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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见到南方的高山密林，就
想起中国人的心底藏着神仙文化
的基因。中国人对山海胜景的赞
语，也多是“仙境”。

我在太姥山看到奇石、云
雾、日出和古茶树后，潜意识里
也想这是一处仙境。而太姥山也
刚好有一个美誉叫“海上仙都”。

山海峰巅

在我读过的有关神仙的小说
诗文里，神仙与凡人并不共存于
一个界面上，彼此见不到面。通
俗地讲，人群熙熙攘攘的来到仙
境时，神仙早已躲起来了。太姥
山景区也是如此，人，或者叫凡
人，打着阳伞，穿着休闲衣衫，
红红绿绿，指东指西，拿手机拍
下一切想拍的东西。但神仙不在
场，你永远拍不到神仙。神仙把
他们的活动场地暂时让给凡人玩
耍，这是神仙的慈悲。

我有时想，神仙们到底躲到
哪里去了呢？我的思路只能按着
普通物理学的三维观念开展：我
觉得仙人们有两个去向：一个是
在云层中，那儿高、安全，又便
于俯瞰下界众生的动向；另一个
去向是进入石头里。他们钻进石
头就像我们钻进豆腐里一样容易
并舒服。人觉得石头硬，是人体
的分子结构软于石头的分子结
构。如果以声波的形式，也就是
以粒子的形式进出石头没有什么
难。钻进木质的树里也很容易，
进入云层就更容易了。

这么一想，我更觉得太姥山
有仙人存在，只不过他们不愿意
站出来承认他们的存在或不存
在，这对他们来说并不重要。仙
人不愿意打扰凡人的神志，不能
让他们知道凡人思考超出他们理
解范畴的资讯，这也是神仙的慈
悲。那么，就让神仙在云里，在
石里、树里待着吧，我们到神仙
的院子里转一转。

在太姥山的神仙院子里，最
可观者为奇石。

我们所说的山，在南方是一
座座奇石垒叠的峰巅。太姥山石
峰的造型不大有凶险的意态，而
如温润与雄奇的融合。这里的石
峰更多像春天树上初绽的叶苞。
如果这个比喻难以达意，换句话
说，这些石头更像一簇簇毛笔的
笔头。它们柔润、收敛，然而直
立苍穹。

有人说，亿万年前这里是海
底。那么，亿万年前的人——如
果那时有人——他一定是潜水
员，带着氧气筒下潜几千米才看
到了我们今天仰面看到的太姥山
的诸峰。我早就听说海底是一片
峰峦所在，军舰般的大鲸鱼和一
巴掌长的小海鱼在这些峰峦边上
游来游去。峰峦上长着珊瑚，并
有海带缠绕，就像这些峰峦凸出
陆地之后有白云缠绕一样。

人们把山海这两个字放在一
起说是对的，山海原本密不可
分。山原在海里，凸出陆地被人
们称作山。而鱼虾早在亿万年前
就认识这些山，我们只是后来的

观光客。
太姥山的石头之美无法形

容，有的人非要形容，便给石峰
起了一些只有人才理解的绰号，
譬如玉猴照镜、金猫捕鼠、九鲤
朝天等。石峰被凡人命名之后，
像还是像一点，但太姥山的奇峰
比金猫玉猴还要美。它们得到大
自然的灵气，比动物更大气，更
伟岸。

在太姥山，云像化了一样在
峰峦间流淌，让山峰更富仙气，
人近距离看到了云絮的柔白与空
灵。云在这里，不再奔涌，而摩
挲着山岩徜徉漫步。云仿佛说，
它们来到这里不想走了。白云千
万里奔走，早累了，也要休憩、
沉思、打坐、练功。对云来说，
太姥山是它们很好的道场。云雾
在太姥山修行一番后或许会变成
更高级的云，但是更高级的云是
什么云，对我们这些凡人来说，
就不得而知了。

日出东方

除了看石、看云，在太姥山
看日出也有独特感受。我在这里
看日出，还在七八年前，晚上住
在山上的白云观，入睡前我们被
反复叮嘱早起看日出，惦记着，
没睡好觉。次日凌晨，天空刚有
一点曙色，我们已经穿上厚衣服
站在观景台等待日出。

