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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意摩崖

天柱山的石头响着，响了千年。
王安石长诵：“水无心而宛转，山有色

而环围。穷幽深而不尽，坐石上以忘归。”
禅意悠远。

苏东坡高咏：“先生仙去几经年，流水
青山不改迁。拂拭悬崖观古字，尘心病眼
两醒然。”气调萧散。

黄庭坚朗吟：“司命无心播物，祖师有
记传衣。白云横而不度，高鸟倦而犹飞。”
神思清畅。

他们先后在安徽天柱山出场，留在石
上的尽是诗文。语词放着光芒，古典的光
芒显示强大的抒情功能，后人的心被照
亮。没有这些字，山里的石头就失去精
神，失去文化上的荣耀。

峡中流着水，水边丛枝半掩的大石
上，满布题刻，前面引的有些诗，就在
上面。

我见到了昔年摩崖，如读丛帖，似观碑
林，也算翰墨有缘。濡染淋漓而波磔分明，
结体取势，各有巧妙：清妍，古淡，劲媚，纵
肆。每一笔、每一画，差不多都涂了颜料，红
的、蓝的，极明艳，很老的字却像是才刻上去
的。字和写字的人，跟今天贴得很近。

泠泠山泉，卵石间流溅，为古调奏出
清扬的伴乐。“山谷流泉”这个名字，不知
道是谁起的，放在这里，情和景适配得很，
意趣全在字面上带着，是诗！

尖峰入云，诗崖入心。此景虽处山脚，
崛起的精神海拔却不逊擎霄的天柱峰。

筑亭寄情

对天柱山，先贤的情这样深，此地人当
然要做些什么，让远去的身影不离翠微。
这也算作一种“归”：身归，心归，情归。

人们给王安石筑亭，名为“舒公亭”。
王安石在这里做过官：舒州通判。他游深
谷，听流泉，其诗为：“水泠泠而北出，山靡靡
而旁围。欲穷源而不得，竟怅望以空归。”这
首《题舒州山谷寺石牛洞泉穴》，镌于一块崖
石上。20多年后，王安石受封荆国公，步前
韵做了本文开头引述的那四句，照旧寄于一
凿一錾。我在亭子近处的石上，看到了。

一个“空归”，一个“忘归”，均以榜书
形式安置在山崖上，心境见出异同：前者
有探源未尽之憾，充溢青春意气；后者有
优游闲适之乐，兴发迟暮感喟。正当盛年
的王安石，从舒州任上辞官返乡途中游览
褒禅山时，穷山水之秘的渴念仍未断灭：

“而世之奇伟、瑰怪，非常之观，常在于险
远，而人之所罕至焉。故非有志者，不能

至也。”一个思想家，“究天人之际，通古今
之变”的胸襟与抱负，决不应少。晚年的
王安石，志气不那么健旺了，更像一个以
高栖林泉自怡的隐士。

造屋逍遥

人们给苏东坡造屋，称为“东坡别
业”。纵观宋代诗史，清旷疏放、风调豪
恣，当属东坡。对于赐爵受封之事，他好
似不大在意。“坡仙”的雅称，恰可见出几
分逍遥神情。

东坡一生，亦有不如意。他因谤讪朝政
获罪贬谪黄州，此间曾到舒州访友，放歌山
水自是不能少的。老迈之龄，从琼州北归，
被调廉州安置、舒州团练副使、永州安置。

这个清雅的院子，门楼上“东坡别
业”几个字，遮在花树的影子里。院中
塑了像：苏东坡坐在条案前，执笔，像
要朝铺开的纸面落下。他头上的布冠很
高，衬得脸更长。胡须抖着，满是冲冠
的神色。他的目光好像朝着舒公亭。又
要对王安石的革新发出议论吗？在这幽
僻的山谷，一个闲下来的老人，究竟散
淡了，在当院儿摆好桌椅，邀约一场清
阴下的雅集。

坡仙遗墨，存世的大概不多。启功先
生这样看：“东坡书经元祐党籍之禁，毁灭者
多矣。偶逃烬火者，亦多遭割截名款。然
其书流传依然如故，世人见而识之，什袭宝
之，并不在款识之有无也。”上文引述苏东坡
的七言四句，署款“东坡”，观者信而不疑。

