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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声屏
W E E K L Y

文/本报记者 夏天 摄影/葛雷

住在皇宫后，闭上眼闻到了春天
理由一：孩子读书

从凤凰街沿着民治路一路往西，会遇见一条叫皇

宫后的小巷。巷子全长 400多米，南口西侧就是南宋

杨园、清代万寿宫的原址，因巷子在万寿宫（俗称旧皇

宫）后面而得名。

2019年，万国萍看到这条巷子是在法拍房的网络

介绍页面上。彼时，为了在古城区买一处合适的房

子，她已经寻寻觅觅了大半年。“那段时间，只要中介

手上出来房子，我就跑去看，却一直找不到中意的。”

1994年，年轻的万国萍抱着才几个月大的女儿来

苏州打拼。第一个房子就租在十全街旁的相王弄里，

每到节假日，她都会推着女儿的小推车沿着街巷一路

走到大公园。看着苏州阿爹阿婆在绿树掩映下打拳

下棋，她开始觉得自己真正融入了这个城市。

后来，有能力买自己的房子了，她像所有人一样

选择了靠近自己工作所在地的新城区新小区的房子。

想要住回古城区的契机很简单，女儿考上了苏州第十

中学，每天从相城区的家里到学校，往返经常要花上

两个小时。换个地方住，似乎势在必行。

“我不怕房子老，够大就行。”可万国萍还是找不

到房子，她想了最后一招——买法拍房。她看中的便

是皇宫后旁的一栋楼龄有 30多年的三层小楼。房子

在小楼的顶层，还带有一个复式阁楼，正好够全家住下。

房子很旧，还带着一些残破的装修，这可比新毛

坯房装修麻烦不少。“要全部换门窗，重新做隔音，有

些墙壁也要重新砌，没看到什么东西，就已经扔出去

20多万了。”最终，万国萍花了 100多万把这个 30多年

的老房子翻新成了现代简约风格的新居。2019年平

安夜，万国萍终于搬回了魂牵梦萦的古城区。

“搬家以后，觉得哪哪都好，烟火气特别近。”她

说，阁楼上有一扇窗户，打开窗，近处是郁郁葱葱的古

树，远处是红色、白色、黄色的各色老建筑兀自错落

着。“看一眼仿佛心都安静了下来。”生活一下子方便

了不少，买菜、买早点都在步行可达的范围内，连点外

卖的选择都变多了。最关键的是，上高中的女儿每天

可以多睡一个多小时。

当然，凡事不会十全十美。搬回古城区后，最麻

烦的事情不是开车，而是停车。“古城区的道路只是流

量大，很少有堵死的情况，但是我们那个小小区，车位

少的可怜。”如果回来晚了，万国萍只能把车停到马路

边上。搬到皇宫后没几个月，她就把原来的大 SUV
换成小车。“车小哪里都能塞。”

在古城区越住越惬意的她，毫不吝于把自己的经

验介绍给朋友。“我都快成古城区房子的推荐官了。”

在万国萍眼中，古城四季皆不同，最美的是四月中下

旬，紫藤花、木杏花、蔷薇花渐次开放，“闭上眼也能闻

到春天。”

一个小院带来的满满安全感
理由二：养老

“如果让我再选一次，我还会选择搬回古城区。”

