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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家界的山，无须多言，那山从上
世纪 70 年代末就让世人心心念念已久，
而张家界的水却很少被人所瞩目。

有好山的地方怎么会没有好水？
张家界的水，岁岁连雨水碧青，好

得难以形容，纯得甘甜清冽。

一

那金鞭溪的水，就像如花似玉、娇嫩
艳丽的少女，让人心生爱怜。它从黄石寨、
腰子寨、袁家界的岩石缝中羞答答地汩出
来，又在奇峰峡谷中嬉戏、汇集，逶迤而
行，一路由一垛又一垛、一排又一排的石
英砂岩奇峰守护，由一丛又一丛、一片又
一片的绿林所掩映，伴着花香，和着鸟鸣，
或寂然无声，或潺潺欢唱。

金鞭溪全长约7.5公里，因流经巍峨
雄壮的金鞭岩而得名。在没有落差时，
它静谧地流淌，几乎看不出起伏的波
痕，清亮亮、澄碧碧的。在高低错落和
峰回路转的地方，它却毫不犹豫地跌宕
出一层层的瀑布，变得白花花、亮闪闪
的。它长年累月不停息地向前、向前，
把河床的石头冲刷得干干净净，并将它
们刷出个赤橙黄绿和五彩斑斓。

除了将乔木林与灌木丛哺育得枝繁
叶茂，它还滋润着各式各样的花花草
草。其中有一种花尤似活灵活现的小龙
虾，名为龙虾花，红的如珊瑚，紫的像
葡萄，黄的似琥珀，星星点点，煞是好

看。随着季节和水量的变换，它忽而把
两岸的水草压弯了腰，忽而又让它们昂起
了头，把这些水草“淬炼”得柔韧自如。

它喂养着数不清的小鱼、小虾、小
蟹，还有为数不少的娃娃鱼，这些小精
灵们在石头缝里和水潭中悠然自得地游
弋或爬行，活泼可爱，憨态可掬，把观
赏者们逗乐得如痴如醉，久久不愿离去。

沿着溪边走，犹如画里行，前前后后，
左左右右，上上下下，都是满眼的奇妙景
色，幸运时还会遇见一些顽皮的小猕猴与
你捉迷藏、朝你做鬼脸，让你乐不可支。

二

那宝峰湖的水，则是另外一番景色。
它本来是从武陵源宝峰山的奇峰峡

谷中，从茂密的树林里，叮咚叮咚、滴
答滴答，集涓涓细流而成溪，一路欢歌
汇合到索溪峪的索溪河。但在上世纪 70
年代，当地村民筑坝发电，将其拦截了
起来，围成了一个四面奇峰屹立的人工
湖。宝峰湖面积 274 公顷，最深处 119.5
米，最浅处60余米，平均深度72米。

由于有鹰窝峰等大小奇峰的怀抱，
它从晶莹剔透的模样变得绿而蓝，成了
一方大大的魔镜，虽很清澈，但难以见
底。奇山异景和着满满的葱绿倒映其
上，就像一块硕大的翡翠，品相非凡。
它一改曾经的放荡不羁，不再叽叽喳喳
和蹦蹦跳跳，而是散发着一种气定神闲
的坦然，一种宠辱不惊的淡定，一种风
过无声的从容，一种稳重老练的成熟，
俨然一个活脱脱的“人间瑶池”。

泛舟漫游其中,只见一湖绿水满湖倒
影, 连身上的衣服都映成了淡淡的绿
色，充满着诗情画意。尤其是当你穿过

“天门迎客”，便能看见一艘漂亮的小

船，船里会走出一位热情美丽的土家姑
娘，她用那百灵鸟的歌喉为你唱一首原
汁原味的山歌，你会情不自禁地发出

“湖光山色融一体，山水人文相辉映”的
感叹，顿觉这里的一切都是那样可人、
那样美好、那样恰如其分。

三

那茅岩河的水，是给人刺激体验的
水，是令人血脉贲张的水，是让人放飞
激情的水。它是从桑植县的大山深处，
从神秘的九天玄女洞里，一路流淌，在
鱼潭电站之上，它被拦成了湖，其桀骜
不驯的个性仿佛藏了起来。但越过水
坝，它便原形毕现，昂首撒蹄，湍湍东
去。逢山开路，遇石撞击，一滩连一滩，
一浪挽一浪，吞云吐雾，风风火火，在与澧
水汇合前，激荡出一路的轰鸣，飞溅出一
路的浪花，演绎出一路的壮观。

