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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人皆知罗平春天的油菜花美不胜
收，却不知道九龙瀑布群和那色峰海是多
么令人沉醉。这正如我的无知，我只知有
云南米线，却不知道还有云南米干；我只
知曲靖的烟草举世闻名，却不知道大山深
处还藏着不尽的美景。

烟花七月下罗平

古诗云：烟花三月下扬州。而在我看
来，烟花七月下罗平，似乎更符合我此时
的心境。

七月，烟叶长得茂盛，在绿油油、宽
大的叶片簇拥下，烟叶主干的顶端开出了
黄色的小花，大概是要结籽了吧。在路边
的田野里，随处可见的烟叶，隐约间透出
烟草的香味。而烟花尽管没有油菜花开得
张扬，但那种从容淡定和朴素自然的美，
给罗平打上了浅浅的粉底。

进入罗平地界，一个个突兀的小山包
挤进视野，我恍惚有到了桂林的感觉。罗
平“鸡鸣三省”，地处滇、桂、黔三省结合部，
也属典型的喀斯特地貌。夜色笼罩下的罗
平县城，刚刚下过一场小雨，很是凉快。都
说昆明是春城，我言罗平胜昆明。

号称“中国六大最美瀑布之一”的九
龙瀑布群果然气势不凡，共有十一级瀑
布，最大一级叫“神龙瀑”，据介绍瀑高
56米，瀑宽110米，简直就像天河泻落一
般，远远地我们就能听到它巨大的轰鸣
声，似狮吼，似虎啸，雷霆万钧。只是只
能远观，不能近前，让人颇有些遗憾。第
二大瀑称“情人瀑”，瀑高43米，瀑宽39
米，气势自然小了些，关键是瀑下幽深的
水潭，有静谧之美，或可适宜谈情说爱，
便谓之情人瀑？一层一层下来，飞花碎
玉，在夏日阳光的照射之下，格外夺目。

瀑布终究都是雷同的，那色峰海却是
世上独一无二的，堪称绝色风光。

从罗平县城到旧屋基彝族乡大补懂村
需要走很长的山路，我们乘坐的大巴换成
了两辆中巴，山高路险，狭窄的山路两辆
车会车都极其困难。那色峰海所在的大补
懂村，彝语翻译过来是“大山上的美丽人
家”，是一个典型的彝族村寨。我们的车
停在村党群活动服务中心门前的小广场
上，往村子的左前方走上一两千米，那色
峰海就展现在我们的面前。那色峰海属于
喀斯特地貌奇观，成片的石灰岩山峰，一
个挨着一个，有的几十米高，有的百余米
高。山峰有的呈塔形，有的呈尖锥形，有
的呈浑圆形，千姿百态，有的像鸟，有的
像兽，有的像佛。从高处望去，简直就像
无数的天兵天将在演兵布阵，再加上云雾
缭绕，酷似沙场上硝烟弥漫，波澜壮阔，

千军万马奔涌而来。而它们又是静止的，
凝固的，纹丝不动的，给你一种穿越时空
的神秘莫测之感——哦，这就是十万大山，
每一座山都在奔跑，每一座山都在飞翔。

大爨小爨好作字

爨龙颜碑、爨宝子碑“二爨”是两块
云南“南碑瑰宝”。 碑文书法字体介于隶
楷之间，书法风格独特，被称为“爨
体”。来曲靖之前，我对二爨有一些耳
闻，此行我最急切的就是想亲眼看看这两
件宝物。