说这话的时候，许永发正坐在自家院子的摇椅上，春

日的阳光透过枇杷树的枝桠星星点点地撒在他花白

的头发上，仿佛镀上了一层金。74岁的他把大部分时

间都花在了这个小院里，林林总总种了几十种花花草

草，每天光浇水翻土施肥就要花去小半天的光景。

而这个小院就在平江路的一条分支上，九曲十八

弯，游人很少走进这里。五年前，许永发买下这个院

子的时候，唯一的儿子觉得他疯了。“当时我和老伴都

住在儿子的联排别墅里，也有院子。”儿子家在园区，

十多年前儿子儿媳想要搬到园区住，许永发卖掉了位

于西中市的老房子，倾尽全力为他们在园区添置了一

套房子。后来儿子把房子换成了别墅，老两口便也索

性一起住了进去，方便照顾孙女。

每次提起园区的别墅，别人总会投来艳羡的目

光，只有他自己心里明白，其实住的不算舒坦。“我最

担心的是，小区附近并没有大医院，离最近的医院开

车也要 20分钟，我们年纪大了，总觉得不安心。”他暗

下决心，等孙女上高中以后，他和老伴要搬回古城区。

三年前，他等到这个机会，经过朋友介绍，买下平

江路边的小院。“这个院子和房子已经有十多年没有

住人了，长满了杂草。”许永发找来了泥瓦匠，一点一

点修补重建，最终他拥有了一个十几平方米的小院子

和两室两厅的小平房。让人惊喜的是，清理完小院的

杂草，居然发现了一口井，井水还很清澈。

如今，他和老伴每天早上步行 10分钟可以到达

娄门菜场买菜，沿途他还能吃碗苏式面。配高血压之

类的常用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步行 5分钟就到，附

一院走过去也没多远。最让许永发开心的，周围的相

邻都是年纪相仿的老苏州，大家都会相互照应。

“我们打算在这里养老了！”看到父母过得如此舒

坦，慢慢步入中年的儿子似乎也改变了想法，“前几天

他让我留意附近有没有要卖的房子，他也准备买一

套，今后可以住过来跟我们有个照应。”

“老破小”，却有光阴和生活的味道
理由三：安家创业

田小白也有一个小院，有时候画画累了，她就在

小院的草坪上铺一块瑜伽垫，做一会儿瑜伽放松一

下。她是四川人，是个自由手绘师，她的小院在中街

路附近的一条小巷里。25平方米的小院和 70平方米

的平房，花去了她工作 10多年的全部积蓄，甚至预支

了此后 20年的贷款。

大概是 2021年的春天，有一天早晨，田小白在护

城河边晨跑，一路绿树成荫、鸟语花香，她突然觉得很

治愈，有了想在古城区安家的冲动。“当时我租住在仓

街边，失业好几个月了，正在纠结要不要回成都，还是

在苏州创业。”可就在那个瞬间，她有了决定——把事

业和家都安在苏州古城区。

遇到现在的屋子前，田小白已经看了五六十套的

房子。“这个房子是个典型的老破小，一开门，天花板

上的墙灰扑簌簌掉了我一头一脸。”可她就是对这样

的“老破小”一见钟情了。买房简单，重塑却不容易。

她找来了专门做私宅改造的设计公司，结合自己的需

求，把这个屋子设计成了一半手绘工作室，一半自己

居住。

久违了，我的古城新生活！

“苏州古城区的道路既接地气又有古韵，路上的风景和很多景区不相上下。”山西游客吉先生边
用手机拍摄，边感叹道。近日，姑苏区的东北街、狮林寺巷等6条主次干道立面整治工程完工。
整洁的墙面、古朴的招牌……道路两侧建筑焕发新姿，苏州古城颜值再升级！
2012年10月26日，姑苏区正式成立，成为全国首个也是目前唯一的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保护
区。十年古城活化保护，14.2平方公里的苏州古城生机勃勃。
对古城，游人们总有说不完的赞许和肯定。而生活在古城之外的苏州人却有着多变而复杂的情
绪，近年来，回归古城生活似乎成了许多人不约而同的选择。

(下转A0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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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恐夜深花睡去，故烧高烛照红妆。

