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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次路过西安，很多印象模糊了，
唯有大雁塔，始终清晰。

一

没有送行的人群，只有灞桥杨柳依
依，山川庄严温柔。所有成就一个世俗文
人传世名声的故事，都始于那一次的悄然
离去。

身后是喧嚣暂歇的皇都，无尽的长
路，无可预知的前途，只有星星在黑暗的
天空格外明亮。一个孤独的旅人，为直探
原典，冒越宪章，私往天竺，投身塞外的大
荒，风节凛凛走向接踵来临的凶险和苦
难。怀抱大乘菩萨“难行能行，难忍能忍”
行愿，委命求法以惠利苍生。

月黑与风高，火焰与雪水，美酒与膏
粱，香艳与温柔，与一个执着的行者无
干。昼伏夜行，袈裟掠过长云的黯淡。那
一抹衣袂的飘忽，不屈不挠，越五烽，渡流
沙，渐行渐远，在时光里点染湮开，在传说
与传说之间缓缓游走。不知道一重又一
重深锁的重门后面，会不会有人相信莲花
的纯净；不知道会不会有那一天，欣慰地
发现，走过的千里万里，都是曾经走过的
路；不知道在多少年后的某一个黄昏，手
上的经卷会不会在安睡中落下。

驼铃叮当。茫茫戈壁拉长了数千年
的光阴。朦胧中眺望，恍惚站在云端。历
史的尘烟，湮没在飘渺的时空。岁月风蚀
了没有植被的沙丘和没有生机的骨骼。
瓦砾和残本，遗留在绿洲风口，在大漠烽
烟里沉沉入梦。

但根深蒂固的信念，不能替代。
三年跋涉，五万里孤征，抵达天竺。

又五年，遍游全印众国，遍学大小乘各种
学说，究竟各派理论分歧，通晓经、律、论
三藏。返回那烂陀寺时，被奉为佛教最高
学府的主讲。曲女城佛学辩论，十八国
王、三千大小乘学者、外道两千人，论主玄
奘，立“真唯识量”。任人问难，无人能
破。一时名震五印，万人景仰。大乘尊之
为“大乘天”，小乘尊之为“解脱天”。英国
史学家史密斯说：“无论怎样夸大玄奘的
重要性都不为过。中世纪印度的历史漆
黑一片，他是惟一的亮光。”

二

曾经水草丰美的世界，早已进入神
话。只剩下，活着千年不死、死了千年不
倒、倒了千年不烂的红柳。而万里黄沙，
掩埋了多少不该掩埋的细节。

雁塔握云，俯视三千世界。站在高高
的楼头，我瞩望在季节嬗变中的飞雁。塔
上的铜铃，在微风吹拂中日夜摇响。慈悲
凝固成亘古，净化了世俗的心灵。在西安
这个清凉的早上，霞光灿烂，你微笑着向
我走来。

那一年，缁衣笀鞋的圣者，携着巨量
的梵筴和佛经，以及无上崇高的国际声
誉，风尘仆仆，筚路蓝缕，踩着离去的脚
印，回到出发的中土。

来去之间，相隔着一十八个春、夏、

秋、冬。
十八年的盛衰荣枯中，故土在热切地

等待远行儿郎的归来，等待一颗历经千劫
百难不死的灵魂。

洛阳宫仪鸾殿。二月春风似剪刀。
碧玉妆成的宫柳，万条垂下绿丝绦。

属于圣者的疆土，以一种神圣的方
式，奉献给跨越万水千山的赤子。

因征战而驻跸洛阳的太宗立即诏见，
与之并坐。

而对于玄奘，西天归来的终点不过是
另一个起点。

圣者所以是圣者，在于他从不回顾，
所有的悲欢都已成灰烬。即便为半生的
坎坷，也不会流下一滴清泪。穿越岁月的
苍茫，早晨与十八年前的早晨依然相似。

圣者注视的永远是前方的路途：从一
种语言到另一种语言，依旧横亘着难以逾
越的千山万水；而从一个心灵抵达无数心
灵，是一条永无尽头的道路。

唐长安城最宏伟壮丽的皇家寺院慈
恩寺建成，迎请高僧玄奘担任上座法师。
首任住持方丈，主持寺务，领管佛经译场，
开始了更为宏伟壮丽的译经和创立佛教
宗派工程。其间历时两年，主持督造大雁