塑像挥毫

黄庭坚从开封赴吉州太和之任，在
雨中访游天柱山。他喜爱“山谷流泉”，
几部诗文集的取名，亦不离“山谷”二
字，根由不难推知。细观黄庭坚石像：
骑青牛背上，意态自在。对面站着一个
长衣方巾的人，拿着笔，理当是李公
麟。李公麟为黄庭坚画过像，骑青牛
像。用的应该是淡毫轻墨的白描技法。
一个是“山谷道人”，一个是“龙眠居
士”，口中无声，讲些什么，全凭驰想。
身入林泉之境，互为赠咏也说不定。这
组刻像，以意为之，犹见当年景象。

近旁崖石上，刻几行字，据称为黄庭坚
真迹：“李参、李秉夷、秉文、吴择宾、丘揖，观
余书青牛篇。黄庭坚，庚申小寒。”够得上擘
窠书吗？总之不小。每个字都能带出一段
来历。来历如史，极可珍。

这些亭子，这些屋舍，不见彩绘，也不见
雕刻，看上去清素。敷饰的不是宋代惯用的
大红，却是赭色，这是一种让人安静的颜色，
跟林麓的光影交映，无不谐适。有它们在，
留迹天柱山的宋代文墨之士，安歇得稳。

风雅山水

兴造的建筑和过往的生命形成历史性
呼应。幽岩邃谷是一条通向心灵的道路，
低回其间的游观者，感怀往世，体味着砖木
里蕴含的情思，古诗中的影像自眼底浮升。

北宋是一个风雅的朝代。士大夫倾
心清词丽句，性情中的充盛诗意，彰示
这个阶层的整体气质。山谷流泉崖刻，
多为其时墨迹。严整的汉字把古人的精
神和血肉交付山里的石头，石头将其留
给漫长的年光。

拒绝漫漶的字迹，紧依石壁，此刻
只剩了沉默，仿佛在感谢无数人送来的
注视。我恍如听见了那声轻轻的言语，
凝在硬石上的柔情，朝心里飞。

花木繁茂，谷中的风也是香的。合
欢、木犀、芳樟、棕榈、白桑、红枫、水蜡、美
人梅、龟甲冬青、无刺枸骨，枝叶的味道飘
起来，一山清气，思绪那般悠远。

林野深处荡着回音，铿锵其鸣，天
地间迸响。

“说起新疆，我兴奋、激动又感慨。新疆和中
亚的那些如歌岁月，流淌在我生命的每一个角
落，充斥着我生活的全部。我把 20载最好的年华
奉献给了新疆。”1999年，金磊从山东潍坊移动通
信公司辞职，和几个朋友经新疆到哈萨克斯坦创
业。从此，新疆成了她第二个故乡。

“记得我第一次到新疆乌鲁木齐，住在火车站
旁边的欧亚宾馆，打开窗户正好看到对面的雪
山，当时给我的感觉就是新奇和震撼。天气虽然
很冷，但我的精神为之振奋。从此我和新疆结下
了不解之缘……”金磊向记者深情地回忆着。

那些年，金磊坐火车的路线是：潍坊—北京—
乌鲁木齐—阿拉木图—阿斯塔纳，这条八千多公里
漫长的路程大约需要一周的时间才能到达目的
地。在哈萨克斯坦的创业过程中，金磊发现了新疆
的地理位置和人文环境的优势，蔬菜大棚项目的原
材料基本都是在乌鲁木齐及周边的地州市购买，与
之前在山东购买相比，大大节约了成本。

新疆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给金磊带来了更多
的机遇。3年后，她回到乌鲁木齐开始做油漆出口
生意，慢慢地接触到越来越多的哈萨克斯坦、吉
尔吉斯斯坦等国的客户，生意越做越大，从新疆
水果、蔬菜和干果，到水泥、建材、工程机械、
服装鞋帽和小商品。