大巴车进入陆良县境内不久，从一条
坑洼的乡间小路驶进一个小村子，这就是
贞元堡，又称薛官堡。爨龙颜碑就耸立在

薛官堡斗阁寺大殿内，陆良县博物馆馆长
王洪斌赶过来亲自给我们做讲解。据他介
绍，爨龙颜碑全称为“宋故龙骧将军护镇
蛮校尉宁州刺史邓都县侯爨使君之碑”，
是宁州刺史爨龙颜的墓碑，南朝刘宋孝武
帝大明二年 （公元 458年） 立，比爨宝子
碑晚 53 年。爨龙颜碑，碑文古雅，结体
茂密，虽为楷书，却饶有隶意，笔力遒
劲，意态奇逸，结体多变，是隶书至楷书
过渡的典型。与爨宝子碑相比，此碑较
大，字数亦多，碑高 3.38 米，宽 1.46 米。
正面碑文 24 行，904 字，背面题名三段，
共 313 字。碑额呈半圆形，上部浮雕青
龙、白虎、朱雀、玄武，下部正中穿孔，
左右刻日、月，日中刻俊鸟 （三足鸟），
月中有蟾蜍。

爨宝子碑全称为《晋故振威将军建宁
太守爨府君墓碑》，碑质为沙石。乾隆四
十三年 （公元 1778 年） 出土于云南省曲

靖县扬旗田村，1852年移置曲靖城内，现
存于曲靖一中爨轩内爨碑亭。碑首为半圆
形，整碑呈长方形，高 1.83 米，宽 0.68
米，厚 0.21 米。碑文计 13 行，每行 30
字。碑尾有题名 13 行，每行 4 字，额 15
字，均正书。此碑的书法也在隶楷之间，
体现了隶书向楷书过渡的一种风格，为汉
字的演变和书法研究提供了宝贵资料。

在书法史上，爨龙颜碑与爨宝子碑并
称为“爨”，前者因字多碑大称“大爨”，
后者则被称为“小爨”。1961 年 3 月，大
小爨碑同时成为全国首批重点文物保护单
位。爨氏为东汉末至唐初著名的南中大姓
之一，是当时滇东和滇池地区的世袭统治
者。大小爨碑对于研究爨氏历史及其政权
的组织机构、礼乐制度和民族关系等具有

重要价值。
王洪斌馆长对爨龙颜碑颇有研究，著

有 《解读爨龙颜碑》《陆良历代石刻注解
与研究》的专著。他曾经参加过对越自卫
反击战，退伍后专心研究爨碑，竟成了专
家，值得敬佩。更让我唏嘘不已的是当地
一个叫陈正义的书法家。他是上海知青，
因为喜欢爨碑而没有回上海，一直留在曲
靖，习练爨体书法 50 余年。现在，他不
仅自己习练，还在曲靖师范学院带研究
生，推广爨体书法。

万流必有源

从曲靖驱车 60 公里，我们来到了马
雄山下。进入珠江源景区，天开始下雨，
我们在景区的接待中心避了个把小时雨，
然后步行进入珠江源。

或许是刚下过雨的缘故，珠江源的水

是浑黄的。源头是一个大概 6 米高的山
洞，上下有两个出水口，洞口上面有“珠
江源”三个红色大字。在珠源洞的前面，
就是一个不大的湖，能有多大呢？我说不
好，0.5平方千米的样子吧？！

这就是珠江源？这就是珠江源！
在云贵高原乌蒙山系的马雄山南麓，

珠江干流南盘江出发了。珠江全长 2320
千米，流经中国中西部六省区及越南北
部，在下游从八个入海口注入南海。

马雄山东麓有北盘江、西麓有牛栏
江、南麓有珠江干流南盘江源头珠源洞。
北盘江和南盘江都是流向珠江的，而牛栏
江则是流向长江的。为了保护珠江源，当
地政府划了 12 平方千米的保护区，植被
覆盖率达到了 98%，共有 200 多科、1900
多种植物，仅花就有 128 种。森林茂密，
水流淙淙，形成了“一水滴三江，一脉隔
双盘”的奇异景观。

导游遗憾地说：“你们来晚了，春天
这里满山的高山杜鹃，各种颜色都有，漂
亮极了。”

