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几位前辈文保工作会议的间
隙， 我陪着他们同游。 这种

游是闲闲的 ， 又却是与黎里契合的 。
清澈的黎川， 在古街的宁静里缓缓流
过 ， 流过春风秋月 ， 流过浩浩时光 。
驳岸和古树倒映水中 ， 微波荡漾中 ，
如一首梦里水乡的歌。

古镇上游客不多，没有喧哗，只有
宁静。 白墙黛瓦的枕河人家，都是带着
岁月印痕的二层小楼。 雕花小窗、陈旧
木门，唤起了我从不曾远去的乡愁。

在一家糕团店买了油墩和麦芽塌
饼， 人手一份， 边吃边走。 这是属于
江南的味道 ， 也是属于黎里的味道 ，
这些味道融和在古镇的日常中， 也是
游人对黎里最直接的惦念方式。

随行中看到很多幽深古朴的弄堂。
前辈说， 弄堂是这儿的特色， 有明弄，
暗弄， 多达百余条， 当年， 日本侵略
中国时， 鬼子来到黎里， 居民们就是
藏在暗弄内， 逃过了日军的杀戮。 这
些前辈满腹经纶 ， 比导游还要专业 ，
跟他们同游， 是一件收获知识的美事。
我们随意转进一条弄堂， 弄堂又深又
窄， 青藤墙头垂， 斑驳绿苔深。 我不
知这弄内藏着多少故事， 也不知这弄
内有过多少悲欢离合， 一条弄， 就是
一部书， 书写着人间烟火， 书写着沧
桑岁月。 不管是明弄， 还是暗弄， 都
是黎里人的智慧， 也是黎里居民朴实
又浓烈的邻里情的见证。 弄内有着无
人居住的院落， 四方的天井， 小巧的

阁楼， 半掩的门窗， 缠绕的藤蔓， 满
是沉积的时光的味道。 这些幽长的弄
堂， 如同黎里的青黛柳眉， 让黎里有
了不一般的韵味。

前辈们说， 柳亚子故居是一定要
去的 ， 走着走着 ， 竟在临街遇着了 。
故居面对着小河， 精雕细刻的门窗画
梁， 气宇轩昂的厅堂楼室， 无不显示
着这宅院的古色古香。 院内伸展着几
棵绿树， 那蓊郁的绿与灰黑色的木门
木窗互相辉映， 让故居有了无限生机。
故居内有柳亚子栩栩如生的铜像， 有
毛柳唱和的雕像， 有 《新黎里报》 样
报 、 南社专柜等 ， 这些充足的资料 ，
是这位忧国忧民的爱国诗人从事民主
革命活动的历史见证。 庭院深深深几
许， 然而这座深宅大院， 却洋溢着阳
光般热烈的豪情。 在这里， 仿佛还能
听到南社成员们慷慨激昂的谈论， 仿
佛还能闻到那一首首爱国主义诗歌的
墨香， 仿佛还能看到蘸着星光和月色
编印报刊的身影。 当我走出这座古宅，
一个耿直、 执著、 以文为剑的爱国诗

人， 从此永远走进了我的内心。
除了柳亚子故居， 黎里还有毛宅、

端本园、 周宫傅祠等明清建筑， “转
角就是一番古韵 ， 推门就是一段往
事”， 一个古镇有了人文底蕴， 就象人
腹有诗书一样 ， 气质自会不同凡响 。
黎里有状元 、 举人 、 进士不下百人 ，
难怪黎里在举手投足间透出一股沉厚
和儒雅。

黎里有很多桥， 这些桥虽年代久
远却保存得十分完好， 就像古镇衣裳
上的盘扣， 让古镇的街巷在水环水绕
中紧密相联， 又让古镇在悠悠古韵中
透出温婉和秀丽。 站在桥上， 我仿佛
听到袁枚捋着花白的胡须深情地吟诵：
“吴江三十里， 地号梨花村。 我似捕鱼
翁， 来问桃源津……” 而桥头的阳光
下， 他的弟子徐达源、 吴琼仙夫妇含
笑望着远道而来的先生。 吴琼仙对夫
君耳语， 这次， 就以黎里月亮湾特产
银鱼和三黄鸡蛋烹制的银鱼炒蛋招待
这位大美食家， 这么简单又鲜美的家
乡菜肴， 先生定会喜欢……我又仿佛

看到， 大画家徐悲鸿在好友柳亚子的
陪伴下带着他的一群学生， 在桥上写
生， 在画架上渐渐显现的， 是悠悠的
黎川， 岸边的小舟， 白墙黛瓦的小楼，
以及那长长的廊棚……

