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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是姑苏的灵性
■ 何建明

都说姑苏美， 然而什么是故乡苏
州的最美呢？

有人会说是沃土， 有人会说是这
块沃土上的历史遗韵和人文胜迹，尤
其是春天桃花与菜花并开的田野风
光，还有人会说是苏州的女子，尤其是
那些垂发挥针的绣娘……干脆也有人
说是阳澄湖的螃蟹、 太湖的鲜鱼和飘
香的桂花黄酒。

其实苏州的美物， 可以写下千行
万句，但在我看来，苏州之美，乃是天
造的江湖河塘之水。

“小桥流水人家”，这是人们对姑
苏的永恒记忆。 “川曰三江， 浸曰五
湖”。 故乡吴地在远古时就有“三江五
湖”，“三江”是指松江、娄江和东江，这
三条大江是吴地最早的排水干路，是
吴人身上的主血管。 “五湖”指的是贡
湖、游湖、胥湖、梅梁湖、金鼎湖。 其实
“五湖”是泛指太湖流域一带所有的湖
泊，古“五湖”是吴人最重要的胃、肝、

脾和肠……

苏州人要感谢的祖先很多， 其中
最需要感谢的是那些造水、 治水和利
水的英雄。大禹不用说了，他在太湖降
龙的治水传说给吴越先民留下了宝贵
的治水经验；其后的伯泰、仲雍是以身
作则带领土著人破除了“水怪”的骚扰
而平定了这块荒蛮之地的野性； 最早
开凿的“伯泰渎”给这里的庶民带来了
灌溉、航运和饮水等多方面利益；还有
像秦始皇、三国时的孙权、主张开凿大

运河的隋炀帝、吴越小国王钱镠、宋朝
的范仲淹和赵霖， 以及明朝的钦差大
臣海瑞和在苏州当了五年清官的林则
徐等，他们都为吴地做过造田、治水的
巨大贡献。 新中国成立之后的前 20

多年里，“水利是农业的命脉” 成为了
父辈一代人的旗帜和战斗号令。 我坚
信： 江南水乡假如没有那些年的兴修
水利，就不会有现今依然“稻谷香、鱼
儿跳”的好风景。

苏州是水育之地， 苏州的治水本
领与生俱来。 苏州人还把与水搏杀的
本领活脱脱地运用到现实生活之中。

比如众所周知的， 苏州经济在上
世纪八十年代的亮点是乡镇企业，九
十年代之后的亮点是开放型经济，两
者似乎有着巨大差异，甚至是断裂的、

对立的。 然而苏州人后来只经过了几
年光景，就将这种“断裂”与“对立”很
快统一起来， 像他们从祖先传承下来
的那种利道治水的本领一样， 很快将
两股完全不同的江与河之水融合在一

起，形成巨大的湖塘之流，为整个地区
的社会发展积蓄了巨大的发展能量。

尤其是之后当地政府和人民对水
的保护意识大大加强， 并且取得卓有
成就的效果。

因为我的父老乡亲们知道： 江与
河，看起来不同。 江流终日汹涌澎湃、

奔流不息，是为了奔向大海；河流之水
有时涌入大江，有时流向塘湖。但如果
江水没有了千万条河流的汇合， 便没
有了自己；河水如果只向湖塘流淌，其
生命也将变得渺小和暗淡。

江与河既有别，又有同，两者渗透
了相互依存与传承的关系———河是江
的母亲，江是河的后嫡，湖塘则是江河
歇脚与蓄力的温床、准备远行的驿站。

保护水，就是保卫自己的家园。我的父
老乡亲们深深地懂得这一点。

欲说苏州之水，不能不言太湖。因
为八百里太湖 90%的水面属于苏州。

太湖之水是苏州母亲的胎盘里的羊
水。没有了太湖之水，就没有了苏州的
生命及其成长的可能。

2000 年， 国务院对苏州城市总
体规划的批复中明确苏州是 “长江三
角洲的重要中心城市”。如何理解这一
定位，学问很大。

苏州人将自己摆在以下两个圈层
中的位子： 一是苏州在环太湖城市圈
的位子； 二是作为环太湖城市圈城市
在整个长江三角洲区域中的位子。 太
湖以水为媒， 使姑苏大地成为中国最
活跃、 最有创造力及最具财富积蓄力
的经济快速发展板块。