看日出流程的第一项，是先
看遗留在峰峦与树木间的夜色渐

渐退去。第二项看灰白的天际浮
上一层红晕。第三项，眼睛死死
盯住红晕，等待太阳跳出来，别
错过。但太阳并不会那么轻率地
说出来就出来，它也有它的流
程。天际的红晕变成橘黄，天幕
的云障如棉絮漏出窟窿，渐渐转
为光洁蓝天。此刻，金光从地平
线直射过来。第四项，日出的天
际澄明干净，日出前的清场工作
已经完成，天空变得庄严无比。
是的，日出一定是庄严的。地球
上的生灵，从人类到昆虫，都应
该感激每一次的日出，我在心里
也这样想。第五项，太阳终于出
来了，用“跃”这个词形容太阳
出升，相当准确。太阳此刻是红
日，说它光芒万丈，毫不夸张。
它身后背一个巨大的扇子，扇子
上全是光，放射宇宙。

那一刻，刚刚还在嘈杂地、
浮躁地看日出的人们，都变得静
默。他们肃立，他们仰望。我想
太阳也看到了我们，它接受了我
们的致敬与注目礼。太阳同时也
接受了无数峰峦的、树木的、动
物的、昆虫的、河流的以及云雾
与盲人的致敬与注目礼。之后，
太阳猛地升了一下，开始正式照
耀地球，我们也完成观望日出的
奇特经历。

我们在太姥山所看到的太
阳，与别人在泰山、黄山、阿尔
卑斯山、乞力马扎罗山所看到的
是同一个太阳，这是确凿无疑的
事实。但人另有所想——你在太

姥山看到日出，会觉得那是太姥
山独有的太阳。这个太阳和浩瀚
的东海，与太姥山上的夫妻峰，
一片瓦寺院，绿雪芽古茶树，一
线天，无名潭，丹井这些景物密
不可分。因而在心底里暗想，太
姥山喷薄而出的是它独有的太
阳。这样想也未尝不可，美好与
独特常常结为一体。

在福鼎，名声与太姥山平分
天下的是这里的白茶。茶是奇妙
的饮品。把树叶放在热水里浸
泡，饮其汤汁，是对茶最枯燥的
表述。在中华传统里，茶已到达
神乎其神的境地。崇拜茶，并非
是人的盲目，恰好是人们智慧的
觉醒。茶叶固然是树叶，但与天
地灵气相通。世上树木成千上
万，唯有茶树独具灵魄。

茶予人的感受，与禅相通，
可品而不可说。分明有感受，但
这种感受与雨打芭蕉，潭中月影
一样，道不分明，径直印在心田
上。我在福鼎市点头镇参访过纪
生缘白茶生态观光园，喝到了很
好的白毫银针。它的汤汁仿佛把
山海云雾的呼吸都收纳进小小的
叶片里，经过细心调制，汤汁意
味悠远，包含着洁净的精神。

（鲍尔吉·原野，辽宁省作协
副主席，鲁迅文学奖得主，电影
《烈火英雄》编剧，已出版散文
集《草木山河》等作品。）

上图：太姥山日出
左图：太姥山风光
本文图片来自网络

太姥山游思
鲍尔吉·原野

北京世园会的展期
虽已近尾声，但这片土
地向世人传递出的热情
却愈加浓厚。植物馆是
北 京 世 园 会 的 热 门 展
馆，其中的主角——植
物，吸引着来往游客的
目光。

最近几天，中国首
部 植 物 类 大 型 纪 录 片

《影响世界的中国植物》
正 在 各 大 视 频 平 台 热
播，该部纪录片由北京
世界园艺博览会事务协
调局发起拍摄，在荧幕
上将一批具有代表性的
中国植物呈现出来。

这部纪录片用极具
表现力的镜头语言和生
动活泼的叙事方式，展
现了中国植物的历史与
文化，勾勒出中国植物
的发展脉络，向世界传
递着中国的园艺故事。

中国植物对世界的
作用得到越来越多的重
视。我们不禁要问，中
国植物何以影响世界？

目前，地球上已知
的植物有 30 多万种，其
中有十分之一生长在中国。因此，无论是研究植物
的发展演进，还是对植物的保护，中国都在其中拥
有不可替代的角色。

如此数量庞大的中国植物，也在衣食住行的各
个方面影响了中国人乃至世界人民的生活。水稻是
中国人最了解的农作物之一，千百年来，以水稻为
主食，人们驯养水稻，让它变得更容易栽种，但同
时，水稻其实也在驯养人们，为其创造更为适宜的
生存空间。