是的， 那长长的廊棚真是古朴而
精致， 如古镇扑闪的睫毛， 为古镇遮
挡风尘雨雪， 也为古镇增添了一种自
然的秀气 。 这些廊棚也是形貌各异 ，
有骑楼式， 也有坡檐式和人字式， 在
充满建筑美感的廊棚里边走边游， 十
分惬意 。 “长廊三里覆 ， 无须垫角
巾。” 对岸马头墙上阳光眩目， 我们却
因阴凉而安静闲步 。 那些商贾如云 ，
那些衣香鬓影 ， 已走进了时光深处 ，
而曾经舟辑林立的水埠头， 仍以各种
灵秀的姿态， 静默地陪伴着依旧坚固
的驳岸。

在悠长的岁月里， 黎里的美从没
有淡去。 黎里的美， 是素面朝天的自
然美， 她以她的从容、 质朴、 优雅惊
艳了时光 ， 惊艳了游人 。 乡愁悠悠 ，
无需找寻， 黎里， 一直都在。

黎黎里里：：
素素颜颜中中的的温温婉婉和和质质朴朴
□顾丽红

江南古镇， 小桥流水。 一次匆匆的黎里之
行， 让我有了眼前一亮的惊艳之感。 这 “艳”
来自于黎里的自然质朴， 来自于黎里的原汁原
味。 不施粉黛气自华， 这才是一个古镇最天然
的气质， 在这种气质里， 一种小家碧玉的温婉
便自然而然地弥漫开来。

■■走走访访古古镇镇

寻“翠澜”
□于文岗 文/图

翠澜在青岛。
少青时一次旅行， 在沧州上了一

回青岛至北京的40次直快列车， 有了
一个青岛情结， 就再没放下。

有情结就有牵挂， 特别是进入网
络时代， 网上浏览青岛是经常的。 甭
说， 还真牵出了不少新知。 比如： 当
初向德国政府提议占领青岛的， 是在
青岛实地考察数年的德国著名地理学
家、 “丝绸之路” 概念提出者李希霍
芬； 德国人是把青岛作为 “样板殖民
地” 兴建的， 先土地勘测， 再完成城
规后， 才以总督府为中心， 放射性展
开全面建设； 特别重视城市绿化， 专
门引入法国梧桐等， 八大关绿化 “一
关一路， 一路一树”； 早期青岛深受沈
从文、 巴金、 闻一多、 郁达夫、 老舍、
梁实秋、 萧军、 萧红等一批文人青睐，
是个文人扎堆儿的地方， 简直就是现
代文学创作基地……

两年前一次网游青岛， 偶见一个
俩字石刻， 好字好意。不巧，忽有急事，
全抛脑后，待日后念起，竟毫无头绪。此
前虽三次来青，且第一次来就把“红瓦
绿树，碧海蓝天”刻脑子里，但无论怎样

地搜肠刮肚，仅有模模糊糊“八大关”影
子，隐隐约约“石碑”形状，影影绰绰“蓝
色”字迹，恍恍惚惚“上下”排列。 于是，
“八大关石碑 ”、 “青岛石刻 ” 在 “百
度”、 “搜狗” 搜遍了天， 看花了眼，
结果更茫然。

“全国名家看青岛” 活动一进酒
店， 就预感 “俩蓝字石碑” 或马上有
解， 一种喜悦在心里升腾。 可一番左
问右问复问转问， 被问者又思又想后，
都是摇头 “没听说” “不知道”， 我的
心也凉了半截儿。

第二天下午， 见到青岛导游， 希
望又生： “当地通” 大都 “通当地”。
李导想得时间比别人更长， 回复得也
更细， 终归还是 “没有”。

导游问导游， 问啥啥都有。 接下
来， 我亲眼见证了奇迹的发生。李导不
知便问高导，高导想了想：“八大关只有
‘中国历史文化名街’石刻，没有您说的
石碑。崂山海边有个‘翠澜’石刻，绿字，
从右至左排列，一个叫蔡省庐的青岛老
书画家的字”。 高导话落，我喜出望外，
虽然我不知道， 但您说得对不对我知
道。 “翠澜”， 有点印象， 很像我记忆
中的俩字, 对， 就是它！

翠， 《说文》 解 “青羽雀也。 从
羽卒声 ”， 颜色幽绿像翡翠 。 翠者翠
微， 即青翠掩映的青山； 澜， 大波为

澜， 形容海浪波澜壮阔。 “翠澜” 二
字， 将崂山太清湾 “山入海中， 海侵
山下”、 “一山镇海， 万象归怀” 的独
特山海景观和磅礴气势形状的恰当精
妙： 崇山峻岭之 “翠” 与波澜壮阔之
“澜” 交响， 大山与大海相亲， “海上
名山第一” 由此得名。

那天， 站在太清湾海岸， 欣赏半
没于海水中的 “翠澜” 石刻。 波浪跌
宕起伏击石溅玉， “翠澜” 随潮起潮
落时隐时现。 此时此刻， 远望碧波千
倾， 回首崂山苍翠。 我的心， 也荡漾
在波动的 “翠澜” 里。

□陈大强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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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驴驴友友笔笔记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