毫无疑问， 上海是这一区域的龙
头。那么苏州在这一区域里是什么呢？

“你们是龙眼啊！闪闪发光的龙眼
啊！ ”突然有一天，一位中央领导来到
苏州，当他在环太湖走完一圈后，欣喜
地对苏州人如此说。

“龙眼”———多么准确而形象的比

喻！ 是的，苏州是“龙眼”，苏州是环太
湖高速经济发展区域的“龙眼”，是屹
立于世界强林之中的中国巨龙身上的
“龙眼”。

江河湖塘， 组成了苏州人独特而
绚丽的性格，那性格既是豪放的，又是
柔美的；既是开放的，又是含蓄的；既
是粗犷的，又是细腻的；是豪放中的柔
美，是柔美中的豪放……

江河湖塘组合在一起， 既可是一
种放扬，又可是一种吸纳；既可是一种
选择，又可是一种决断；既可是冒险，

又可是避险；是理性下的激情，是激情
中的理性， 是激情和理性交融后的理
与智、亲与情。

与苏州人打过交道的人都说 ，苏
州不是一个专横跋扈的地方， 即使是
那些名闻天下的园林与世界文化遗
产，也只是含蓄之美。苏州人恪守中庸
之道，凡事绝不会太过分。这皆是江河
湖塘交融、混合的水性文化所缘。

苏州的水与其他地方的水有时很
不一样， 常理上理解 “江河东去归大
海”，这流动的水总是往一个方向奔涌
而去。 其实在我故乡的江河之中会常
常出现江河之流逆向而流。

这是为什么？原来，这些江河离大
海近， 月亮和地球间发生的引力诱发
了潮去潮落而形成江河之流复去复回
的特殊景象，使得这些水非常活泛，因
而更加富有灵性。

苏州是水的世界， 苏州是由水组
成的灵性之物， 因此可以游刃有余地
面对复杂纷乱、 景象万千的各种来自
自然与人为的较量、搏杀，当然也有和
善的媾和与敌意的诱惑。

水，是我故乡永远搬不掉、罩不住
的灵性。它是我的生命之根，是我故乡
苏州大地的生命之根、生命之魂！

清澈、奔涌而富有感情的水，依然
在我故乡长流……

江南文化在哪里？ 小时候，戴红领
巾的青少年时期，老师问我们这句话，

我们你看我， 我看你， 是回答不出来
的。 是啊，天天生活在弄堂里，看见的
天是一块一块的，马路是一条一条的，

楼房是高高低低一幢一幢的， 感觉不
到多少文化的韵味。

长大一些了，读到中学，走的地方
也比小时候远了，去过郊区，去过上海
城区之外的江浙农村， 又和同学讲起
江南文化的话题，讨论得就深了一些，

于是乎众人就你一言我一语把看见过
的，书上读到的，一并讲了出来。 说江
南文化就是小桥 、流水 、人家 ，就是河
网密布、鸟语花香、无边的田野伸到遥
远的地平线尽头， 就是过春节了往红
纸上写下春联贴在门口……想得深一
点的同学，还会说，蓝印花布是江南乡
下的特色， 过年是吃蒸糕是江南的风
俗，农村里结婚时热热闹闹的仪式，都
应该是江南文化的范畴吧。

总而言之， 对于我们这些在上海
弄堂环境中长大的孩子， 讲到江南文
化，似乎是显而易见的，又仿佛是看不
见摸不着的。

那么，江南文化究竟在哪里呢？ 有
人说在苏州的园林里， 有人说在江南
的庭院中， 有人说乡村里粉墙黛瓦的
农舍，就是江南文化的充分体现，还有
人哼唱的江南小调 ，评弹 ，喝的黄酒 ，