塔，供奉从天竺带回的佛舍利、贝叶经及
金银佛像。

皇皇大唐，万邦来朝。
外国商贾、使团、参习佛教的留学僧，

纷至沓来。

三

站在大明宫南望，长安的天际线顶
端，就是慈恩寺大雁塔。现存最早、规模
最大的唐代四方楼阁式砖塔，古印度佛寺
的建筑形式随佛教融入华夏文化的典型
物证。唐长安城保留至今的标志之一，这
是当时世界佛教最高的学府，最高的学术
领袖是唐玄奘。

去摩挲“二圣三绝”的碑文？去猜测
贝叶真经的谜语？去礼拜释迦如来的足
迹？去寻觅地宫珍宝的秘密？去想象“雁

塔题名”和“曲江流饮”的春风得意？
所有这些，对于我都不重要。
我最愿意流连的，是嵌在南门券洞两

侧玄奘负笈和玄奘译经的画图。
雁塔复制的是佛门常见的舍生故事，

矗立的是圣者非凡的不弯曲的意志。
玉华宫恢弘的殿堂，木鱼与钟鼓穿透

了阴冷与沉寂。烛光和青烟里，呈现出陌
生而又熟悉的圣者轮廓：

一个谦卑无怨的工匠，孜孜矻矻，给
世界留下了永不磨灭的财富，也留下了永
不磨灭的身影。

两度断然拒绝帝诏，拒绝位高权重的
仕途，唯愿“毕身行道”，“守戒缁门，阐扬
遗法”。

信誓旦旦，源自山川大地一般的自信。
年近半百的玄奘埋首青灯黄卷，把余

生的心血和智慧全部付与译经。寻常人
消磨的无数日子，三藏法师种下了荫庇众
生的参天大树：

经论75部，每卷计万言，总计1335卷，
占整个唐代译经半数以上，是另三大翻译
家译经的一倍多。尤以质量远超前人，是
译经史杰出典范。《大般若经》，卷帙浩繁，
梵本计二十万颂。600 卷的巨著，玄奘不

删一字。
《大唐西域记》，12 卷。记述所亲历

110个及得之传闻的28个城邦、地区、国家
的疆域、气候、山川、风土、人情、语言、宗
教、佛寺以及历史传说、神话故事，像一把
火炬，照亮了“曾经一片漆黑”的印度历史
的天空。一千三百年后，英国考古学者和
印度学者手持英译《大唐西域记》，在古老
的印度大地上按图索骥，陆续发掘出众多
佛教圣地和数不清的古迹，甚至据此发掘
出了现今印度的国家象征——阿育王柱
的柱头。