一路向山顶的三江亭走去，婀娜多姿
的伏地松引起了我的注意。它其实是云南
松的变异树种，长在马雄山间变换了一种
活法，它平地而卧，妖娆缠绵，不图高扬，虽
然没有长成参天大树，却一样光彩照人。

午餐就在珠江源景区里的农家特色小
馆，美味的土鸡和新鲜的野山菌风味十
足，让人口有余香。其实一踏上曲靖的土
地，我们就喝到了鸡枞汤，随后干巴菌、
牛肝菌、松茸以及许多叫不上名字的野山
菌，一次次让疲惫的旅途活色生香。想来
古人徐霞客三次来马雄山寻珠江源，也未
必有我们的口福吧。

“万流必有源，溯得可宁心。”珠源禅
寺里的这句诗颇为走心。不事张扬的珠江
源，它的从容和淡定，必将使每个来溯源
的人，认识到自己的卑微和来处的重要，
并对前人和起点充满敬意。

（李皓，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一级作
家。曾获冰心散文奖、曹植诗歌奖等，著有
诗集《击木而歌》《怀念一种声音》和散文集
《一个人的辞典》等。现为《海燕》文学月刊
主编，大连民族大学客座教授。）

题图为九龙瀑布群。
本文图片均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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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雄山杜鹃花

逐渐坠下的夕阳，把一缕缕金黄
铺展在大井巷的青石板路上，铺展在
那一栋栋小楼的白墙灰瓦上，巷口的
老梧桐枝繁叶茂，斑驳陆离间拖出了
悠长的影子。就是这样的场景，吸引
着我走进了这条杭州老巷。

仔细打量沿巷的建筑，基本都是
两层小楼的商铺，许多已成为受保护
的历史建筑，嵌入墙体的标牌概括了
它们的前世今生。在一刻有“钱塘第

一井”的石碑旁，我知道了大井巷的
由来。巷内东侧有口大井，相传为古
吴越国时所凿，因井口硕大，民间俗
称它为“大井”，大井巷也由此得名。
南宋时期又用大石板盖住了井口，再
在上面开了五个井眼。当年井水的
水质应该是很不错的，巷子里的老字
号朱养心药店制作膏药，就曾用此井
水。现今水井被圈进一所院落的天
井里，大门落锁，不能近旁。贴近门
缝观望，阴湿的空气拂面而来，朦胧
中似乎能看到当年在井边忙碌的老
杭州们，似乎能听到吊桶乒乒乓乓撞
击着井沿，奏出悦耳的声响。

大井巷曾是商贾云集的闹市，现
在有的商铺已经改做旅舍、咖啡馆，
有的仍然空闲等待着焕发新生，街面

上也多是气定神闲的游人。其中老
字号张小泉剪刀店旧址，是一处前店
后坊式的建筑，和其他店铺相比，它
的门脸较大，面阔三间，可以想见当
年生意红火。虽然建筑经过了翻新
修缮，但还有老的构件留存，岁月的
痕迹依稀可见。上世纪 90年代初我
到上海出差，冲着张小泉的名号还特
意在百货公司买了两把。只可惜，今
天见到了正宗的百年老店，却早已关

张。沿巷漫步，穿行在一栋栋老建筑
之间，想起自己走过的路，遇到的人，
那些过去排解不开的心事，在这一刻
也会沉淀化解，岁月静好的感觉，莫
过于此。

大井巷还是一条有味道的街巷，
胡庆余堂、朱养心药店和保大参号等
老药号仍在开门营业，因此不时就能
嗅到一丝丝中草药味。赫赫有名的
胡庆余堂系“红顶商人”胡雪岩于
1874年创建，是国内保存最完好的晚

清工商型古建筑群。因为已过下班
时间，许多区域不能探访，我就走进
了还在营业的“药局”。药局正中挂
着胡雪岩的烫金画像，两旁的对联

“益寿引年长生集庆，兼吸并蓄待用
有余”将庆、余两字巧妙嵌入，透出了
庆余堂名称的意韵。整个药局由两
层楼房合围，宫灯高悬，雕梁扶栏甚
是精美。两侧的红木柜台后，一个个
药抽屉方方正正，规整中透着机巧。

