是美
的 ， 不只是梅花与梅香与山村风情 ，
更有一种涌动心间的恬然与闲适， 可
以安顿下心灵深处的喧嚣， 让内心重
归宁静。 如果说西坑的梅花是一树诗，
生活在西坑的人多有福气， 他们天天
都在读诗， 直至让自己融进那清雅的
梅香里， 咏梅的诗韵间。

“小孩小孩你别馋， 过了腊八就
是年。” 伴着耳熟能详的歌谣， 中国
的传统节日腊八将至， 年味儿也愈发
浓厚了。 1月13日， 千年古刹云居寺
为游客们准备了精彩的腊八民俗文化
活动， 本报带您一同了解一下。
腊八舍粥

感知传统文化， 体味民俗腊八。
为了满足大众祈福迎祥的美好愿望，
云居寺已举办了数年传统腊八舍粥活
动。 寺院将于活动前一天开始熬制腊
八粥， 活动当天再倒入直径为1.5米
的大铜锅内加热保温。 主料为大米，
辅料为红枣、 莲子、 核桃、 栗子、 松
仁、 桂圆、 红豆、 花生等。 喝上一碗
温暖香甜的腊八粥， 不仅象征年年有
余， 更是老百姓们对新年红红火火的
美好期盼。
带福还家

腊八， 代表着年味儿已近 ,而春
联是中国年里最浓墨重彩的一笔。 管
理处特邀区内知名书法家在腊八节当
天走进云居寺 ,为游客和云居寺职工
写春联送祝福， 用最温暖、 最有分量
的 “文化年货”， 温馨祥和迎新年。
文化游园

看石经、 赏国宝。 云居寺始建于
隋末唐初， 经过历代修葺， 形成五大
院落六进殿宇。 两侧有配殿和帝王行
宫、 僧房， 并有南北两塔对峙； 寺院
坐西朝东， 环山面水， 形制宏伟， 享
有 “北方巨刹” 的盛誉。 寺内珍藏着
石经 、 纸经 、 木经板号称 “三绝 ”。
还有唐、 辽古塔等众多的国宝级文物
等待着有缘人前来鉴赏。 在景区内，
您不仅可以参观到20余个特色展馆，
还可参与传统的木经板印刷工艺。

云居寺是我国北方地区著名佛教
寺院，已有1400余年的历史。千年来以
刊刻佛教石经而闻名于世。 浓郁的佛
教文化，丰富的民俗传统源远流长。寺
院每年举行的腊八舍粥活动就是大众
喜闻乐见的传统文化活动之一。

这个腊八， 欢迎您来云居寺品尝
“吉祥宝粥”， 在浓郁的佛教氛围中，
感受中国传统民俗节日的祥瑞之气。
喝上一碗云居腊八粥， 许一个美好心
愿； 吃上一个圆满如意包， 健康幸福
一整年。 （博雅）

景区开放时间：
9:00—16:00 （全年开放）

乘车路线：
天桥或六里桥乘坐836路到房山

阎村站换乘12路或31路公共汽车直达
云居寺。
自驾车线路说明：

1.沿京港澳高速行驶至琉璃河出
口下， 经韩村河、 长沟即到云居寺。

2.沿京昆高速行驶至云居寺路出
口下， 向西行4公里即到云居寺。

■小贴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