——宋·苏轼

海棠分两大类：木本海棠、草本海棠。

草本海棠比较复杂，有几十个甚至数百个品种，

可以统称秋海棠。在草本海棠中，我最爱的一款叫竹

节银星海棠，枝干似竹，有竹节状，叶片硕大，正绿反

红，叶面上布满银星，闪闪烁烁，十分动人。园林厅堂

常用竹节海棠供盆，用瓷盆作套盆，十分大气。草本海

棠中最亲民、最大众，也最常见的是一款叫四季秋海棠

的小花，花开丰茂，从夏开到初冬，常用于马路中间隔

离栏上摆花，或是重大节庆，在花塔、花景中充当重要

角色。

木本海棠。木本便是树形，因此，可以庭院栽植，

也可造型作盆景。

木本海棠主要有四品，《群芳谱》里有记载：“海棠

有四种，皆木本。”所谓四品，指的是贴梗海棠、木瓜海

棠、西府海棠和垂丝海棠。

贴梗海棠。花丛生，花儿贴着树梗开，花如胭脂，

花开时并无新叶，花落时，新叶出。开花时，只见梗与

花，印象深的就是花儿贴着梗子开。我养着一盆贴梗

海棠盆景，养了十余年了，主杆有婴儿臂膀粗，呈五曲，

盘旋而上，与狮子林的游龙梅有得一拼。此植株若拉

直了，该有一米余高，我把它控制在五十厘米左右。木

本海棠不畏寒，冬天可在露天过，最冷时节，满树花苞，

春节过后，花苞渐渐膨大，有几个性子急的，忽而就涨

红了脸，花苞饱满，前端渐尖，基部楔形，花开红艳，红

得亮，所谓“胭脂红”是也。再渐渐变淡，呈粉红色。专

业花艺师们都说，她是贴梗海棠，但我并不认同，因为

每年花后，部分花朵都会结出果子，小果子长圆形，如

同一枚枚青橄榄，但大部分会起褶皱、发黄、干瘪、掉

落。也有奇迹，我几乎每年都能留住一两个果子，发育

长大，有猪肾大小，由青转黄，金黄色、油亮着，就挂在

枝头。我因此认定，它应该叫木瓜海棠，所结的果子便

是木瓜。这种木瓜油性足、香味足，手感极佳。终于等

它掉落，我就把它放车上，车厢里满是清香，令人欢喜。

有朋友说，这是我家小园最名贵的一宝，可我并不这么

认为，我觉得它就是一株普通的木瓜海棠。

木本海棠中较名贵的应该是西府海棠，也称红海

棠，叶较宽大，枝杆略坚，花型较大，重瓣，花开呈深粉

红色，较其他的胭脂红色海棠花色略深一些。当年，周

恩来总理住宅就植有一株西府海棠，落地栽、直立式、

大树风。总理和邓妈妈十分喜爱，每年西府海棠盛开

时，常邀朋友去赏花，还在花树下留下许多合影，有总

理与邓妈妈夫妻合影，更多的是总理夫妇与朋友的合

影。中国人一说起西府海棠，总会想起周总理。

垂丝海棠。木本海棠中最大众化的品种，常见于

苏州的小区游园，很多时候在河边的行道树间也见。

其实，垂丝海棠开花十分壮观，其基本特点，树生、柔枝

长蒂，花色呈浅胭脂红，柔柔的粉、嫩嫩的红，最大特点

是长蒂，每一朵花，都有一根长长的花蒂拖着，花重蒂

细，花便垂落，如一颗水滴。垂丝海棠花极盛，花开满

树，远远望去，如山洪、似瀑布，大珠小珠落玉盘。

文/叶正亭 摄影/葛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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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曼·罗兰曾说“人类有一种爱美的本性”。中国