一只小猫踱步而来，一个纵身跃上了
柜台，伸伸懒腰，舔舔爪子，怡然自
得，全然不把我们这些过客放在眼
里。

走出胡庆余堂，回望大井巷，短
短的二三百米街巷，浓缩了几百年的
市井风情。期间有的老店败落了，有
的老店迁移了，有的老店依然生机勃
勃，一些新的店面则在不断出现。物
换星移几度秋，大井巷的历史就这样
绵延写就。

也许是对昆仑神往已久，也许
是产生了高原反应，当我满怀虔诚
地走进昆仑山时，竟感觉有些微微
地飘，如同步入一场神圣的梦境：群
山巍峨苍然，碧空纯净辽远，河流张
狂奔腾，还有雪山脚下，时而悠然觅
食，时而驰骋嘶鸣的藏野驴……这一
切，让我坚信，这是我一生中最值
得去的地方。

吃过早饭，在朋友的陪同下，
我们向百公里外的昆仑山口进发
了。越野车驶过“万山之祖”碑
刻，进入昆仑山区，“横空出世，莽
昆仑”之感忽地强烈了。车紧贴山
脚前进，摇下车窗仰望，山壁平
直，山峰高耸，让我内心感到一阵

阵慌张，想着要赶紧开过这段路，
但又不便催促司机师傅。车驶离山
脚，爬上一段高坡，放眼远眺，山
脊参差逶迤。近处是一排云岭，它
的背后以及再背后，还有数不清的
山尖，如春笋般凸了出来，层峦叠
嶂，气势磅礴，壮美之态撼动心
魂。那些山峰似乎就在跟前，又好
像遥不可及。

车行了近三个小时，雪山渐渐
出现在眼前，我的心跳也加速起
来。朋友指着最高的雪峰说，那是
玉珠峰，昆仑山东段最高峰，约
5100 米。玉珠峰与姊妹雪山在白色
云雾里时隐时现，有时我根本无法
辨别山尖上，哪里是雪哪里是云。
偶有一片云朵散去，天空露出纯粹
的湛蓝，更衬托了雪山一尘不染的
白。面对亘古屹立的雪山，我心头
许多的是非与烦扰竟消失殆尽了。

玉珠峰对面有几家小饭店，我
们选了一家，坐进去。窗外，雪山
皑皑，与木格花窗构成一幅立体的
雪山峻岭油画。朋友神秘地说，这
里有道名菜，叫“雪压火山”，我满
心期待。端上来，原来是糖拌西红
柿，切碎的西红柿块上撒上一层白
糖，倒有几分意象。不过，几个人
觉得菜名还不够妥帖，于是你一言
我一语，硬要为它更名，选来选
去，“飞雪玉珠峰”似乎更能与对面
雪山和鸣。店主人听了，抿着嘴笑
道：有地方特色，还更有诗意呢，

明天就改名！
饭后，继续上行。正当我们陶

醉在雪岭风光时，马师傅突然停
下 车 ， 并 做 出“ 嘘 ”的 动 作 ， 随
后，他朝雪山脚下指去。哇，塘
边竟有几匹肥壮的藏野驴！我激
动 着 ， 想 跳 下 车 ， 近 距 离 拍 照 ，
立即被马师傅拦住了，口气不容
置 疑 地 说 ：“ 别 打 扰 它 们 ！” 闻
此 ， 我 突 然 感 到 惭 愧 。 仰 慕 昆
仑，敬畏昆仑，那么就该敬重昆
仑的一草一木、一石一物。不打扰
他们，应是我们人类活动不能逾
越的红线。

