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色点缀着略显安静的古巷，
一切似乎都“刚刚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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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长莺飞的季节，隐匿在扬
州古城的老街巷，已经变成了春
天的容器。游走扬州古城，从喧
嚣的大街转向隐匿的曲径小巷，
就如同走进了充满春色风情的
水墨画里。本期“扬州地理”，让
我们继续“古巷寻春”之旅。

平园多彩的春天

最醉人的春光

寻找隐秘花园

扬州的老街巷，充满着市井味道。乍一看，细
细的居士巷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幽深狭窄的巷
子，斑驳的墙砖，似乎很难嗅到春天的味道。
再往巷子中间走走，那些藏得紧的春色一下子
就冒了尖儿。砖石间呈细长形的老鼠花安静地绽
放，凌霄已经慢慢地伸展出枝干，冒出了最嫩的新
芽……它们点缀着略显安静的小巷，一切似乎都
“刚刚好”。
走着走着，脚步不由自主地慢下来，隐藏在迂
回巷子里的小花园悄然出现在眼前。年过 8旬的郑
爷爷自从退休后，便在家中打理花圃。在他门前的
小花圃里种了美女樱、桃花、枇杷、茶花、蒲公英
……有些杂乱，却是“乱花渐欲迷人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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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来柱一户人家的绿植

居士巷春色点缀斑驳的墙壁

居士巷悬挂的绿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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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到这些花花草草的来历，他颇有些骄傲：
“美女樱是从市场上买来的，长势很好，春天里花
儿开得太茂盛，还经常引来采花贼。”言语间，似乎
他也并不在意。
花圃里的桃花是魅力的焦点，也是雀子的最
爱，它们常常在枝头暂时落脚，将衔来的草种遗落
在这片花丛中，蒲公英、老鼠花就是这些不速之客
送来的。“好好打理，这些野花野草也能长得很美
丽。”郑爷爷笑着说，像这丛老鼠花除了好看以外，
摘下来还能治病；而蒲公英的叶子也有清凉败火
的作用，
“鸟儿馈赠，来得很是实用。”
这样的小花圃在幽深的小巷里，总别有一种
隐秘花园的味道。有一户人家，巧妙地将门外的一
小块地方，打理出了私家园林的味道。花圃里的冬
青，已经长到了墙头那么高。每年的精心修剪后，
看上去它就像是给小花圃裹上了一道绿色的围
墙。花圃前笼子里的兔子慵懒地睡着，不时也似乎
被冬青上刚冒出的新芽吸引，它似乎也感受到了
春天里的好味道。

平园一枝春色

春天的老街总是醒得格外早，清早时分格
外忙碌起来。老人家提着鸟笼，到漕河边锻炼腿
脚，主妇们的菜篮子里已经装满了新鲜的蔬菜，
牛肉汤店外已经排起了长队……小巷里闹腾起
来。
老凤凰桥街的九旬老人陆万青，早早地就
起床打理起了家中的盆景。相比较于冬天的冷
清，现在他的私人盆景园显露出了浓浓的春意，
格外热闹。缠绕树干的常春藤长出了嫩叶，精心
打理下的银杏也开始舒枝展叶，打出了芽尖。
打小，陆万青就喜欢欣赏盆景，退休后有了
更多的时间，让他学做盆景的梦想实现了。“一
开始是去老年大学上盆景班，回来用棕绳、铁丝
试着绑盆景，时间一天天过去，盆景一做就做了
几十年。”陆万青家中的盆景大多是从小树桩子
开始一点一点培养起来的，每一盆都凝聚着主
人的心血。
奇形怪状的树桩，或苍劲挺拔，如千年古树
巍然屹立；或斑驳枯朽，却枝繁叶茂，宛如枯木
逢春……最让他自豪的是一盆名为“三片云”的
作品，
“曾经有人出过上万块钱，我也没有舍得
卖掉。”
在这处典雅幽静、别有情趣的小院内，只要
留心，总能找到春天里最易忽视的美景。院中的
猫，在人的脚下穿梭来穿梭去，不时爬到高脚椅
上又跳下来，似乎对于春姑娘的到来也兴奋不
已。

如来柱一户人家春色盎然

凤凰桥街老树发新芽

居士巷竹影婆娑

不足三百米的花园巷，曾经大宅栉比，
这里也是清代扬州园林的聚集地。
“百花深处好，世人皆不晓。”从徐凝门
街兜兜转转，便找到了如诗如画的花园巷。
如今的花园巷，虽被围墙分割，但是慢
行此处，春意却随处可见，一两根树枝冒出
了新芽，从院子里探出头来。
位于花园巷西侧的平园，因园子在住宅
的西侧，又被称为“西花园”，这里曾是清末
民初盐商周觐臣的家园。
时代变迁，年久失修的平园已经居住了
多户人家，春天的到来让巷里的人家敞开了
大门，从他们的动作、神态里都能感受到春
天到来的影子。“老城区家家户户都爱种点
儿绿色植物，一到春天整座园子就能嗅出万
物萌发的味道。”六十四岁的张阿姨正在家
里侍弄着花草。
四十多年前，富奶奶一家搬到了平园居
住。离休后与花花草草打交道，在她家那道
时闭时开的铁门后头，早已隐藏了最醉人的
春光。园子里两株高大虬枝的金桂树、短棒
的樱桃树、枇杷树和柿子树……“这些树木
都有几十年的历史了。”富奶奶说，1973年
他们搬来此地时，那株金桂就已经长在园子
里了，年年春天生出新叶。

撩动味觉

这个时节，春芽绽放，春色喜人，在扬州的
小巷里还常常能找到别样的“春味”。这些带着
花园巷藤蔓冒出新叶
泥土气息的美味，是另外一种撩人的春色，诱惑
了人的味觉。
在南河下一带走过，偶然间发现的野菜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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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的味道，让凉拌香椿、香椿炒香仁、炒鸡蛋也成了扬州人餐桌
奇形怪状的树桩，或苍劲挺拔，如千年古树巍然屹立；或斑 上的美味。”在他看来，现在香椿能吃的嫩芽还不够多，过一阵子
驳枯朽，却枝繁叶茂，宛如枯木逢春……最让他自豪地是一盆名 天气再暖和一点，就能摘到更多的香椿了。
为“三片云”的作品，“曾经有人出过上万块钱，我也没有舍得卖
除了香椿，扬州人的“吃春”品种繁多，嫩嫩的枸杞头、清新
掉。”
的马兰头……无不让人食欲大动。
在这处典雅幽静、别有情趣的小院内，只要留心，总能找到
辛弃疾曾写诗道：“城中桃李愁风雨，春在溪头荠菜花。”在
春天里最易忽视的美景。院中的猫，在人的脚下穿梭来穿梭去， 南河下的小巷子里，还有野生的荠菜。“挑荠菜也是有讲究的，荠
不时爬到高脚椅上又跳下来，似乎对于春姑娘的到来也兴奋不 菜花一开就老了，味道虽然有，但是吃起来就不太好吃了。”居民
已。
朱阿姨对于“吃春”很有一番研究，也很有眼力，在她的陆续指点
下，野菜菊花脑也被“发掘”出来，“菊花脑配鸡蛋做汤有提神醒
花园巷
脑的作用。”不过这一丛菊花脑似乎还没到吃的季节，
“过一阵子
这里隐藏着最醉人的春光
口感会更好。”记者 邱凌 摄影 张卓君
不足三百米的花园巷，曾经大宅栉比，这里也是清代扬州园

广玉兰
4 百年老树

在和春天对话

太史第巷春色静悄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