摄影家协会会员、苏州市老年大学摄影协会会长——

王海燕的捕光逐影，恰是对它最好的诠释。

王海燕于2006年退休，初入摄影圈。刚买相机

的她，一切都是新奇的。她跟着摄影团队在全国各地

的名胜古迹，到处拍！拍！拍！

一天，苏州市摄影家协会主席陈健行对她说，你

这样东拍西拍，最后是啥也不精，要找个主题拍系列

照片才会有意义。又说，你家离拙政园很近，随时都

可以去拍摄，不同的时间拍摄会有不同的收获。

于是，十几年来，王海燕的身影常常伴随着照相

机的咔嚓声，在拙政园里徘徊、飘飞、潜行……或高阁

对月，或观鱼听莺，在暮雨晨风中，获得了安静闲适、

虚融淡泊的心态。静谧的园景中，时有思接千载的联

想；时有情发天趣的缘分。往往在不经意中，给她的

摄影作品带来了美不胜收的效果。

她对拙政园的亭台楼阁、厅堂陈设等进行细察，

领悟了景物在不同时间光影微妙的变化。她把她的

人生阅历、审美、品味及经验，用取景、构图、色彩、光

线等方法来呈现。她孜孜不倦地寻找适合的定位，尝

试打破传统园林摄影的格局，拍摄出拙政园古朴典雅

之美。

她懂得了，即便摄影技术再纯熟而情感不够真挚

的作品，也难让观众感受到创作者的真实意图。她走

遍了园内山岛、竹坞、松岗、曲水、小桥、亭台、长廊的

角角落落，悟出了自喻人品清幽，荷香飘逸的“远香

堂”；知晓了“与谁同坐轩”是园主取意苏轼“与谁同

坐？明月清风我”的意境……带着情感去取景，用心

灵去构图。将那无声的诗，立体的画，融入自己的摄

影创作中。

第一次怯生生地投稿，是虎丘景区的比赛，初次

投稿居然命中两奖，一张二等奖，二张优秀奖。从此

便一发不可收拾，凡遇比赛，她都积极参赛，十几年中

获奖150余次，其中获得国家级的奖项二十余次。

面对荣誉，王海燕仍然潜心在光影中探索着摄影

艺术，仍然是在拙政园拍摄之旅中，无论是晨、昏、朝、

暮，还是风、雪、雨、雾；无论是骄阳烈日的夏天、还是

寒风凛冽的冬日；无论是惠风和畅的春晓、还是月光

似水的秋夜，都能在园中看到她寻寻觅觅的身影，听

到她相机咔嚓、咔嚓的声响。

拙政园的春花、秋月、夏荷、冬雪之美景拍了这么

多，束之高阁，真是可惜。因而她挑了近百幅佳品，付

印成册，于是苏州摄影界又添了新作——《春花秋月

拙政园》摄影集。

光影交融拙政园

苏州是全国著名的风景园林之城，被誉为“苏州

园林甲天下”。得天时地利之厚，我居住的小区附近，

就分布着五处闻名遐迩的景区：虎丘、留园、西园寺、

寒山寺和枫桥风景名胜区。它们成了邻里们周末的

好去处，倒把幽静的小区留给了我。

其实，邻里们不识庐山真面目，我居住的小区，家

家推窗迎绿，户户出门见花，也是一座值得品赏的园

苑。春天来临，不必舍近求远，赶紧携带相机扑进家

园的怀抱，来一次深度半日游。

小区的一二三期，恰成三个片区，景观各具特色。

从南面的正门进去，就可以尽情阅读春天的故事。迎

面，就是赫然醒目的主景区——廉池。池塘四周，围

以错落有致的石块。一泓碧波，倒映蓝天白云，金鳞

在莲叶间戏游。池壁上镌刻“廉池”两个嵌红大字，使

人联想起北宋周敦颐的《爱莲说》：“出淤泥而不染，濯

清涟而不妖。”小区的党建文化，在此得到很好体现。

廉池南侧，紧贴一座郁郁葱葱的土丘。沿着台阶

拾级而上，可至顶上的敞亭。亭内设置石桌石凳供业

主休息打牌。沿着蜿蜒起伏的林荫步道继续前行，移

步换景。唐诗，在一片片草坪上铺开；宋词，在一株株

枝头绽放。这里是二期小高层住宅区。近水楼台先

得月，业主可以站在阳台上居高临下借景观赏。

沿着步道继续前行，鸟语花香。一丛丛书带草，

一条条冬青绿篱，间隔有序。一座袖珍儿童乐园，设

置了滑梯等游乐设施，为孩童提供了快乐的幸福天

地。当初的核酸检测亭，现在改为“海棠民情站”为业

主服务。小区充分利用空间，地下车库巧妙设置在葱

郁的草坪下，美化了生态环境。一条掩映在绿荫中的

法治文化长廊，别具一格。

再往西，一座典雅的石桥，横跨于南北贯通的河

道。河道一侧，栽植杨梅、枇杷等果树，形成一条景观

长廊。河面的小船上，保洁工人正在用网兜打捞杂

物，演绎着一道独特的水上风景线。

过桥，就来到三期住宅区。这里也有一座围以嶙

峋石块的池塘，与东面的廉池相映成趣。池塘边伸出

一座木构水榭，可以临池赏景，可以拍曲唱戏。

围绕多层住宅区，有一条蜿蜒在绿荫中的健身步

道。每天晚上，业主们结伴前来步行，其乐融融。多

层住宅楼的二楼，还有一条条争奇斗艳的空中绿廊，

是由朝南阳台一条外伸式大理石搁板上的各类小型

花卉和树桩盆景组成的。

信步再来到联排别墅区，家家户户的院内各有风

景：有的疏池理水，有的叠石掇峰，有的建台搭棚，简

直都是一座座颇具个性的袖珍“口袋花园”。

小区处处胜景在，家园如此多娇，风景这边独好。

家园自有胜景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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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光走得飞快，文字的笔划依然在流光里定格着我们的

喜怒哀乐。

在这里，记下生活，记下时光，记下记忆与梦想，也记下写

写划划的兴味吧。

本版欢迎长期投稿。

稿件题材不限，以反映苏州人文、生活为主。感情真挚，

内容鲜活真实，言之有物。稿件篇幅千字以内。

同时，本报欢迎优秀书法、摄影、诗词、绘画等形式的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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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g@163. com；2、邮寄：竹辉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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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微信上传：关注看壹周微信公众

号，通过留言上传作品。

无论通过哪种方式投稿，都请留下详

细联系方式，便于敬奉稿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