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品味古镇建筑之美

从北京驱车， 走京港澳高速， 过
河北涿州 ， 上廊涿高速 ， 经张石高
速， 在蔚县南收费站出高速， 一路向
西， 便来到久闻的暖泉古镇。

步入古镇， 浓郁的节日氛围扑面
而来。 街道两旁悬挂着彩灯、 彩旗，
人来人往， 商铺传来阵阵叫卖声， 独
具地域特色的农副产品和年味美食，
令人目不暇接。

据 《暖泉古镇》 介绍： 暖泉镇始
于战国时期 ， 唐宋年间形成镇的规
模， 明清时扩展为 “三堡、 六巷、 十
八庄”。 “暖泉” 之名正源于村中温
泉， 两泉最有名者为逢源池水， 泉水
经东西两龙口相向而出， 环村缓流。
千百年来， 古镇以神奇的泉水、 繁荣
的集市、 精美的古建筑及独特的民俗
文化闻名遐迩。

置身于古镇之中， 满眼是古色古
香的建筑。 它是我国北方村寨围式村
堡 ， 平面呈方形 ， 南北各有瓮城一
座， 遥相对峙， 颇为壮观， 堡内一条
主街， 与南券门洞直通相望， 众多的
古民居套院、 四合院分布其中。 徜徉
于此 ， 老街 、 古墙 、 老戏楼 、 古寺
庙、 老店铺， 浓厚的人文与自然景象
相得益彰， 折射出古镇的繁盛。

久居都市， 看惯了高楼大厦， 车
水马龙， 而此时漫步在幽深的古镇街
巷中， 一种怀旧之感油然而生。 走一
走， 看一看， 静静地观赏着街巷中的
旧居老宅， 细细品味几百年来镌刻在
墙壁、 门楣上的精美建筑之作， 心中
充满惬意。 那高翘的起脊，那张扬的吻
兽，那纤巧的窗棂，集精巧结构和精湛
艺术于一身，是古镇风韵之所在。 特别
是石雕、木雕、砖雕之美，柔中带刚，精
致圆润，品位高雅，形态逼真，栩栩如
生， 传神刀法和不凡功力彰显了古代
工匠的精湛技艺， 虽然经历了上百年
的风雨历程， 沧桑中仍然透出一种卓
越的智慧和超凡的创造。

在观赏了古镇民居建筑后， 又参
观了几处古刹。 西古堡南瓮城内有座
地藏寺， 以其新颖的设计构思， 奇特
的建筑结构， 高超的建造工艺， 独树

一帜。 而建于明洪武年间的华严寺 ，
自南向北由前、 后殿及东、 西配殿组
成。 前殿面阔进深各三间， 单檐歇山
布瓦顶， 檐下施五踩斗拱， 梁架为五
架梁 ， 前 、 后各出单步梁 ， 内施天
花， 绘有精美的龙凤图案。 老君观坐
落于古镇北沙土丘上， 为明清建筑 。
整个庙宇在南北一条中轴线上， 布局
严谨有序是一处古朴典雅的古代建
筑， 成为古镇暖泉北部一道靓丽的风
景线和道教说法道场。

“树花” 耀眼不夜天

暖泉镇以 “打树花 ” 而出名 ，
“树花” 是暖泉的象征， 被称为 “天
下奇绝”。 来到暖泉古镇， “打树花”
是必看的民俗表演。

据当地人介绍， “打树花” 是暖
泉镇的节日社火 ， 至今已有300余年
的历史。 据传， 早年间暖泉镇有好多
铁匠作坊， 每逢年节， 富人们燃放烟
花庆祝， 铁匠们买不起烟花， 却从打
铁时四溅的火花中得到了灵感。 他们
将熔化的铁水泼向古堡城门上方的砖
墙， 铁水便似朵朵烟花般盛开， 美丽
而壮观。 这种特别的 “树花” 吸引了
越来越多的普通百姓， 其热闹喜庆的
氛围渐渐胜过了燃放烟花的富人。 因
此， 每逢过年， 暖泉镇便有了 “富人
放烟花， 穷人打树花” 的民俗。

吃罢晚饭 ， 我们便来到 “打树
花” 的表演场地。 尽管此时气温达到
零下十五六度， 但前来观赏的游客却

数以千计。
晚上七点 ， 随着一声 “打树花

喽！” 的吆喝， 表演开始了。 舞台上，
两个巨大的电子屏从中间徐徐打开 ，
一座高大的 “炼铁炉 ” 矗立中间 。
“打树花 ” 首先要举行祭炉仪式 ， 摆
上水果和糕点， 伴随着高亢而激昂的
舞蹈， 祭炉是一项非常庄严的仪式 ，
一是为祈祷来年风调雨顺， 二是为表
演艺人祈求平安。

