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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人的生命中都有一条溪河，芙蓉溪就是
我生命中的那条小溪，它是涪江的一条支流，支
流汇入涪江后流入嘉陵江又入长江，然后流向更
远的地方。

我第一次知道芙蓉溪，是20世纪80年代中后
期，当时我在四川绵阳市公安干校读书，学校的
门前就是芙蓉溪，学校的对面是富乐山。每次放
学之后，我们就三五成群，集结漫步在芙蓉溪
边，走过低低的石桥，走上缓缓的富乐山，享受
美丽的山水风光。

芙蓉溪发源于江油，蜿蜒于江油、游仙的丘
陵大地，在沈家坝注入涪江。河流全长 90 公里，
因古时两岸遍植芙蓉而得名。在隋唐时代，芙蓉

溪即为绵州城外的风景游乐区，水深波平，清澈
似镜，李白杜甫曾经泛舟其上，并吟诗作赋。南
宋著名诗人陆游也留有 《东津》、《冬游芙蓉溪》、

《游东山》等有关芙蓉溪的词篇。
前不久，我终于有机会走入绵阳市游仙区芙

蓉溪的深处，沿芙蓉溪了解这里生态建设、水文
化建设，领略芙蓉溪自然风光，寻踪芙蓉溪沿线
的历史古迹，感受两岸新农村建设。

在绵阳市游仙区新桥镇，我们站在河堤，看那
芙蓉溪，溪水平缓，碧波粼粼，几只白鹭飞过水面。
溪中，有一座古老的礅子石桥，方方正正的石礅，错
落有致，静静站立，如矩形方阵，尽管历经多年的风
雨侵蚀、溪水冲击，依然沉稳而坚固。岸边的草木受

到水流的滋润更显葱郁娇嫩。一群小鸭在溪边咀嚼
着什么，而几位老翁正悠闲垂钓。溪水那边，农家小
院还有古树，倒映在曲曲而下的芙蓉溪水清波中，
展示出一种烟水淡淡式的泼墨写意。

在游仙区太平镇有一排文化墙，是由当地的
乡土画家陈青松所画，画中包括太平楼由来、十
大传统美德、新中国诞生成长史等内容，图画真
实地展示了当代农民的精神风貌，反映了乡土文
化的历史传承，受到百姓的喜爱。

离开太平镇后，我们又来到芙蓉溪下游的沉
抗水库。漫步库坝，放眼而望：青山连绵，树影
婆娑，蓝天映绿水，一幅恬淡而愉悦的景象。不
远处的仙海风景区是依托沉抗水库建立的国家级
水利风景区，每年举行不少的环湖体育比赛活
动，是一个休闲、娱乐、观光的好去处。

清澈的芙蓉溪，从大山深处迤逦而来，像一
条碧绿的绸带，飘向巴蜀大地，飘向远方的大
海。我们走向哪里，它就流向哪里。真的是这样
么？当然不是，而是它那涓涓的神韵，从我们心
间流过，滋养着我们的生命，直到某一天……。

在某“驴友论坛”上闲
逛，发现一段时间来很多人
都对四川雅安的牛背山津津
乐道。视频、照片和游记层
出不穷，那都是驴友们“征
服”牛背山后留下的成果。

牛背山属二郎山分支，
是 青 衣 江 和 大 渡 河 的 分 水
岭，山顶海拔 3600 米，因山
顶一面悬崖有巨石突出酷似
牛头，山脊细长貌似牛背而
得名，2009 年末开始为人所
知。牛背山被誉为“中国最
大的观景平台”、“驴友的顶
级路线”、“摄影发烧友的天
堂”，是绝佳的摄影圣地。

我没有那么多时间去野
外闲逛，也没有那些先进的
装备，就只有在论坛上饱饱
眼福了。可是最近的一个帖
子看了让我如鲠在喉：在去
牛背山的盘山公路上，一只
奄奄一息的小牦牛趴在路中
间，睁着大大的牛眼死不瞑
目，瘦骨嶙峋的样子，一看
就是营养不良。牛主人是一
位中年男子，他看着地上的
牦 牛 崽 ， 一 脸 的 无 助 。 据
说，小牦牛是被游客丢弃的
塑料袋害死的。