“新疆是个好地方，资源风光物产好，给在新
疆投资创业的外地人的政策好。新疆人朴实真

诚，工作起来很认真。我和维吾尔族、哈萨克族
等少数民族朋友做生意时沟通很顺畅。”金磊说：

“由于客户越来越多，为了方便外国客户到中国来
旅游购物，我们在阿斯塔纳成立旅游公司，主要
负责外国人到中国购物和旅游休闲。后来，我带
着几个翻译在广州成立办事处。我们几个人是不
同的民族，饮食和生活习惯都不同，但我们像一
个家庭，相互尊重，相互包容，相互支持，相处
特别和谐。那个时候我们接待了俄罗斯、哈萨克
斯坦等大量的外国客户。”

如今，金磊又转型在伊犁哈萨克自治州的特
克斯县和尼勒克县投资建设农业科技示范园区，
主要从事果树、蔬菜、中草药新品种的示范实验
和推广，引领当地的农业种植结构性调整。园区
发展得红红火火，特别是中草药的种植，是伊犁
州规模最大、最有影响力的种植基地。目前，公
司和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俄罗斯等国合
作种植中草药项目也已开始。

在新疆创业过程中，金磊敏锐地抓住“一带一
路”建设机遇。她成立了物流公司，以新疆地缘优
势为突破口，专注于俄罗斯、白俄罗斯、哈萨克斯
坦、吉尔吉斯斯坦、巴基斯坦、阿富汗等国家，从事
综合物流服务。金磊把自己的根已深深扎进了新
疆这片沃土。公司未来将以新疆为枢纽，重点拓展
在乌兹别克斯坦等国的物流业务。

上图为新疆大规模种植的向日葵 金 磊摄

提到元阳的夏天，许多人的感
受就是热。元阳、元江与元谋这

“三元”，在云南是出了名的三个高
温之地。但鲜为人知的是，元阳县
的哈尼梯田景区却是个不错的避
暑胜地。游客能欣赏到翠绿如翡
的壮观梯田，看变幻无穷的云海，
品地道生态的特色美食，感受绚丽
多姿的民族文化。

从元阳县城到哈尼梯田，随着
海拔不断升高，气温随之下降。置
身其中，我果真感受到了云南一山
分四季，十里不同天的奇特景观。

来到元阳哈尼梯田景区，最值
得看的当然是梯田。哈尼族、彝族
等少数民族历经1300多年，用他们
的智慧和汗水，在哀牢山这片土地
上雕琢出 19 万亩梯田，依山而下，
大气磅礴。随着云南旅游大开发，
养在深闺的梯田开始逐渐被外人熟
知。近年来，世博旅游集团进驻元
阳，将其打造成 4A级景区，并助力
元阳梯田成功申报世界文化遗产，
让更多中外游客知道这一美景。

清晨，我从距离箐口游客中心
18公里的多依树酒店出发，映入眼
帘的是晨雾缭绕、一幅美到极致的
动态风景画。多依树景点背靠葱

郁的原始森林，面向宏伟壮观的梯田，烟雨迷雾下若隐
若现的梯田、村庄、溪流、森林，恍如现实中的梦幻仙
境。当云海填满山谷，犹如波涛汹涌，向你奔来。而当
云海开始散去，层层叠叠婀娜多姿，线条优美的梯田就
慢慢褪去面纱，显露出来……通常大家所熟悉的元阳梯
田是一片如镜的水色，而到了夏天却是翠绿色，煞是养
眼，和未插秧的水田相比，又是另一番的韵味。清晨的
阳光照射在梯田上，这翠绿色的原野，一片生机盎然，使
人陶醉，感受到无尽的希望。

坝达是观看日落的绝佳地之一。坝达一面环山、三
面皆是梯田，从海拔900米的山底到海拔2000米的山顶，
共有3700多级梯田，面积达1.4万亩，规模庞大，景色无比
壮观。夕阳西下，落日的余晖洒在梯田上，火红的夕阳仿
佛将整个天空燃烧起来，尽显“火烧云”的景致，犹如浴火
重生的火凤凰在梯田上空飞翔，美艳无比。