“打树花 ” 开始了 。 先是两三个
树花艺人上场， 只见他们个个手持柳
木瓢， 反穿羊皮袄， 头戴大草帽， 站
在仿制的 “北官堡” 城门前， 将高达
1600℃的铁水奋力泼洒到古城墙上 ，
迸溅形成万朵火花， 因犹如枝繁叶茂
的树冠而称之为 “树花”。

最后一位上场的是一位老师傅 ，
随着同伴抬上通红的铁水， 他弯腰舀
起一瓢铁水， 奋力向城门甩泼。 刹那
间，铁花炸裂，急如千军万马 ，又似大
珠小珠落玉盘； 千姿百态， 如孔雀开
屏， 又似星河倾落。 只见他变换着手
法，忽急忽缓，一瓢瓢泼向空中 ，仿佛
人间仙景，可谓“火树银花不夜天”。 观
众们看得激动不已，欢呼之声此起彼伏。

“打树花 ” 显现的壮观景象 ， 令
人惊叹。 难怪一位诗人在观赏了 “打
树花” 后， 即兴赋诗曰： “梦里蔚州
不思归， 树花烟火暖泉飞！”

暖泉古镇之旅虽然短暂， 但所领
略的景致却令人回味不尽， 特别是那
耀眼的 “打树花”， 绚丽夺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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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成都不赏桥 ， 如过宝山而
空手回 。

成都的桥，数也数不清。 这座依
水而建的城市，自古以来便与桥有着
不解之缘。平桥、拱桥、廊桥、木桥、石
桥等，应有尽有。桥的名字，也起得诗
意盎然，卧龙桥、双凤桥、柳荫桥等，
尽管好些桥今日已不复存在，但名字
仍令人遐想翩翩。

据《成都通览》载，清末时全城有
塘20余处，桥近200座，既有拱桥，也
有平桥，还有不少是廊桥。 就原料来
看，则石桥、木桥、竹桥、铁桥应有尽
有。全城以桥命名的街道也有四五十
条，若再加上以河、塘、沟、池命名的，
数目就更多了。像下莲池、白家塘、方
池街等十多条以池塘命名的街巷，都
让我们能多少想见从前池塘在城里
星罗棋布的景象。

成都自古以来 “长似江南好风
景，画船往来碧波中”的水乡风貌，20
世纪以来实在是一年年被膨胀的人
口及生存空间的拥挤所侵蚀、 吞噬
了。 那时众多的桥虽然大小有别，桥
的名字却起得一点不含糊： 卧龙桥、
双凤桥、陆萧桥、赛锦桥……它们或
高或低，但都带着诗意盎然的气象横
卧水上，似不经意地为成都这座以书
卷气著称的古城再抹上几许风雅。

桥当然首先是供人行路的 ，行
人、轿子、黄包车从桥上匆匆而过；桥
下的榆树旁，拿着竹竿垂钓的人一竿
一竿往上收，却次次都有收获，喜得
连一旁看热闹的人也合不拢嘴；桥边
的吊脚楼里，端着木盆来洗衣服的妇
女们有摆不完的龙门阵：听说东玉沙
街刘家大公馆对面的照相馆不但可
以留住人影子，人穿的衣服还上了颜
色；今年的花会上外乡外县也来了好
多小吃摆展，有一种椒盐锅魁味道最
好；商业场的洋布又有了新花色……
若是夏天， 桥边又成了孩子们的天
堂，他们穿条小裤衩，或者干脆“赤条
条来去无牵挂”， 扑进水里像泥鳅一
样溜滑自如。

勇敢者当然是从桥墩或者桥栏
上往下跳，“炸弹”“飞燕”“坐板凳”，
姿态不一而足。如果桥上有众多观众
助兴，伴以情不自禁的叫好或跳水者
失误时喝倒彩的嘘声，那场面就更刺
激了。河水缓缓地流过，河边、桥下的
日子也舒徐地展开。

那时的人们自从生下来就是伴
着桥、 依着水长大的， 他们想都没
有想过后人会在水枯、 水浊的情形
里活着。 有些桥的历史当然可以上
溯到遥远的从前。 古老的桥消失在
历史的烟云中， 新的桥又延伸出更
长更宽广的生活空间 ， 成都的桥 ，
就这样见证着成都的历史和成都的
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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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古桥诗意游

■走访古镇

暖泉古镇“树花”耀眼明

河北蔚县暖泉古镇素有“河
北民俗第一村” 之称， 并以泉
水、 集市、 古建筑及民俗文化闻
名， 明清时发展为“三堡、 六
巷、 十八庄”， 成为蔚州西部的
交通枢纽和商贸中心。 为此， 在
春节假日里， 特意与友人结伴前
往， 以感受古镇节日里的民俗与
文化氛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