开创大乘佛教法相宗。依楞伽、阿毗
达摩、华严、解深密、菩萨藏等六经，及瑜
伽，摄大乘，译成唯识论十卷，此宗乃立。
予中国哲学史以深远影响。

凡此种种，给浩若烟海的世界文化
史留下无可忽略的辉煌篇章，无可争议
地歆享中外文化交流以及和平使者的世
界之誉。

唐麟德元年（公元 664 年）。译出《咒
五首》1卷。“玄奘自量气力不复办此，死期
已至，势非赊远”，从此绝笔翻译，并对徒
众预嘱后事。

正月初九，病势严重。
二月五日，夜半圆寂。
朝野数万人众送葬，将其灵骨归葬白

鹿原。
这是玄奘东归第十九年。
或许这是世界的尽头，你一个人的星

空，你一个人的巅峰。而我有幸感受这来
自永恒时空凝聚的巨大的，渺小的，深邃
的，闪亮的，沉郁的，清晰或迷茫的一切，
仰望“千古一人”。

丈量生命价值的不是时间。回首处，
莫道西风独自凉。听着咒语我看到你的
方向，念着箴言我闻到你的焚香。你不曾
远离，只不过在另一个轮回修行。在你盘
腿坐过的地方，依旧有灵魂的吟唱，蓝天
下的道路洁白而宁静。此刻，我以虔诚的
膜拜，站在你的面前。心中漫过永久的柔
情，融化是全部的语言。

古都缄默，雁塔肃然。渺渺香烟，弥
漫来来往往的因缘。天地间传之久远的，
是黄钟大吕的声音。

无论一人，一族，一国，千里万里的路
程，始于坚韧不拔的跬步。而大雁塔，是
历史留下的一个永远的精神路标。

（陈世旭，江西南昌人，当代作家，上
世纪80年代至今，主要从事文学写作，出
版有长篇小说、中短篇小说集、散文随笔
集多种，其中，《小镇上的将军》《惊涛》《马
车》《镇长之死》等曾获全国文学奖。）

再上九华山，山间民宿成为山
水、文化之外吸引我的另一道风景。

晨 光 初 现 ， 上 山 路 上 已 有 早 行
客。散落山间的民宿前，主人正在洒
扫整理，迎接新一波游人。从敞开的
大门往里看去，或是古朴，或是现
代，每一家都自有特色。早起的客人
坐在藤椅上，看村民日出而作。附近
的早餐店将桌椅摆到屋外，山风在桌
椅间自由来去。大米粥、梅干菜包和
笋干，当地人眼中再寻常不过的饭
菜，在外来游客眼中自带几分光彩。
早餐之后，民宿主人还会充当向导，
为游客制定量身打造的游览路线。

这是九华山上每天重复的场景。
近年，随着九华山旅游业的发展，尤
其是宁安高铁的开通，留在九华山过
夜的游客不断增多，“感受乡村慢生
活”成为许多人来到九华山旅游之后
的“衍生品”。原本的农家乐主人看中
这一商机，纷纷转型升级，“接地气”
的乡村民宿正逐渐成为“留下来”的
游客首选，并成为推动九华山旅游进
一步发展的动力。

乡村民宿是促进乡村旅游转型升
级的有力抓手，是丰富旅游产品供给
的重要领域，也是贫困地区脱贫致富
的一条有效路径。这已成为全行业的
共识。日前，在四川成都战旗村召开
的全国乡村旅游 （民宿） 工作现场会
上，如何确保乡村民宿持续健康有序
发展，成为重要议题。文化和旅游部
负责人开出“药方”：防止乡村民宿成
为城市酒店的“克隆版”、农家乐的简
单“翻新版”；防止急功近利、大拆大
建，破坏乡村原有风貌；避免奢侈
化、怪异化、高价化，偏离乡村民宿
发展本真。地方政府也对乡村民宿如
何发展给予重视，北京市文化和旅游
局表示，正在研究制定促进乡村民宿
发展的相关政策。

当前，我国乡村旅游发展正是欣欣
向荣之时。《全国乡村旅游发展监测报
告（2019 年上半年）》显示，今年上半年
全国乡村旅游达 15.1 亿人次。怀揣着

“乡村梦”走进乡村旅游的人越来越多，
重特色、重体验的乡村民宿可以承担起
为游客“圆梦”的责任，让乡村旅游“悦
目”亦“赏心”。

翻过一座座山，转过一道道弯，
终于，在傍晚时分，我远远地望见了
掩映在崇山峻岭间的万峰湖。

夕阳中，位于贵州省黔西南布
依族苗族自治州的万峰湖如一块翡
翠碧玉，静卧在群山怀抱，苍翠的
山环绕着水，清澈的水倒映着山，
俨然一幅连绵不绝的山水画卷。太
阳渐渐西沉，晚霞映红天际，散发
出耀眼的光芒，湖面上波光潋滟，
绮丽炫目。