年年秋天总要尝尝的阳澄湖大闸蟹 ，

都是江南文化的组成部分啊！ 西南人、

东北人都没有吃大闸蟹的习惯和那些
讲究。

有一回做电视节目， 专门谈江南
文化，主持人事先设定了几个话题，让
嘉宾围绕着旗袍、 评弹艺术、 餐饮来
谈，好像抓住了几个典型的东西，就谈
到了文化一般。

其实不然，文化既是看得见的，又
是看不见的。 既是摸得着的，又是摸不
着的。 体现在人的身上，文化更多的是
一种感觉。 一个人走进来，让人觉得他
有北方汉子的豪爽，另外一人走来，看
一眼就认定她是小家碧玉气质的女
子 ，第三个人走来 ，呵 ，人们在暗中赞
叹：好有气质，不是教授就是学者。 凭
什么有这些判断？ 凭的是感觉，是随着
这人进来的同时带来的气象、风度、谈
吐气质。

这些感觉是怎么来的？ 是综合了

这一具体的人身上所有的因素，相貌、

服饰、举手投足、目光乃至走路的神态
姿势，而所有这些东西显示出的，便是
这一个人身上的文化气质。

那么，江南文化到底又在哪里呢？

一句话，在江南人的身上，在每一个上
海人的身上。

我有相当长一段时间生活在西
南， 有时候碰到浙江人或者江苏人到
贵州出差， 当对方操着江南普通话和
我们交谈时， 贵州人就会向我露出会
心一笑，说你又碰到老乡了。 贵州人为
啥说的这么肯定呢？ 是客人身上带来
的江南文化人的气息， 让他自然而然
得到了这一感觉。

不晓得这样一个小小的细节 ，能
不能证明我的判断？

江南的味道是什么 ， 是杏花春
雨 、小桥流水 ，是杂花生树 、草长莺
飞 ，是白兰花 、油纸伞 ，是丁香结 、

秋千架 ，是乌篷船 、女儿红 ，是乌衣
巷 、堂前燕 ，是春水碧于天 、画船听
雨眠……

江南的味道， 在诗词歌赋中，在
画卷小曲中，也在我们的记忆和舌尖
中。所以，江南的滋味，它又是春初早
韭，秋末晚菘，是正月的雪里梅，二月
的桃花鲻， 是西湖边的小点心雪媚
娘， 是那道叫小青青白娘娘的凉拌
菜， 是春日里的采薇采青采马兰头，

是立夏的樱桃红枇杷黄，是金秋的红
膏蟹冬至的酒酿圆。二十四节气不仅
在江南的一山一水、 一云一雨里、一
花一果中，也在一粥一饭里。

在吃货的眼里，松间明月，不及
松鼠桂鱼有味；石上清泉，不如清炖
石蛙美味；西湖边的桃花再美，哪里
比得上一碗薄荷桃浆让人熨帖；青葱
岁月里的青草糊啊，比青梅竹马的女
伴更长久地萦绕心头，因为它不会随
着岁月的流转物是人非，它永远是记
忆里的清凉鲜活……临去秋波的那
一转，满眼都是美食。 江南真的是好
地方，它的鲜美、鲜活、鲜甜的味道，

在眼里， 在味蕾上，“无鲜勿落饭”的
江南啊。

无论怎样的人生，就跟吃脱不了
干系。 人生是由细节贯穿而成的，而
美食就是其中的色香味。 开心时，我
们需要来点好吃的以示庆祝， 沮丧
时，我们也需要拿美食安慰自己。 漫
长的人生，每天都在上演一幕幕的情
景剧，因为太过冗长，我们记不清每
一幕的剧情，但我们记得在舌尖上翻
滚过的美食。