欣赏它的美，感受它的豪放，最好

的方式就是漂流了。
在温塘镇热水坑的地方买一只喷水

枪和一把水瓢，穿上救生衣，乘上橡皮筏，
在船工的掌控下，你便可以放心大胆地与
其一起舞蹈，来一场跌宕起伏之旅。

漂流之中，两岸多流泉飞瀑，其中
的水洞瀑从 70多米高的峭壁泻出，漫流
于三级凸凹不平的斜坡，形成长短不一
的三叠，从沟沟槽槽中飞流而下，或宽
如银河，或窄似白练，或似垂挂的水帘，
或似串串银珠，鳞光闪闪，煞是好看。

近 20公里的漂流，和你的同伴，随
它逶迤穿梭，前翻后仰，纵横驰骋，经
一路的急流险滩，享一路的腾云驾雾，
沾一路的白雾水花，打一路的水仗游
戏，听一路的欢歌笑语。最后，自己即
便成了落汤鸡，也丝毫不觉尴尬和难
堪，而是收获满满的兴奋与惬意。

四

张家界的水，又何止金鞭溪、宝峰
湖、茅岩河。称作瀑的，就有水帘瀑、
鸳鸯瀑、飞潭瀑、蝴蝶瀑，各个让你慨
叹让你欢；叫做溪的，还有九斗溪、茅
溪、洞庭溪、仙人溪，各个逗你欢乐逗
你爱；唤作河的，更有苦竹河、赤溪河、零
溪河、石场河，各个惹你痴迷惹你醉。

它们诞生于独特的喀斯特地貌，出自
罕见的石英砂岩过滤层，流淌于奇山异石
和茂林修竹中，积千万年宇宙之精气，条条
澄澈，支支甘冽，最后汇聚成了张家界人民
的母亲河——澧水，流向洞庭湖，流进长
江，汇入大海。它们把张家界的风光装扮得
奇美无比，把张家界的人滋养得豪情四溢。

去张家界，看张家界的山，赏张家界
的戏，当然会让你不由自主地连连叫绝，
要是你还玩了张家界水，那才叫不虚此行。

上图：游客乘船游览张家界武陵源
宝峰湖风景区。

下图：游客在张家界武陵源宝峰湖
风景区体验竹竿舞。

本文图片均为吴勇兵摄

张家界的水
肖凌之

茶之为饮，发乎神农。兴于汉魏，盛于
唐宋。繁于明清，昌于当今。穿越千年，流
俗至今。历史悠久，可谓国粹。

茶之家族，品类繁多。黑白青绿红黄，
济济一堂；东西南北中外，全球飘香。六大
茶系，皆为兄弟。色香味形，各臻妙谛。其
形圆若珠玉，尖似银针，卷若花蕾，舒似流
云；其色黑似乌金，白似凝脂，青如春草，
绿似翡翠，红似丹阳，橙如黄石；其味或浓
或淡，或重或轻，或涩或甜，或幽或浅，或
续或断，或长或短……

茶之为用，功效甚众。为食可充饥，入
药提精神。大而论之，可资政，可通商，可
谈兵；小而言之，可交友，可润文，可养
生；细而言之，可解渴生津，可减肥降脂，
可明目清心，可保肝除郁，可美容护肤……

茶之为俗，因地而差。千奇百态，雅俗
俱佳。北京大碗茶，成都盖碗茶，羊城早市
茶，福建功夫茶，云南九道茶，江浙四时
茶，西北八宝茶……

茶为国之瑰宝，更乃民生所珍。一茶一
世界，品茶如品人。察其色，观其形，闻其
香，赏其韵，玩其味，醒其神，参其道，养其性。
人生如茶，茶如人生。茶致静，宁静致远；茶尚
清，清正廉明；茶导和，和衷共济；茶贵雅，高
雅文明。七分茶，八分酒。一壶好茶，可沛九州