云南西双版纳的基诺人被称为吃茶的民族，从
这个民族传承下来的生活习俗中，依然可以窥见茶
树与人类的相遇。随着全球联系的日渐密切，茶叶
作为一种饮品被更多人所认可，饮茶已经成为一种
文化，传遍大江南北、五湖四海。

中国植物，参与并记录了中国发展的历史，编
织出了独特的华夏文明。山水林田湖草是一个生命
共同体的理念已经深入人心。

中国大地上的山更青、水更绿、天更蓝，当北
京世园会这样一场植物界的盛会落户中国，全世界
的植物在此相聚的时候，当中国生态环境的改善让
世人刮目相看的时候，我们知道，这离不开中国植
物的力量。

中国植物，不仅给中国带来了福祉，也以各种
形式造福了世界，让世界文明变得更加绚烂多彩。

在 《影响世界的中国植物》 的总导演李成才看
来：“我们的文明就是乡土文明，就是农耕的文明，
就是植物塑造的中华文明。”

来到北京世园会，其实是一次对中国植物的朝
圣之旅，是一次世界
文明的寻根之旅，是
一 次 对 自 然 的 敬 畏 ，
更是一次对人与自然
和 谐 相 处 的 思 考 。
这，正是中国植物的
魅力所在。

中
国
植
物
的
力
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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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齐哈尔的泰来人最骄傲的就
是家乡的湿地公园。

这里不仅有青翠似碧的芦苇蒿
子、湛蓝透彻的湖水，更有声声鸟
鸣与飞鸿掠影。最常见的是野鸭
子，绿色的头，黑色的身子，黄黄
的扁嘴，憨态可掬。丹顶鹤是水鸟
里高贵的公主，它们黝黑的腿常一
只独站在芦苇上，白色的翅膀蜷在
背后，慵懒地享受悠闲夏日的时光。

白琵鹭是湿地公园的吉祥物。
它长长扁扁的嘴像是鸭子一样可
爱，又有仙鹤般洁白的羽毛，人情
味与仙气并存，站在水面上呆萌地
看着栈道上的人们，像极这美丽仙
境的接待员。

可若是你问外出打工多年的泰
来人，他们并不知有什么湿地公园，
只知道臭气熏天的“东碱泡子”。

从上世纪 50年代起，泰来县开
始大规模开垦湿地，造成湿地面积
急剧减少。随着造纸厂和啤酒厂的
建立，大量废碱水更是被直接排入
湖水，臭味随风可蔓延大半城区，
湖边的住户一年四季不敢打开窗
户，白琵鹭盘旋在湖上无处落脚。

恶化的环境和消失的水鸟刺痛
了泰来人的心，两家工厂先后关
停，湿地周围设立了保护区域。但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泰湖已经变
成了重污臭水，水体浑浊，水中寸

草不生。
白琵鹭离家已久。
泰来人决心“救活”家乡这一

潭死水。在国家环保部门的支持
下，嫩江水源源不断地注入泰湖，
给了这片水新的生机。

泰湖建立了湿地国家公园，保
护措施一项项设立，不再有任何污
水排入湿地。泰来人仿佛看到人与
自然和谐共处的时代正在走来。

但现实对犯过错误的人总是格
外严苛。湿地公园建立之初，湖水
仍是臭的，而偷鸟蛋和捞鱼的事情
时有发生。可若是市场上有泰湖鱼
出售，人们断断不敢吃，毕竟这可
是那片“臭水”中长大的鱼儿。湖
上弥漫的臭气令人作呕，游船成了
空摆设，游客只乘一遍便会受到身
体心灵的双重伤害。

泰来人没有气馁，他们决心定
要还白琵鹭一个家。湿地周围建起
了围栏，防止秋季农民收割芦苇惊
扰鸟类；怕汽车声音过噪，公园周
边环道设立了限高门，限制大型车

辆经过；针对公园内容易出现鸟类
受伤的情况，成立鸟类专业救助
站；协调森林公安部门，防止不法
分子捕捉鸟类。“我们县的标志就是
水鸟翱翔鱼儿腾跃，我们不能让泰
湖上没有鸟。”湿地公园管理站工作
人员如此解释。

在湿地公园建立后第十四五个
年头，白琵鹭终于回家了。通过人
工保护措施和湿地自我调节，这里
的水不再臭了，湖里也有了鱼，湿
地公园重焕生机。白琵鹭又飞在澄
澈的湖水上。每到春夏之季，泰来
人总爱到湿地去看鸟，这鸟总也看
不够，所以他们打定主意要让鸟儿
明年愿意再来。