年少时看《红楼梦》，看到的都是
儿女情长，而现在看，当那些烈火烹
油、繁花着锦的富贵生活，变成长江
东流水，一去不回头，倒是红楼宴里
的锦绣膏粱、十围八围，那些个燕窝
粥、茄鲞、山药糕、藕粉桂糖糕、栗粉
糕，不经意间会跳出来。

我早就忘记了黛玉耍过哪些小
心眼，但我记得宝玉挨打后想吃的小
荷叶儿小莲蓬的汤，记得袭人调制的
玫瑰卤子，还有宝钗出钱，湘云请贾
家上下吃的“他家田上出的极大的肥
螃蟹”。

当然，还有红楼里用莼菜切碎了
做的咸菜，叫椒油莼齑酱。这莼菜，我
只在西湖边吃过，“千里纯羹，未下盐
豉”，多么美味的江南食物啊。当年红
顶商人胡雪岩给封疆大吏左宗棠送
去西湖莼菜， 用绵纸和纺绸层层包
裹，日夜兼程加急传递，简直是“一骑
红尘妃子笑”的翻版。

《红楼梦》里的美食，再是家常，

也沾了富贵气，这就跟这红楼女儿一
样，喜欢端着“作”着，不肯放下身段。

说到吃 ，我更喜欢 《金瓶梅 》的接地
气，满桌珍馐，以一句“汤浮桃浪，酒
泛羊羔”大大咧咧带过，却不厌其烦
写宋蕙莲如何以一根长柴禾把一只
猪头煨得稀烂。

谁的人生记忆中没有几道美食
呢？ 再铁石心肠的人，说起江南的美
景美食，心里总泛着丝丝的温情。 昔
年柳永一声吟唱“三秋桂子，十里荷
花”，金主完颜亮得闻，遂铁骑南下，

这个铁血的骠骑汉子分明是冲着江
南的好滋味来的。 当秋风起时，张翰
因思念故乡的鲈鱼和莼菜，毅然辞官
归田……

江南是富足之地， 江南人家，有
闲情，心性又细腻，自然讲究吃喝，对
食物的考究， 是爱自己的另一种方
式。 所以，江南这地头，不管什么菜，

看似家常，却很精致。

连江南那些个餐馆的起名，什么
张生记 、外婆家 ，什么新荣记 、荣小
馆，从不拿霸气的字眼来唬人，端出
的一道道菜品，风月无边，色香味俱
全，合着江南人的脾胃和脾性。

一千个人的眼中有一千个江南，

而我的江南，永远跟美食连在一起。

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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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
好
滋
味

■

王
寒

皖南，访李白不遇
■ 李幼谦

皖南，有李白泉的遗迹，有太白笔
架山的传说， 有寨山 《南陵别儿童入
京》的遗诗、有采石矶李白衣冠冢 、有
当涂青山的李白墓， 有几十首千古绝
唱，可是见不到诗人的踪影。

但寻访诗意浸透的山水， 向历史
靠近，就是与文学遭遇。 文化的传承，

往往在波峰浪谷中游弋， 有价值的东
西，不因时空的流转而消磨，大浪淘沙
后，如真金白银越加璀璨。

从李白 25 岁离开巴蜀， 仗剑去
国，辞亲远游，尽管行踪飘忽 ，却沿途
以诗记行，追寻他的诗魂，皖南留下甚
多。 不仅皖南风景美丽，还因为他信道
教，好剑术，可以登黄山、上九华，下泾
川，迎风舞剑、逆水赋诗，在尽情饱览
中华大好河山中寻亲访友。

在这里， 有他的想象力驰骋的广
阔天地：登上芜湖东梁山，如刀剁斧劈
的对峙两峰， 让他突然想到迎面而开
的“天门”，北流东归的大江使他诗意
勃发：“天门中断楚江开， 碧水东流至
此还”，太阳升起的地方 ，驶来一条帆
船让他眼界大开， 于是诗意的笔就神
奇地灵动起来。