《正气》，能助“六艺”灵境。茶韵滋养品性，潜
移默化心灵。荡涤胸中浊气，鼓舞揽月壮志。

翠屏苍苍，天造茶乡。岷水汤汤，文脉
悠长。叙府泱泱，茶道流芳。和乃自然之
道，雅为修身之方。茶道文化彰显地方特
色，和雅教育培养国家栋梁。

茶

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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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20日，湖北省文
化和旅游厅宣布，湖北
所有 A级旅游景区 5年内
对 援 鄂 医 疗 队 员 免 门
票。自疫情结束景区恢
复正常运营至 2024 年 12
月 31 日，所有援鄂医疗
队员凭湖北文旅厅统一
制作发放的“灵秀湖北感
恩 卡 ”即 可 享 受 相 关 优
惠，并可携带亲属一名。

为医务工作者免景
区 门 票 的 行 动 并 非 个
案 。 近 日 ， 海 南 、 浙
江、广西、北京等省区
市逾千家旅游景区陆续
宣布，自景区恢复营业
至 2020年 12月 31日，全
国医务工作者凭有效证
件可免费入园。

面 对 新 冠 肺 炎 疫
情，全国广大医务工作
者冲锋在前，在疫情防
控前线救死扶伤，英勇
战斗。此次优惠措施，
旨在回馈并致敬这些无
私奉献的白衣天使。以
广西壮族自治区为例，
截止目前，全区500多家
国有 A 级旅游景区和部
分非国有旅游景区对全
国医务工作者实行免费
开放，医务工作者团体
参观游览可与景区提前
预约。在云南省，包括丽江、大理、西双版纳、迪庆
等热门旅游地在内的16个州市的主要旅游景区也推出
相关政策。

贵州、安徽、四川、山东、山西……全国各地景
区纷纷响应，这份“免门票”的景区名单还在不断增
多。“为医务工作者免门票”正在变成一场全国性的

“接力”。
在陕西西安，包括秦始皇帝陵博物院、西安市钟

鼓楼博物馆、大雁塔景区等在内的34家收费的重点旅
游景区、博物馆，都将对全国医务工作者实行免费参
观政策。在江苏南京，包括夫子庙——秦淮风光带景
区、中山陵园风景区、栖霞山风景区等在内的23家景
区，均向全国医务工作者免费开放一年，医务工作者
在南京期间还可凭有效证件免费乘坐旅游观光巴士，
旅游旺季期间，景区还将为医务工作者开设优待窗口
和绿色通道。截止2月15日，江苏省已有376家景区向
医务工作者发出“邀约”。

除了上述优惠政策外，本报记者获悉，还有景区
酒店将面向医务工作者推出免费客房，也有景区将军
人、警察、消防员、记者等也纳入 2020年门票免费群
体。武汉海昌极地海洋公园宣布，将对武汉市警务人
员、新闻媒体工作者、环卫工人以及交通运输局在疫
情期间组建的保障城市运力的 6000名网约车司机免费
开放。针对驰援湖北医疗队的医务工作者，更有城市
和景区出台了终身免费开放的特惠政策。此前，湖北
麻城市文化和旅游局宣布，所有援麻医务工作者及其
家人可终生免费游览麻城市所有景区。湖北省文化和
旅游厅表示，湖北各地各景区之前制定发布的相关游
览优惠政策继续执行，鼓励各地各景区根据实际情况
制定出台更大力度的感恩回馈活动。

业内人士表示，尽管目前大部分景区尚未恢复开
放，但在疫情结束后为医务工作者提供优惠，不仅体
现了旅游行业对医务工作者的关爱，也是承担社会责
任的表现。山河无恙，感恩有你。

山
河
无
恙

感
恩
有
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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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须脂粉绿颜色，最忆天台
相见时。”

