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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姑娘访曹村
圆了一个李白梦

! ! ! ! !"#$

年
%

月中旬!

我专为陪同一位醉心李白的美国姑娘考察秋浦白笴陂"

第三次造访曹村!

美国姑娘的中国芳名"叫#方葆珍$%她原是美国哈佛大
学中国古代汉语研究生"后来到复旦大学进修!她专攻李白
诗歌"有较深的造诣!她说中国的古典诗歌太丰富了"太深奥
了!她这次来中国深造"决心实地考察李白的游踪"寻找李白

诗歌的出处"更深入地领悟伟大诗人李白诗歌的原意"加深
对中国古典诗歌的理解!这次古秋浦之行"用她的话来说&

#是来圆李白梦的%$与她一起来考察的有复旦大学外国留学
生部的年轻教师凃秀兰% 她们俩结伴同行形影不离亲如姊
妹%县里安排我陪同她们"负责向她们介绍李白在秋浦的诗
歌及其游踪"并解答她们提出的有关问题%

当时正值改革开放的初期"池州这个地方"比起东南沿
海那些开放城市显得就很闭塞"来的外宾很少"偶有所见"十
分稀罕%因而"在对待接待外宾的事情上"仍有几分#敏感$"

要求十分严格%所谓#外事无小事$"足见何等重视"也反映了
我们中国人的好客与真诚% 尽管只来了她一个才

&'

岁的姑
娘"因为她是来自大洋彼岸碧眼金发的美国姑娘"安庆地区
外事办'当时贵池县隶属于安庆地区(和贵池县人民政府外
事办"为接待她专门下达了一份 #机密$ 文件" 作了热情周
到的安排% 记得

(")*

年
"

月初" #日本早稻田大学中国古
典诗歌研究访华团$ 由团长) 著名的研究李白的学者松浦
友久教授" 率领一行

(+

位学者前来考察李白在秋浦的行踪
和诗歌" 组织上也是安排我作主要接谈人% 当时限定他们
只到齐山) 平天湖" 万罗山李白钓鱼台) 逻人石等县城周
边地方进行考察% 深山里那些李白游踪" 尽管松
浦友久先生一再向我提出要求" 终因地处保密的
小三线军工厂所在" 未能得到满足% 而这次方葆
珍小姐来" 情况就大不一样了% 改革开放更深入
了" 三线厂也已转为民用厂了" 曹村白笴陂也向
外宾开放% 方葆珍小姐成为曹村有史以来接待的
第一个外国客人%

按考察日程安排"

,

月
(,

日一早" 我们驱
车进山" 由远而近" 在地区和县里以及棠溪乡有
关人员的陪同下" 第一站就直奔曹村% 车就停在
村西水口白笴陂东山脚下青莲庵遗址处% 一边是
绕山九十度拐弯的龙舒河" 波光粼粼" 清澈见
底% 河畔巨大的古树林遮天蔽日" 幽深静谧* 一
边是郁郁葱葱的白笴陂" 青翠欲滴% 优美的风
光" 自然的生态" 清鲜的空气" 荡涤了胸中都市
的浑浊% 方葆珍小姐伸开双臂" 放声欢呼&

#啊+真是太美了+李太白真是太有眼力了+ $

我乘兴向她们朗诵了李白 ,游秋浦白笴陂二

首-" 并以诗说景" 讲到了李白雪夜露宿的 #太白石牀$"

讲了李白放歌的 #太白长啸处$" 讲了幽秘的 #青莲洞$"

讲了已毁的太白祠) 青莲庵" 讲了李白因何踏雪来到这里.

讲了源远流长的龙舒河" 讲了曹村的千年变迁" 还讲了诗
人怀乡思亲之情//

方葆珍小姐感慨地说& 0李白太伟大了! 他不但是中
国的伟大诗人" 也是世界的伟大诗人! 他的诗歌长上了翅
膀" 飞过大洋" 飞进了我的心里! 我最早背诵的李白诗歌
就是 1床前看月光" 疑是地上霜! 举头望山月" 低头思故
乡!2 '七绝 ,静夜思-($ 说着她一下坐到了太白石牀上"

一手拍着 0牀$ 沿说& 0呵" 我真想带顶蚊帐来" 在这张
李白老人家睡过的石牀上" 住上十天半月" 天天观看唐朝
李白曾经看过的秋浦月亮+$

美国姑娘的豪爽和浪漫" 引起大家一片欢笑% 这无疑
是联想的功能效应% 人的联想往往是很厉害的" 诗人的联
想能吟出美妙的诗句" 音乐家的联想会产生动人的旋律%也
许是李白诗中0人来有清兴"及此有相思$的诗句"触动了方
小姐思乡之情%她告诉我"她是犹太人血统"她的姑妈姑夫)