游船行进在宽阔的湖面，站在
船头一览万峰湖，碧波无垠，湖光山
色交相辉映。清风扑面，脚下浪涛
一波一波翻涌，水花飞溅，我孩子般
大声呼喊，一路的劳顿风吹云散。

码头上，有卖油炸的小鱼、小

虾，都是当地村民从湖里现捞现炸
的，很新鲜，香酥干脆。身着布依
族服饰的老妈妈慢条斯理地包裹着
粽叶粑粑，脚边卧着一只小花猫，
半眯着眼似睡非睡。

太阳隐退到山脊背后，晚霞失
去最后的光彩，夜空垂下苍茫的黑
色幕帘。远山峰峦剪影般耸立，影
影绰绰，连绵的山脉如一条长龙，
横卧在湖边。

沿湖边蜿蜒的山路踏歌而行，
晚风徐徐，掠过耳畔，带着泥土的
芬芳。路边，一簇簇红的、白的格
桑花绽放，随风飘摇。一轮圆月穿
透云层，跃上深蓝的夜空，满天繁
星眨巴着小眼睛。

沐浴在氤氲月光下，眺望万峰

湖，远山看不到了，湖面铺上了一
层薄薄的青纱，飘飘渺渺。月光在
波浪间跳跃，像钢琴大师的手指在
白色琴键上弹奏。轻柔的湖水缓缓
翻腾，浪花像滚动的珍珠忽闪忽闪
的，好似天上星星的眼睛。

四野万簌俱寂，没有人声，没
有鸟鸣，只有草丛里小虫们演奏的
小夜曲。偶尔，村寨里传出几声狗
叫。湖水轻轻漾起一圈一圈的涟
漪，从湖心漾到岸边，又从岸边漾
到湖心，闪着碎银般晶莹莹的波
光。月光似水，如纱，与湖水交融
在一起，万峰湖愈加婉约、幽静。

坐在礁石上，把脚伸进湖水，
湖水抚过脚面，凉酥酥的。远处，
停着准备夜钓的船只，各地钓友专

程来到万峰湖，享受垂钓的乐趣。
昏黄的灯光闪烁，忽隐忽现，似河
风吹拂。近处的古树老藤，茅草野
花，还有停泊在岸边的游船，在月
光下清晰可见。

忽然，有四五只白鹭从远处飞
来，划过头顶，落在不远的湖滩。
有的梳理翅膀，有的懒散地踱步，
还有的打量着自己在水中的倩影。
它们不但不怕我，散步的那只竟斜
飞到我身边，离我仅有两三步远。
在这美好的月夜，在这静谧的万峰
湖，我们都是寻梦而来的心灵相通
的朋友。

“咕”的一声，不知是同伴中谁
发出的号令，这群可爱的白色精灵
倏地飞走了，拍打着翅膀沿湖而去。

仰面躺在湖边草地上，望着圆
月和满天星辰，听波涛声声，看流
萤点点，什么都不想，什么都不用
想。天和地在渐渐靠拢，月光、星
光从天上飘下，我竟有了微微的醉
意，似乎与星月、山风、树木、湖
水、花草融为一体，没有喧嚣，没
有悲伤，浮躁的心纯净透明。

夜渐渐深了，夜露升起，凉意
袭来，月光下的万峰湖如慵懒的睡
美人恬静地睡去，耳畔萦绕着湖水
均匀的呼吸声。躺在临湖客栈的木
楼里，自由的思绪与万峰湖为伴，
枕月而眠。醒来，又将是温暖美好
的一天。