最有传奇的故事留在最平凡的地
方。 芜湖水乡， 据说是大禹治中江之
后， 一块块用泥埂围垦沼泽地形成的
圩区，多数是无名之地。 因为李白酒仙
的到来，民间传说应运而生。 仙酒坊街
上最大的建筑是“仙坊古刹”。 黑漆的
大门上， 有红底金字的对联：“仙酒香
千古，佛恩滋万年”。

传说他受当地名流宴请 ，来这里
喝本地新酒坊酿造的酒 。 他豪饮惊
人，主人担心他过量，谎称没酒了。 他
老人家还没喝够啊，便说，村边有一口
井出仙酒，快舀来喝。主人只好把井水
舀来 ， 他带头边喝边大声称赞 “好
酒 ！ ”众人也随声附和 ，老板受到启
发 ，赶紧把 “新酒坊 ”改名 “仙酒坊 ”，

周围村庄纷纷挂上地名 ：“仙酒坊夏

村 ”“仙酒坊丁村 ”“仙酒坊郭村 ”“仙
坊乡”……

店主其中一个定是姓纪， 李白从
他酒店开张喝到他终老酒坊， 还为此
写下了五言绝句 《哭善酿纪叟 》，毫不
吝啬地长歌当哭：“夜台无李白， 沽酒
与何人？ ” 看来浅淡的句子，表达出那
么强烈的感怀之情。

在江南， 他住得最久的地方是南
陵， 这在三国时期就是周瑜当县令的
地方，唐代更加繁华：也正是铜业发展
的鼎盛时期。 大工山是古铜矿的“一邑
镇山”， 在四百多平方公里的范围内，

“铜井炎炉高九天，赫如铸鼎荆山前”，

采掘铜矿、冶炼熟练的技术、红星乱紫
烟的冶炼场面，都让他着迷。

这片神奇的土地终于给了他无穷
的创作灵感。 在他的诗中，涉及南陵的
就有 20 多首，直接以南陵入题的就有
9 首之多。 在皇帝没有赏识李白之前，

当地的官员与百姓就接纳了他的一
家。 他带着 14 岁的女儿与 5 岁的儿
子寓居在溪水潺潺、 鸟语花香的寨山
下。 这里姓常的县丞、姓韦的县尉都是
他的好友，还有省己待客的老妇，为他
照顾孩子的苟妈妈， 为他送酒送菜的
乡亲……

运气来了！ 这是天宝元年 （公元
742 年）， 终于等到了皇帝的诏书：他
唱着“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
人”的豪放之歌，抒发出与大唐盛世一

般奔放激越的豪情。

他一次次离开南陵， 又一次次返
回这片土地， 因为在他过世不到一百
年的晚唐，唐五代宣州长史骆知祥，将
这首诗铭刻在石壁上，可惜，随着历史
的推移，这方石壁今天已不复存在。

在皖南 ， 大概他最爱桃花潭 ，仅
凭泾县豪士汪伦一封书信就前往 ，到
了方知 ，“桃花者，实为潭名：万家者，

乃店主姓万。”他不以为怪，反而大喜。

因为桃花潭清澈明净， 万家酒甘美纯
厚，他们诗酒唱和，尽兴而别。 被骗来
的不怒，要送客的也不悲，一个手舞足
蹈地踏歌， 一个兴致勃勃地吟哦：“桃
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 ”语
浅情深 、喷薄而出的情感 ，都以最简
单的文字表现出来 ，一泻千里 、意近
情遥 ，这才是真名士 、真风流 、真性
情、真朋友。

又或许，他最爱的是敬亭山。 平淡
的一座土丘，居然使他“相看两不厌”，

七次来此，原来这里有座皇姑坟，埋葬
着唐玄宗的妹妹玉贞公主。 当年他的
诗名盖世无双， 皇帝身边人最赏识他
的， 除了贺知章， 就是这个高贵的公
主。 可是他不谙官场之道，爽直坦荡，

持才傲物， 狂放不羁，“天子呼来不上
船，只称臣是酒中仙 ”，竟然还让国舅
磨墨、宦官脱靴，怎能不得罪权贵？ 即
使他才高百斗也无济于事。 一年多受
宠，终于难免遭谪，玉贞以不要公主名