姨妈姨夫都是犹太人"二战时在波兰"都惨遭德国法西斯杀

害了//

0想想他们"我真是幸运极了%$方葆珍小姐陷入了深沉
的联想//

我告诉她"她确实是很幸运的"她是有史以来访问曹村
的第一个外国客人%

话音一落地"这位身高马大长发披肩的美国姑娘一下蹦
下太白石牀"情不自禁地跳起了迪斯科"嘴里还一个劲地欢
呼着&

0哦+我真幸福"我该是外国人中最值得骄傲的人了+$

她说着"一定要我和她们在太白石牀前合个影%她说她要带
回去作纪念"告诉她的亲人朋友和她未来的先生"这里是伟
大诗人李白笔下的白笴陂" 这里是诗仙睡过的太白石牀+

//

时近晌午"中饭在哪里吃呢.回城路太远"到棠溪乡政府
也有一段路程" 还是县政府办公室主任吕德来想了个点子"

由村支书王荣跃安排在村民组长许长贵家中吃午饭%他家就
在曹村东头靠河边一幢新建的楼房% 在他家设家宴款待外
宾"既热情方便"又不失礼仪"还可以让外国客人亲眼看看我
们改革开放的新农村%

一桌丰盛的0山村农家宴$就摆在了新楼上%龙舒河里的
石斑鱼)泥鳅)石鸡"山头上的竹笋)香椿)马兰)石耳)香菇
//色香味俱全"乐得美国姑娘连声说&

0山好"水好"风光好"诗歌好"人更好"谢谢李白"谢谢曹村+$

在离开曹村时" 方葆珍小姐从车窗口眺望着古老的山
村"眺望着充满古典诗韵的白笴陂"双手紧紧抱着同来的凃
秀兰深情地说&

0哦"我们真的不虚此行啊"圆了我一个向往了很久很久
的李白梦+$"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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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笴陂前清悠的龙舒河$

在白笴陂%太白石牀&前留影$

图中右起!方葆珍'丁育民'凃秀兰$

白笴陂%太白石牀&$

!"#"年第 $期池州市旅游委员会协办

贵池区加强保护和传承石门高文化遗产
! ! ! !

近日" 贵池区召开 ,石门高古村落保护
暨旅游开发实施细则- 征求意见座谈会" 标
志着该实施细则已进入最后程序" 即将颁布
实施" 此举将有力推动贵池区旅游产业发展%

为更好地保护和传承石门高文化遗存 "

推动旅游产业发展" 贵池区根据有关法律法
规制定了该实施细则" 重点保护石门村独特
的整体空间和风貌" 传统的街巷格局和形态"

具有地方特色的方言) 农耕文化) 民风民俗
等% 该实施细则对古建筑维修) 房屋新建和
改扩建) 环境整治) 旅游开发等事项及各方
责任都做了明确规定%

千年古村石门高因出仕官宦达百余人而
闻名" 唐代 0魁$ 字巨型石刻) 村庄布局 )

水口等无不体现古村落 0魁$ 文化的神秘 %

李白游此写下 0妙有分二气" 灵山开九华$"

改九子山名为九华山" 金地藏途经石门" 亦
称此为 0仙山仙水仙世界$% 目前由池州石门
高旅游开发公司投资

$...

万元打造的乡村旅
游示范区) 中国神秘 0魁$ 文化村旅游项目
建设正有条不紊进行" 计划于今年底对游客
试开放%

九华山风景区举办导游大赛
! ! ! ! )

月
,

日" 九华山风景区
&.(.

年导游大赛在中心大酒店成功举
办"来自全山各大旅行社推荐的

&$

名选手参加角逐%

本次大赛呈现出鲜明的特点"一
是参赛选手整体景点讲解水平有所
提高*二是奖项设置增多"新增了三
个单项奖344最佳形象奖)最佳口才
奖)最佳才艺奖*三是才艺表演精彩
纷呈"进行了朗诵)歌曲)舞蹈)书法)

快板)小品等不同风格的表演!

大赛通过形象礼仪展示) 导游
讲解) 知识问答) 才艺表演四个环
节"对选手们进行全方位的筛选!经
过一天紧张而激烈的比赛" 来自东
崖旅行社的张阳荣获大赛冠军)中
国国际旅行社的陶媛荣获亚军)金
鑫旅行社的刘芳荣获季军" 李林等
'

位选手入围
&.(.

九华山风景区
0优秀导游员$* 张阳荣获最佳形象
奖"陶媛荣获最佳口才奖"李星'福

徽旅行社(荣获最佳才艺奖*东崖旅
行社) 中国国际旅行社荣获大赛优
秀组织奖!

举办本次大赛是为了广泛深入
开展0

&.(.

年旅游服务质量提升年
活动$"激励我山导游人员加强业务

知识学习和技能培训" 提高导游队
伍整体素质和服务水平! 管委会高
度重视" 分管领导多次过问赛事筹
备工作" 要求旅游部门一定要精心
组织"周密安排"保证效果"通过大
赛进一步提升导游队伍素质!