好一段壮美舒爽的梯田消夏之旅！

诗 文 风 雅 天 柱 山
马 力 文/图

近日，一批来自台湾
的青少年研学团 30 余人来
到浙江湖州方志馆参观学
习。同学们兴致盎然地欣
赏馆内多样的展陈，被湖
州深厚的历史文化吸引，
参观中不时地向讲解人员
提出问题。活动结束后，
同学们意犹未尽，纷纷表
示受益匪浅。一名同学激
动地说：“我们地域相隔虽
远，但我们依然能够感受
到湖州所承载的中华文化
的魅力，没想到我们吃到
的诸老大粽子，源头居然
是在湖州。以后我要带更
多的台湾朋友来感受这片
美丽土地的独特魅力。”

“暑假，湖州方志馆每
天迎来一批批中小学生和
研学团队。我们创立了‘小

小讲解员’品牌，每月固定
时段及节假日开展‘小小讲
解员’活动。截止目前，合
格上岗的小小讲解员已增
至 35 名，累计服务逾 5000
人次。”金奇馆长介绍说，精
品化研学活动和“小小讲解
员”已成为人们了解湖州地
方文化宝库的钥匙。

湖州方志馆主要分为
方域今昔、地域文化、杰出
人物、方志湖州、改革开放
等五个展示区以及学术交
流区、文献收藏库，是集地
情展示、志书收藏、史料研
究、咨询服务、交流培训于
一体的公共文化场馆。自
2017年开馆以来，湖州方志
馆讲好湖州历史、用好湖州
故事、传好湖州方志，已接
待观众12万人次。

““我和新疆的不解之缘我和新疆的不解之缘””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赵赵 珊珊

方志馆里研学游
吴清勋 费志文/文 卞丹华/图

“一园南北 三狮竞秀”狮子林主题
联展活动近日在河北省承德避暑山庄举
行。活动由承德市避暑山庄管理处、苏
州市狮子林管理处和北京市海淀区圆明
园管理处主办，旨在传承和弘扬三地优
秀的世界文化遗产，真正发挥文物的价
值与作用，展现三座园林的艺术审美特
色，构筑古典园林文化的传承与创新桥
梁。三方还将就园林文化挖掘、文物保
护与创新、资源整合与区域交流、品牌
宣传与共建等方面加深合作。

苏州是举世闻名的园林之城。苏州
园林始于春秋、发展于唐宋、全盛于明
清，其历史之悠久、艺术之精湛、数量之
众多、影响之深远，体现了中国造园艺术
的最高成就，在中国乃至世界园林发展
史上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作为苏州古
典园林的典型例证，拙政园、留园、网师

园、环秀山庄、沧浪亭、狮子林、艺圃、耦
园、退思园等9座园林先后被联合国教科
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苏州四大名园之一的狮子林，至今已
有600多年的历史，是江南现存唯一一座
始建于元代的古典园林。园内叠山理水，
构亭筑屋，栽花植木，融文人意象、禅宗理
法、皇家风范、民俗风情、西洋装饰于一
体；又将寺庙、花园、住宅、祠堂、义庄、族
学合而为一，是苏州古典园林中雅俗共
赏、庄谐杂陈、内涵丰富、风格多样、个性
突出、趣味性与知识性完美结合的园林。

数百年来，狮子林在众多的江南园
林中独放异彩，久盛不衰。元代画家倪
瓒曾绘 《狮子林图》，为中国园林绘画
史上经典之作。乾隆皇帝六下江南，多
次到访狮子林，题诗摹画，并在圆明园
长春园、承德避暑山庄分别仿建。这是

唯一一座被皇家御苑完整仿建两次的经
典案例，见证了江南园林与皇家园林的
艺术升华。

“一园南北 三狮竞秀”主题联展展
出了苏州狮子林选送的倪瓒 《狮子林
图》、徐贲《狮子林十二景图》、乾隆皇
帝所作的《再仿倪瓒狮子林图》等为代
表的历代书画名作、乾隆御笔碑帖、狮
子林历史文献、数字《狮子林图》等近
30余件精品。圆明园专门为此次联展送
来了乾隆御笔狮子林石匾和御制诗匾的
复制件。承德避暑山庄文园狮子林的拓
片和建筑构件也首次亮相，这些展品为
观众带来丰富的视觉体验。

行 天 下行 天 下

天柱山风光天柱山风光

狮子林主题联展走进避暑山庄
俞镜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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