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梦回千年等你来

袁孝斋

雾霾，尾气，快节奏的生活……

哪里才是灵魂的故乡？ 一路行去，越

山、穿洞、游湖、泛江，抛开朝九晚五

的忧思，离开狗苟蝇营，穿越千年的

时空隧道走向你 ， 我的心灵故

乡———桃花源。

沅水南岸，常德城 34 公里，桃

花源在寂静中散发恬静之美。 就这

样走进它， 舒展开在尘世里疲惫的

四肢，给心灵找处洁净的林荫，看一

丛丛幸福拔节生长的景象。 青山隐

隐，雾霭朦胧，黄发垂髫尤安，鸡犬

相闻还在，屋角小桃舒笑靥，门前修

竹影婆娑，石上渔樵还在忙闲话。一

井甘泉，一株植物，一畦菜田，每一

处都是有内涵的风景。不问今生，不

明来世。 任凭树木结果，青山巍峨，

红日当空，桑田交作。

在武陵人的山水中， 田园如

歌，诗文与酒依然振作，寺观亭阁，

依旧有共护万姓景仰的风骨。清风

明月，桃花源在史签中坦露笑容。

桃花源，有诗有梦有乡愁。

锦绣仙景今安在，桃花源里等

君来。

《桃花源记》
乐舞流年一场梦

泛舟溪上，漫游“世外桃源”。 这里的夜足以让
你爱上桃花源。 星空很美，伴着虫鸣，树叶触手可
及。 微风徐来，哪有什么尘事烟云，只有如梦似幻，
秦人，我已来，你在哪？

大型溪流漫游实景演出《桃花源记》完美艺术
化呈现桃花源“此山、此水、此人”宁静生活的点
滴。 实景演出延达 4.6 公里，溯秦溪而上，18 个演
出点，全浸入、全视野、全流域重现陶渊明笔下《桃
花源记》绝美场景和唯美秘境，开启千百年来华人
心中的回归之旅。

随船而上， 同撑筏的船工和游客一道泛舟而
行。 小船悠悠，溯溪而上，耳畔水声哗啦，忽闻渔歌
起。 溪流两岸，晨读的孩童，骑牛的牧童，踩水的农
夫，还有洗衣的妇人，一一掠过。

你看！ 桃花般的小妮子， 隐现在灼灼的桃林
间， 遇见一段隐约的美好； 新郎与新娘的水上婚
礼， 连绵着一百多人的送嫁队伍， 倒影映在溪流
中，连成幸福的桥，喝一碗擂茶，喝下一碗满满的
幸福；农夫和农妇，在良田美池里渔樵耕读，书写
一寸寸光阴的狂想。

你听！ 夜幕降临，月影映溪，村寨门户大开，灯火
通明。嘘！桃花源的邻里间有一屋子说不完的趣事；老
汉、老妪、少女、少年、孩童踏着河岸兰汀缓缓合诵《桃
花源记》，用声音刻下经典，留在心间，恒久远。

你闻！漫天桃花雨，缤纷落下，暗香袭来。又遇
桃花小妹，她与落英融为一体，与游人告别。 再见
桃花妹，再见桃花源。

一处一景，一时一情，穿越千古，乐舞流年。

“桃花山”“桃源山”
望见那一抹绿

“红树青山斜阳古道，桃花流水福地洞天”，穿
过桃花山牌坊，进入桃山仙境。 桃花山穿越历史沧
桑， 吸引着一代又一代的文人墨客吟诗赋词题匾，
是名副其实的“名人山”和“人文山”。 在此观山赏
景，谈笑风生，追寻古之幽情，领略人生况味，甚是
妙哉！

寻诗入桃林，纵情山水；诗意桃花，落英缤纷。
桃花溪隐于山体绿林之中，水流淙淙。 桃花盛开之
时，千树万树桃花盛开。 穿过桃林，涉过穷林桥，看
到一座廊庑环绕的建筑“菊圃”，正中有渊明祠，祠
前立有渊明石刻像碑， 院内两株百年丹桂冠于华
盖，秋芳远播。碧云天，黄花地，飒飒西风满园栽，报
与桃花一处开。

拾级而上，桃花源最古老建筑方竹亭，坐落在红
树青山间，距今已有近 500年。 方竹亭亭身洁白，亭
顶为绿色琉璃瓦覆盖。 亭外方竹丛生，猗猗滴翠，看
似圆探则方。遇仙桥，清泉潺潺，桥旁碧意流淌。曲径
通幽，沿山间溪岩而上，始建于唐初的桃花观立于两
棵古色天然的罗汉松中间。 若是想寻一处桃花山观
山听泉的绝佳去处，一定要去水源亭，在亭内棋盘俯
首对弈，过一番悠闲舒适的神仙生活。 登到桃花山最
高处，高举阁巍立，寻契馆临于山巅。 陶公胸怀壮志
返田园，游人桃花山上探古幽。