泰湖湿地很美，这美不仅在于
冬季的银装素裹与夏季的鸟掠清
波，更在于泰来人生态意识的改
变。今天的泰来人知道：只有人与
自然和谐相处，他们才能享受到魅
力大自然的恩泽。

下图：泰湖湿地风光
来自网络

喜看白琵鹭回泰来
朱一达

喜看白琵鹭回泰来
朱一达

听到刘师兄召唤，我和两个朋
友欣然登车前往，到达热水村时，
刘师兄已在旅馆门前等候。

热水村是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
宁城县的一个小村子，方圆 0.5 公
里，村里有丰沛的地热水，出水温
度高达摄氏百度。

造化弄人，地热水只眷顾这个
村子。村外，无论打多深的井，也
打不出热水。所以，依此得天独厚
的条件，村里户户办起了旅馆，每
家都有大盆塘，有的企业在此投
资，还修了游泳池，吸引了四面八
方的人来这里泡温泉。

热水村“越泽”旅馆二楼的房
间里，刘师兄对我说，在这儿，放
满了水不能马上泡，水温太高，容
易烫伤。他告诉我一个方法：“如果
你晚上洗，早上要先放水，水流要
细，到了晚上，盆塘的水满了，温
度也合适了；如果你早上泡，必须
头天晚上放上水，一样的做法，放
了一宿，水的温度也就合适了。”我
知道地热水富含多种矿物质，对人
的身体极有益处。所以，在宁城的
三天里，早、晚各泡一会儿，泡得
脸红扑扑的，跟喝醉了酒一般。

旅馆有个后门，门外有一条街
道，热水村每周一次大集，就在这

街上。
我来的第二天，正赶上大集，

集上熙熙攘攘，吆喝声此起彼伏，
卖什么的都有。在这里我见到多年
没有见的一些东西，如镐头、四齿
等。尤其是卖青菜的摊儿，农家自
种的，新鲜，也便宜，杏两元一
斤、野菜如曲麻菜一元一大包、黄
瓜论堆卖，有一种毛桃，自家树上
结的，个子不大味道却足，甜酸、
爽口，才几角钱一斤……

在热水村大集上闲逛，看着那
些卖农具的老大爷和卖青菜的老婆
婆，我想起了我的爹娘。

小时候，家里有一棵大枣树，
每到秋天，娘都要挎着一篮子大红
枣，走街串户兜售，或蹲在路边叫
卖。红红的西红柿、绿绿的小白菜
让我想起老家东墙外的小菜园，那
时候，爹常带我在园里浇水、薅
草。一切那么熟悉，那么亲切，瞬
间，我仿佛又回到了自己的童年和
少年。

热水村附近有个酒厂，酿造工
艺以手工操作见长，材料是当地产
的高粱、荞麦，酿出的酒味道淳
厚、绵长。此酒厂在宁城县及至内
蒙古小有名气。我们参观了酒厂的
粮库和蒸馏车间，品尝了才出的酒

头。酒库里，有不同品种、不同规
格、不同年份以及各色包装的酒。

赤峰市宁城县是“辽文化”的
发祥地，境内有辽中京遗址。该城
建于公元 1007年，历经金、元、明
三代。宋朝大学士苏辙出使辽国时
曾作 《奚君》 诗，讲了它的由来和
它曾经的繁荣，诗曰：“奚君五亩
宅，封户一成田。故垒开都邑，遗
民杂汉编。”

辽中京历经近四百年后，“火废
于 明 ”， 公 元 1723 年 ，“ 垦 为 耕
地”，现遗址只有一个大塔、一个小
塔、还有一个半截塔。当地人管大
塔叫大明塔，距我们驻地不远。大
明塔为实心砖塔，高 81米，四面有
菩萨坐像浮雕和铭文。整个塔高
大、威严，造型秀美，工艺精湛，
彰显了契丹人历史上的兴旺。

当地有个民谣，说“南有九寨
沟，北有道须沟”，可见“道须沟”
景色之美，该处是个风景区，有石
塘林、乐水潭、冰石河、塔头湿地
等景点，可惜，由于时间关系没有
去成。刘师兄说：“留点遗憾吧，你
们难道不再来啦？”是的，神秘的热
水村，我一定还会来的。

上图：宁城辽中京遗址
来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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