才出桐庐车站，便见到了接我们的胡师傅，车子向
大山深处驶去，1 个多小时后，到了一家叫“岩朵”的民
宿。这是个四层小白楼，建在大山脚下，被草木簇拥
着。楼前左侧是个平台，上有供喝茶用的桌椅，平台下
是公路，再向前是一条小溪，哗哗的流水声传得很远，水
从山上流下来，洁白如玉，清可照人。在前台工作的是
个四川女娃，见我在小溪旁流连忘返，便说：“小溪里有
多种小鱼，其中一种叫石斑，已列入国家野生动物保护
序列，不让捕，也禁止食用。”傍晚时，我们去隔壁一家饭
馆吃饭，端上来的是今春的嫩笋、菜园里的瓜菜和山坡
上的“溜达鸡”。饭后，我们沿着公路走了一会儿，此时，
天色暗了下来，远处山峦及茫茫林海已模糊不清，只有
路边挺拔的大树和溪畔密匝匝的绿草在晚风中微微抖
动。我深深地吸上一口，感到心里瞬间敞亮了，大山深
处不愧为天然氧吧，漫步山间，我们心旷神怡。

第二天清早，我们乘船游览富春江小三峡，蓝天白
云下，高山巍巍，青翠欲滴，江水滔滔东去，风光无限。
很快，船到了严子陵钓台。严子陵是刘秀的好朋友，刘
秀做了皇帝后，封严子陵为三品谏议大夫，严子陵不愿
在朝做官，跑到桐庐隐居起来，他钓鱼的地方人称严子
陵钓台。此处依山傍水，景色秀美如画，李白、杜牧、王
维等都到过此地，留下了不朽的诗篇。沿江边游览时，
即可看到诗人们的塑像。归途中，我们去了白云源，走
了几处栈桥看了大小龙门瀑布，这里的水依然清澈，瀑
布从山上下来，弯弯曲曲，晶莹可爱。

第三天，我们参观了三个古村。下着雨，我们打着
伞，一步一滑地向村里走去。村边一个石屋的门上写着
村名——“石舍”。村子紧挨着一条河，水多且急，河中
立着不少石墩，那是一座座供人行走的水中桥，凭着它
们可以登上台阶，走上对岸山上的马岭古道。这条古道
曾是村子通往外边世界的唯一通道，可通义乌等地。要
想走上马岭古道，必须得爬上长满浓密树木的山岭，而
且道路陡且滑，我这个年纪不可能了，只得作罢。

石舍村里有几棵香樟树，树龄都在三四百年以上，
在河边，我们还见到一棵1200多年的香樟树，周围圈起
了栅栏，有专人看守。《人民日报》海外版有文称，轩辕庙
内轩辕黄帝手植的轩辕柏为天下第一，浮来山定林寺的
银杏树天下第二，平凉的国槐为天下第三，不知道石舍
村的香樟树能否成为天下第四？

茆坪村位于马岭古道上，我们一进村便穿街走巷，尽
管胡同窄小，道路弯曲，但路不难走，皆由青石板或小石子
铺就而成。村子的大路上有五道相隔不远的大门，当地人
称五朝门，据说是当年皇帝下旨修建的。茆坪村有个祠
堂，现已开辟为民俗展览馆，里面陈列着很多老物件：如解
放前和解放初期的结婚证、地契、民国时期的各种钱币等。

芦茨村是晚唐诗人方干的故里，方干屡试不第，但
其才华横溢，受世人称赞，范仲淹是他的“粉丝”，多次到
访他的故里，并著文赞颂。可惜，因为修水库，老芦茨村
已在水底，现芦茨村是搬迁过来的。

三日匆匆而过，我们要和这个美丽的地方告别了，
我恋恋不舍，暗下决心，一定再来。

上图：桐庐县民居与云雾交相辉映，构成一幅美
丽的乡村画卷。 徐军勇 周国文摄（人民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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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大雁塔雄伟壮丽，吸引众多游人前来一览胜景。新华社记者 邵 瑞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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