登高不在山高，而在于置身于其中，心高气爽，
似与古人行，与自然相融，与世界相吸。

而桃源山是道教的圣地，文化的中心。 从西晋
到晚明，以桃源山为主的名胜古迹，代有声名。这里
有潇湘一阁的水府阁，江南一宫的桃川宫，华夏一
院的天宁碑院……一条幽碧神秘的大河从山脚流
过，一条得道成仙的小路在山中蜿蜒，一个少年英
雄的故事在这儿诞生。这里山更碧，水更幽，传说更
神奇。

过栖霞园，到聚贤桥，这座五孔石拱桥造型独
特，石坊下有八仙雕像，前后各四个，各倚一柱，造
型生动。一路往上，除了感受山涧清凉阵阵，一心仅
想目睹“渔村夕照”潇湘盛景。登水府阁，倚栏远望，
浩浩沅水，目极千里。 鹤汀凫渚，斜阳渔舟，桃源胜
景，尽收眼底。 落日映照沅水，江心、洲心、夕照，三
日同辉。心想古文人寻仙于此，即使文思稍钝，也会
无比感叹此自然神韵，独具意境。

“秦谷”
勾起那一阵乡愁

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 远处青山绵绵，河水
清净平缓，一座茅屋小院坐落河畔，屋后是一片郁郁
葱葱的竹林和参天的绿松，院内一树桃林伸出墙来。
走在山林间，云烟雾雨，如梦似幻，洗净尘世铅华，让
人回归本真纯粹。 秦谷长约 3.7 公里，南临秦溪，北
接桃花山。 随半山而上，山石伴野草，谷风揽翠竹。

入桃花洞，眼前豁然开朗，岸上有人家，往来种
作，皆怡然自乐。

来到寰楼前，静坐一隅。 寰楼造型别致，如少年
唇边潇洒的排箫， 少女脸上笑弯的眉眼。 婆娑的竹
影，招展的稻香伴着楼内婉转的乐声，谁的情怀不为
之飞扬？ 来此可随着原生态音律，听萧，跳农耕舞。

山林间桃坞人家，屋前稻田绿意盎然，屋旁竹片
自上而下连接，清水从中滑过，水声滴答，流入一口
大瓷缸里，屋里灶房悬挂着漆黑的水壶沾满了柴灰。
屋顶上， 一串串红辣椒和玉米棒在诉说着一个个古
老的故事。一路走着，一路看着，一户户人家，织坊机
杼声声，土窑炉火熊熊，铸坊钉锤凿凿。

去嬉古苑投壶、踏木桩、荡秋千；去打谷场祭祀；
去桑竹人家捕鱼摸虾；去秧叶田田，耕种收割。

秦谷内“四亲茶庄”，以“孝敬长辈、尊老敬老”为
内涵，举杯相敬。点上一杯四亲茶，倚坐窗前，看窗外
茶山青翠，山容烂漫。 浓浓亲情，流年悠悠，岁月静
好，尽在一杯清茗时光里。

秦谷，淳朴宁静，完美呈现了陶渊明《桃花源记》
中所述场景：“林尽水源，便得一山，山有小口，仿佛
若有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黄发垂髫， 并怡然自
乐”，穿越千年，依稀梦里归家园。

“秦溪”“五柳湖”
抚起那一汪水

看她一眼，你的心就宁静了。
哪条溪能拥有这样一汪碧水？ 芳草萋萋，水鸟

嬉戏，唯美犹如人间仙境。 秦溪是沅江两岸的重要
支流。 当年武陵渔郎溯溪而上，误入桃花源，正是
从秦溪而入。 此刻缘溪行，仿佛化身武陵渔郎，忘
路之远近。 泛舟溪上，水清可见底，鱼儿肥，无杂
物，夹岸可见有农妇，涤晒渔网。 水岸两边，碧柳垂
枝， 灵秀婀娜如晨起浣装的女子。 还有一艘乌篷
船，鸬鹚咕咕，戴草帽的老人撒着渔网，拉着渔绳，
岁月就在这一扯一拉中渐行渐远。 此情此景，余愿
老死于此处也！

比起秦溪，五柳湖却多了一份妩媚。
五柳湖夹于桃花山和桃源山之间， 以五柳先

生之名，绘就了人们心目中的桃花源，所有的景致
都映照在湖水里，碧水蓝天，静影湖色。 碧波如镜，
两岸桃红柳绿，粉墙黛瓦隐匿其中，一幅山水田园
画跃然纸上。 水草田田，野香怡人。 五柳湖有佳致
碑，正文“桃源佳致”为刘禹锡题，明赵贤书；有陋
室，前临五柳湖，后倚桃花山；有秦街，集浪漫清新
简餐、咖啡、茶饮、甜品、文创于一体；有桃源工艺
术博览馆，博物馆传承桃源工匠精神，弘扬桃花源
非遗文化。 来五柳湖，一定要把桃花源特有的桃花
饼和桃花酒捎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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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版图片均由杨滨瑞提供)

始
建
于1992

年
的
桃
花
源
牌
坊
。

桃源工艺术博物馆内的国内最大岩柳根雕
“桃花源”。

秦溪岸边的小村落。

大型溪流漫游实景演出《桃花源记》。

五柳湖风光。

秦谷桃坞人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