青阳县将评选十大金牌菜十大名小吃
! ! ! !

日前"以0展示精湛厨艺"

共享美食佳肴$为主题的)为期
两个半月的

&.(.

首届安徽5青
阳0伯益杯$休闲美食文化节暨
青阳城市发展规划及商业论坛
在该县西峰山庄正式拉开帷幕!

本届节庆活动由青阳县旅
游外事局主办! 为弘扬美食文

化" 推动餐饮业的技术创新和
品牌塑造" 青阳县在此次节庆
期间将积极举办各类主题鲜
明) 内容丰富) 形式多样的展
示)评选活动"赋予美食节新的
生机和活力!评选活动期间"该
县还将评选出优质服务商家 )

十大金牌菜)十大名小吃"打响

当地餐饮业品牌!

据了解"青阳县委)县政府
欲借助此次美食文化节平台 "

增进各餐饮业间的交流) 发展
与合作"通过不断挖掘)创新和
发展青阳特色美食文化" 促进
青阳旅游餐饮业又好又快发
展!

我市旅游景区!一票通"受青睐
自助游和周末游成为时尚

! ! ! !

池州市旅游景区一票通暨池州
人游池州优惠月活动自

)

月
(

日启
动以来 ! 活动信息通过池州日报 )

手机短信) 政府网站和旅游资讯网
以及

((,

信息平台等多种方式向市
民发布" 随着市民对活动的进一步
了解" 广大市民出游兴致高涨! 各
景区接待本地市民自助游和周末游
成为时尚!

据悉" 为方便市民出游" 优惠
月期间" 市旅游集散中心和九华山
股份客运公司还开通旅游专线直通
车! 同时" 凡在优惠月活动期间购
买 0一票通$ 票面" 除九华山风景
区外" 其余各大景区还将优惠月出
游时间延长至

&.(.

年
(&

月
*(

日!

生态源口#自驾游的天堂
! ! ! ! )

月
(,

日" 省级生态示范村)

池州市美丽乡村东至源口村迎来了
来自南京的共二十余人的自驾游游
客" 这也是该村实施生态旅游开发
以来接待的首批省外团队游客!

上午
)

时 " 车队沿着蜿蜒曲
折) 风光旖旎的村村通公路一路前
行" 经过一个小时的观光行程后"

终于到达了源口村! 源口村两委高
度重视" 村干部也非常热情" 早已
等候多时! 在简单地向客人介绍源
口村的基本情况) 乡村旅游资源和
乡村旅游发展规划后" 在当地导游
的带领下" 开始了源口村生态观光
之行!

客人们先后来到了马坑大峡
谷) 紫石塔原始森林景区! 在马坑
大峡谷" 那些造型各异) 自然散落
在山涧中的紫石群吸引了人们的目
光" 他们徜徉于形态各异的紫石之
间" 尽情嬉戏着清凉的山涧清泉"

玩至兴处" 挽起了衣袖和裤脚" 捉
起了水里的鱼虾) 螃蟹" 仿佛回到
了纯真的童年时代! 在紫石塔原始
森林景区" 数十棵三人合抱的参天
古树高耸入云" 蔚为壮观" 林间风
清气爽 " 令人仿佛置身于天然氧
吧! 中午" 在当地的农家乐餐馆"

都市客人们不仅品尝到了美味的农
家菜肴" 还吃到了自己亲手捕捉的
鱼蟹" 品尝了享誉省内外的源口有
机绿茶 " 令他们赞不绝口 ! 午餐
后" 在导游的带领下" 游客们来到
了久负盛名的 0五
瀑八潭 $ 景区 ! 拾
阶而上 " 映入眼帘
的是自下而上 ) 造
型各异的天然五叠
瀑布 " 飞流直下的
泉水响彻山谷 " 溅
起阵阵水雾 " 炎炎
夏日 " 置身其中令
人感到无比惬意 !

八个乳石深潭 " 镶
嵌其中" 大小不一"

潭水清澈见底 " 鱼
虾尽情嬉戏其中 "

给人以一种世外桃
源之感 ! 潭间 0骆
驼石$) 0灵龟岩$"

形态逼真 " 岩石上
大小石臼巧夺天工"

0迎客松 $ 雄奇挺
拔 " 仿佛在向客人
们颔首致意!

下午五时 " 客

人们结束了一天的难忘之旅" 沿仙
寓山444南溪古寨旅游公路就近返
回东至仙寓山景区! 临别时" 他们
纷纷表示" 生态优良) 风光秀丽)

民风淳朴的源口村给他们留下了深

刻的印象" 这个藏在深闺的魅力山
村是自驾游的天堂" 回去后将向更
多的自驾游爱好者进行宣传推介"

让更多的人认识源口) 了解源口)

来源口旅游观光!

百姓纪事$宣传专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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