驴友们到牛背山来观光
本身是好事，但是他们随意
丢弃塑料袋，而小牦牛根本
没有判断力，吃草的时候连
塑料袋一起吞下去了，结果
胃里塞满了塑料袋，活活的
饿死了。牛主人在山上放养
了九十多头牦牛，现在只剩
下了七十来头，很多牦牛的
死因恐怕都和垃圾有关。牛
主人欲哭无泪，只得把死牦
牛丢在路中间，拦住游客不
让过。他要让大家评评理，
谁该来负这个责任？ 我不知
道，那些乱丢垃圾的驴友是
怎样想的。

有些人只要一走出家门，就开始乱丢垃圾。而那些
在旅游景点乱刻乱画的做法更令人不齿。

去年在蜀南竹海旅行，那里是翠竹的王国，各种竹
子应有尽有。可是好端端的竹竿上，偏偏布满了游人用
小刀刻划的字痕，歪歪扭扭的，特别刺眼。“某某到此一
游”最为常见，也有刻上“某某我爱你一生一世的”，真
不知道这样的游如何值得纪念，更不知道这样的“爱”
怎么持续一生一世！随着竹竿的长大，那些字迹显得更
加丑陋。它实际上把主人的名字，永远地刻在了耻辱柱
上。

在一些动物园也是这样，管理方经常用醒目的文字
提醒大家：“请不要把塑料袋丢给动物”或者“请不要随
意给动物投掷食物”，可是我们仍然看见，一些游人对
于规章视而不见，“投并快乐着”。这样的行为着实让人
心寒。亲爱的驴友们，在城市街道上，在青山绿水间，
请你除了脚印，什么也不要留下 （当然，禁止践踏的草
坪除外），真的，什么都不要留下。我觉得，这才是一个
驴友具备的基本“旅责”，甚至是一个人做人的基本准
则。

（本版图片均为资料图片）

神农的那个时代离我们已很遥远，远到只剩一些依稀不辨的传说，但神农山距我们
不远，座落在河南省焦作市太行山以南、黄河以北那片辽阔的平原上。

天下名山多矣，而此山承载着神农氏辨百谷、尝百草、制耒耜、创农耕的传说，得
享“神农”之名，何其幸也。

神农山并不幽深，它不像别的景区，深藏在千山万壑中，端足了大腕的架子，用山
重水复峰回路转犹抱琵琶的漫长铺垫去吊你的胃口。在这里，游客下车就进山，进山即
景区，让我们少走了好些冤枉路。

从一条不见溪流的山谷里曲折登攀，待到山顶，我惊诧，神农山原来是石砌的！一
天门、南天门、紫金顶、龙首台，一块块棱角分明的巨石水平地交错叠压。我不知道这
在地质上怎么解释，我只是叹服自然的神奇伟大，把雄伟砌了进去，把险峻砌了进去，
把灵秀砌了进去，砌成道道高低曲折的山脊，砌成座座姿态各异的山峰，砌出神农山独
特的地貌奇观，砌成四海游客的惊叹与震撼。

神农山是中国白皮松最多的地方，树龄大都在800年以上，树形虬曲优美，那是千
年的风雨、轮回的季节、险峻的山势、多变的气候，把它们雕塑成岁月的模样、季节的
模样、奇峰的模样、风雨的模样，雕塑成神农山独特的诗意。大自然绝对是一位具有很