约莫半小时后，我们总算抵达了
昆仑山口。路右侧，经幡飞扬处，“昆
仑山口”4个石刻大字遒劲有力，碑侧
面刻着“海拔 4767米”。还有一尊藏
羚羊石刻，下面青石上标着“可可西
里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字样。与藏羚
羊石刻并排的，还有一尊红砂石人物
雕像，他一手握着钢枪，一手抱着藏
羚羊幼崽，昂首挺立，目光坚毅。
这个塑像就是被授予“环保卫士”
称号的索南达杰。1994 年 1 月，索
南达杰在与藏羚羊盗猎者的搏斗中
牺牲。可可西里腹地的最高峰布喀
达坂峰海拔 6860米，而这尊雕塑高
度设计为 6.86 米，寓意着索南达杰
永远是可可西里的最高峰。

“登昆仑兮四望，心飞扬兮浩
荡。”我知道，这里是我离天更近的
地方，也是我离心更近的地方。

走走过过大井巷大井巷
李 仲

济南南部山区素有济南的“后花园”之称，仲宫镇
则是这“后花园”的第一站。近年来，凭借得天独厚的
地理优势，仲宫成为人们走出都市、体验慢生活的选
择之一。

仲宫镇原名终军聚，因西汉时代请缨报国的少
年英雄终军而得名，是一座具有两千多年历史的文
明古镇。清人董芸曾作诗咏赞终军：“出关慷慨弃儒
生，故里终军旧有名；毕竟戈船多汉将，少年多事
请长缨。”从市区出发，一路向南行驶十几公里便可
到达仲宫镇。

仲宫四面环山，其山脉与泰山北麓一脉相承。发
源于南部山区的泉水经由仲宫地区输送到市区，造就
了济南“泉城”的美誉。农家乐建在山脚下，泉水便成
了最佳利用资源，泉水自山间而下，寻不到来处，蜿蜒
曲折寻寻觅觅，村民顺其流向，建库蓄水，沿水库建成
了一家家农家乐饭店，并配有划船戏水区。清新的空
气、适宜的气温，使这里成为人们带孩子游玩的好去
处。对经历了一周忙碌的快节奏生活的人们来说，来
这里吃一顿特色的农家饭，陪着孩子玩玩水，十分惬
意。

刘家峪村至今仍留有一处别致的“石头房”景
观。没有过多的修饰，石头房掩映在山林中，由不
同大小的青石垒盖而成。经历岁月的洗礼，石头房
现在已经不能居住，有的被村民卖掉，有的被翻盖
成砖瓦房，存留下来的这些石头房，就形成了一处
独特的景观。

顺着盘山公路继续深入仲宫镇，便来到了锦绣川
乡附近的红叶谷。红叶谷，虽以红叶得名，但是一谷
有四季，四季不同天。还未到金秋时节，那种深秋层
林尽染的红被满目葱郁的绿取代，此时的红叶谷，也
别有一番姿色。群山环绕因而成谷，绚秋湖嵌于山谷
中，像一名安静的浅睡少女，掩映在青葱的黄栌绿叶
间。进入山谷，便仿佛置身于世外桃源。山谷中平均
低于市区5摄氏度的温度令人舒爽，漫步在山间小路
上，听蝉鸣、观绿树，此时的红叶谷，没有红的妖娆，却
绿的静谧。

悠久的历史，独特的自然环境，为仲宫镇旅游业
的发展提供了天然的基础。2012年以来，济南市旅游
局对南部山区进行了一系列规划，仲宫镇的两湖三川
进入了生态旅游的规划圈，以仲宫镇为中心向四周辐
射，形成了以锦绣川、锦阳川、锦云川为主轴的五条旅
游线路。

目前，济南南部山区已开发出 30余处风景区，红
叶谷、九如山、水帘峡、西门塔……人们到此可一路观
赏青山秀水，暂别城市的喧嚣，回归山野的宁静。

“慢”游仲宫
刘思佳

仰 望 昆 仑
王 欣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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