黄 昏 时 分 ， 千 年 隋 塔 掩 映
下，几桠枝隋梅钻窗而出。数簇
花骨朵正各自紧抱酣睡，只有枝
头上蘸着露珠的一朵悄然开放，
粉红的花瓣在黄墙头迎风摇曳，
暗香浮动。春就这样被嗅来了。

不想，淅淅沥沥的声音自远
而近，一场春雨拉开了浙江天台
山的徐徐春幕。

在琼台仙谷，总有人撑着油
纸伞沿溪而上，穿行在临崖而筑
的栈道上，奇险清幽的峡谷镶满
了植被。偶尔传来几声鸣翠柳的
鸟叫，使人游兴大发，铆足了劲
拾级而上。突然，一道高 20多米
的瀑布凌空飞溅，传来震耳欲聋
的声响。我痴痴地看着这倾泻而
来的巨幅绛绡，时间一长，仿佛
要被席卷进去。幸亏雨水扑到脸
上，刺激了我：人生可以大把时
间藏冬于迷茫，但要抓住春天来
临的瞬间及时醒来。

春雨眷顾着天台山的各个角
落，不一会儿，演绎成如梦如幻
的“欢山烟雨”，笼罩着坦头镇里
头的层叠梯田。一阵风吹来，浓
厚的云雾顷刻分离成东一块、西
一堆，滚在山头上，躲闪树梢
间，还有几大朵停在空中向你招
手。头戴笠肩披蓑的老翁推着犁
耙，轻鞭着老牛，一双大脚淹没
在漾开的水里。而躺在田埂边待
插的稻秧则是春的最好答案。

天台山的春其实是简单的，
就一碗草籽炒年糕和一锅腊肉炖
笋足矣。在天台县泳溪乡外溪平
安村，用年前晒制的腊肉，混杂
刚刚采摘来的草籽，点化在自家
打成的年糕里，再在上面放一朵
草籽花，顿时让我口水直流，分

不清是这色相还是美味吸引了自
己。在秋收割香米比赛中大展身
手的村民万旺正闷头添加柴火炖
笋，春笋吸足了腊肉的咸香，扑
腾着热气，香溢满屋。他默默看
着忙碌的万旺嫂，灶头炉前，对
视的目光里充满幸福。被他们感动
之余，我们索性喝了几两土糟烧。

春日里最妖艳的莫过于那一
地疯长的野樱花。它们散在地球
第四纪冰川时代留下的石浪间、
当年知青们开垦的林场里、三县
交界的大雷山草甸上，或整片或
穿插，姹紫嫣红，风姿绰约，氤
氲袭人。

采一枝野樱花，循着黄钟大
吕，不觉已到安放智者大师肉身
的塔头寺。随着寺内悠扬的古琴
声，我思绪飘远，恍惚间看到一

身白衣的李白飞腾直奔天台山而
来，在此与一袭袈裟的智者手谈
对弈，最终太白似有所得，转身
便走，去的却不是京城长安。而
木立在两者旁边的我若有所思。
睁眼一看，那野樱花瓣已散落一
地，有的已不知所踪。

远处，鸡鸣三遍的寒山湖波
光粼粼，圆晕的阳光随着后岸村
的柳条摆动，春已来到天台山。

上图：天台山风光 来自网络

寻春天台山
范伟锋

欢迎关注本版微信公众号
“人民日报行天下”

早春时节，贵州省毕节市黔西
县铁石乡境内的各种花儿陆续盛
开，一列动车在铁石乡境内的成贵
高铁鸭池河特大桥上穿行，成为春
日里一道美丽的风景线。

据了解，疫情防控期间，为方
便乘客出行，近日，贵州省毕节高
铁客运枢纽中心部分客运班线恢
复，客运站暂时调度了 14 辆车开
展运营工作。为防止交叉感染，14
辆客车均按 50％及以下就座率乘
坐，乘客需全程佩戴口罩。

熊军万摄 （人民图片）

贵州黔西

驶向春天的列车
贵州黔西贵州黔西

驶向春天的列车驶向春天的列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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