高审美水准的艺术大师，它总是匠心独运恰到好处地把
一棵棵粗壮苍劲的白皮松，以紧贴岩壁的姿态，以翩翩
欲飞的姿态，以迎客或惜别的姿态，点缀在峭壁、山
顶。

山上只有路，很少有闲地。它不像庐山，太过开
阔，像一篇汪洋恣肆的散漫文章。神农山小巧、精致、
紧凑，像一首诗、一阕词，凝练得容不下一个多余的字。

最喜欢那条后山的下山路。从龙首台下来，两边全
是悬崖绝壁、幽谷险壑，路居然无“路”可走，只能被

逼在蜿蜒的山脊上铤而走险了，人们叫它“龙脊长城”。龙脊长城是一条绝佳的观景长
廊。远眺，群山环抱，深谷纵横，不知何处为女娲山、伏羲峰；俯瞰，山坡山坳桃花浓
密处粉色氤氲如霞，有鹰样的鸟在山谷翱翔；前瞻，络绎不绝的游人像一条彩色的链子
随着山脊蜿蜒蠕动；回望，崔嵬险峻的龙首台，在呼啸的山风中更显危如累卵。我真担
心，山风若再狂野些，会不会把它撼动。

神农山是猕猴的乐园，崖壁树丛藤蔓间，你时不时会看到它们腾挪跳跃嬉戏觅食
的灵巧身影，猕猴在游客的惊喜和镜头中，悠然享用着游客扔来的香蕉苹果面包。似
乎，天下景区的上山路径都选择在山溪流出的地方，但很遗憾，那天，我没有看到飞
瀑流泉，川流不息的只是游客。我不禁惋惜、疑惑，当年，神农氏设坛祭天的神农
山，老子筑炉炼丹的神农山，怎能没有那淙淙流水的天籁之音，怎能没有深潭碧波的
天光云影？

回来查阅资料发现，神农山是仙神河、云阳河、逍遥石河、丹河的发源地和上游，
它们汇流成沁河而后注入黄河。我顿感欣然，神农山理应有水的，要不，孟州的韩愈怎
会为它写下“幽泉间复逗石侧，喷珠漱玉相交喧”的诗句呢？

也许，今夏或秋天，我还会再来一次——看山，赏松，望云；觅水，听泉，观瀑……

保保国寺国寺：：宁波第一宁波第一““国保国保””
王碧蓉

爷爷奶奶家在宁波
慈城，这个小镇，自唐
设县，距今已有 1000 多
年历史。

慈城古县城是如今
江南地区唯一一座保存最为完整的千年古县城。

关于这些，我童年时浑然不知。
我出生时，爷爷已病故。逢年过节，我与

父母去看望在老家慈城的奶奶。
慈城留给我的印象就是安静，长长的小巷

常常空无一人，听见皮鞋鞋底敲在石板路上渐
行渐远渐无声；院子里也没有什么嘈杂声，听
见雨水顺着屋檐往下的滴水声，家家户户用大
水缸接雨水，我们叫天水，甘甜清凉。奶奶坚
持不安装电灯，用她的一双小脚，轻移往返于
房间的每一个角落。暮色降临，煤油灯下，整
栋房子益发显得静谧。

新中国成立后，慈城以解放路为界，分孝
东和孝西两个镇，是有名的慈孝之乡，一直延
续至今上升为慈孝文化。

如果以慈城为轴心，往西 20公里，有余姚
河姆渡遗址。距今 7000年前的先民开始盛产金
灿灿的稻米，过着“饭稻羹鱼”式的定居生
活，看来鱼米之乡在那时就已成雏形。

往北 20公里，有一座东汉时期开始的上林
湖越窑遗址，这里孕育了中国最早的制瓷技
术，是“海上陶瓷之路”的起航点，经东横河
入姚江，开启了宁波通向海外的“陶瓷之路”，
也称作为“海上丝绸之路”。

上林湖，也是秘色瓷的发源地，如今成了
世界上最大的越窑青瓷“露天博物馆”。那青翠
的釉色，“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
来”，真是一瓣瓣文明的碎片撒落在潋滟的湖光
山色间。看碧波如顷的湖水，想唐宋时期明州
港口的繁华景象，想沧海桑田的变迁，想沉淀
在历史里泛起的光泽……

慈城往东不到 20 公
里有一座山，叫灵山，里
面有一个保国寺。

1954 年南京工学院 3
位师生进行文物普查时，

偶遇此古建筑。经古建筑学家刘敦桢教授考
察，确定为宋代古建筑。1961 年 3 月被国务院
公布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成为宁
波第一个“国保”。