号上书也救不了他。

他被放逐了，公主则愤而出家，来
到敬亭山修行，道号持盈法师，青灯古
佛，忧郁而亡，死后也葬于敬亭山。 这
是何等的情深意投，大义凛然！ 难怪大
诗人流连忘返于皖南山水， 更心仪敬
亭山。 他只能用“众鸟高飞尽，孤云独
去闲”来抒发自己无边的孤独。

他以“附逆 ”之罪入浔阳 （今江西
九江）牢狱，后又流放夜郎 （贵州桐梓
一带），到 59 岁才得到赦令，那以后，

皖南就是他的最后归属了。

五松山是他流连忘返的地方 。

“……田家秋作苦，邻女夜舂寒。 跪进
雕胡饭……三谢不能餐。 ”他亲眼目睹
了底层人民的苦难， 更感戚自己壮志
未酬的悲伤：“霜惊壮士发， 泪满逐臣
衣”，向往着“谢家池上安贤寺，面面松
窗对水开”的胜景。

所以，61 岁， 当他听到太尉李光
弼率大军出镇临淮， 将要讨伐安史叛
军时，他还准备从军杀敌，可是北上途
中半路生病他又折回了。 那以后他的
身体就每况愈下，乃至宗宝应元年（公
元 762 年）， 他只有依赖于远房叔父
当涂县令李阳冰。 经济困窘， 体弱多
病，翠螺山就是他散心之处。

这是采石江边的牛渚矶， 突兀江
中，绝壁临空，山形似螺 ，因附近盛产
五色彩石，又名“采石矶”。 他一定多次
登高远望， 看大浪淘沙， 自叹流年如

水，时运不济，他的抱负难以施展 ，举
杯邀月，引吭高歌。

报国无望 ，生计窘迫 ，疾病缠身 ，

怀才不遇， 导致他的忧愁之深深过江
水，他的失望之大大过长江。 江水滔滔
不绝，人生终有止点，他似乎找到自己
的归属： 从采石矶下山， 划着一条小
船，带着自己的酒罐泛舟江上。 明月皎
洁 ，依然是 “对影成三人 ”，死前感慨
着：“大鹏飞兮振八裔， 中天摧兮力不
济……”无边的孤寂笼罩着他，上天无
梯，入水很易，于是他愤然跳进江中 ，

大江给他大起大落、 瑰丽奇崛的人生
画上了句号。

传说他入江三天之后， 姑溪河居
然逆流而行， 他的遗体漂浮三十多里
到了青山下的水阳江东岸， 狷介傲岸
的模样一如生前。 采石的百姓说生居
之地， 应为他死眠之处。 而青山人们
说，他生前多次寻访谢眺遗踪，多诗吟
咏青山风光，因此逆流而上，因此在青
山建墓立碑就是他生前的夙愿。 采石
翠螺山只能建立衣冠冢， 人们以为还
不能表达对他的怀念之情， 就在唐代
元和年间， 为他修起了太白祠———唐
李公青莲祠，又叫“谪仙楼”。

翠螺山陡峭绝壁伸向江中， 险峻
异常。 只因他的死亡方式骇世惊俗，这
才留下那许多的传说： 有的说他是在
山头跳江捉月、骑鲸上天的，所以现在
还有“捉月台” “舍身崖”的景点。 联璧
台险要，三元洞神秘，燃犀亭瑰丽 ，广
济寺肃穆，观音阁端庄 、赤乌井深邃 、

蛾眉亭典雅……它们都是他衣冠冢的
陪衬。

而今太白楼里一立、 一卧黄杨木
雕刻的雕像两座， 是否就是他当年的
形象？ 诗人放荡不羁、疾俗傲世的模样
栩栩如生。

皖南 ，访李白不遇 ，但他的诗篇
为后人留下宝贵的文化财富与精神
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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