保国寺坐落在灵山的燕子窝。其三面环
山，面朝大海，满山的古松翠竹，山中涧流潺
潺，山脚下有一条慈江蜿蜒流过。

登山顶东眺，可见阡陌纵横和海上曙光。
既有“深山藏古寺”之清静，又有其他寺院所
不及“院中观海曙”之开阔。

当时在鄞县做知县的王安石的诗中有两
句：“楼依水月观，门接海潮音”。保国寺的大
门离海很近，海水的永恒象征佛法的无边。保
国寺因千百年来香灯悠远，法系绵延，荣登

“东来第一山”之誉。
我漫步在保国寺中，从山下到山门，桂花幽

香，腊梅弥漫。有溪、有泉、有桥、有亭，一路变成
了时间绵延流动之美。虽然看到有“同登解脱门”
几个字刻在墙上，内心仍然被红尘中的恩怨情愫
牵动着。抵达山门前，只见两边有一副对联：“山
门寂寂唯留风月，觉路迢迢不到尘嚣”。一下扣
人心魄，又颇感如释重负。

我抵达的地方，如今称为“保国寺古建筑博
物馆”，一个没有僧人的寺院。整个保国寺是由
宋、明、清、民国等几个不同时期的建筑共同构
成：中轴线上有宋代的大殿，清代的天王殿、观音
殿，民国的藏经楼；两侧有明代的迎熏楼，清代的
钟楼、鼓楼；此外，大殿石阶前有汉代骠骑井，天
王殿前有两座唐代经幢。保国寺的建筑令人有无
尽迷思，我不由地感慨道：“行万里路后，不如在
宁波守望家乡的千年古刹”。

保国寺的出现，一
定不是无缘无故的，它
的演变、发展与保存一
定与时代有关联。

让我把记忆追溯到
源头。东汉年间，骠骑将军张意的儿子张齐芳
隐居灵山。张氏后嗣受张意托梦，让出宅地，
改建寺院，于是就有了保国寺的前身“灵山
寺”，如今仍有一块骠骑坪和一口骠骑井。

唐广明元年 （880 年），宁波国宁寺住持可
恭僧人，应施主要求复建灵山寺。可恭进长安
后，皇帝唐僖宗答应可恭请求，御赐“保国”匾额
和一件紫衣袈裟。北宋大中祥符四年（1011 年），
僧人则全出任保国寺住持，兴建了现存的大雄宝
殿和其他一些建筑。则全佛学造诣不明，但却绝
对是中国古建筑学史与古琴史上的宗师，鉴于他
对保国寺有再造之功，被寺院尊为“中兴祖”。

保国寺大殿因采用黄桧木材，有“鸟不
栖，虫不入，蜘蛛不结网，梁上无灰尘”之
奇。整座巨殿的木构建筑未用一枚铆钉，全靠
巧妙的斗拱和精确的榫卯衔接，承托起整个庞
大屋顶；而且错落有致、如鱼鳞般层层相贴。
这种技艺比宋代建筑的国家规范《营造法式》还
早90年。这座集木结构、装修、彩画三宝于一身的
宋代大殿，无怪乎有人会赞叹，“结构之严谨，造
型之工整，风格之洗练，气势之宏大，实在是此后
金、元、明、清建筑遗构中所不得而见者”。

当年与之并存的南宋王朝钦定的江南“五
山十刹”的木结构建筑，至今已无一存世。因
此，保国寺大殿的屹立至今，实是创造了人类
建筑史上的奇迹，是古代建筑的稀世珍宝。

我坐在寺中桂花树下，只见亭前平台，空
畅高朗。凭栏远眺，云霞似锦，飘逸重叠，耳
畔仿佛有海潮音响起……2015 年岁末，保国寺
已列入宁波“海上丝绸之路”申遗预备名单，
期待这里将是一个世界文化遗产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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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头石头““堆出堆出””的神农山的神农山
逯玉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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