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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刊文文 化化
让 教 师 诗 意 地 栖 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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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享天下

畅行万里山水秀畅行万里山水秀

一行人抵达森林的时候，寒风

正紧。

原以为，五月看林，应是最美。想

想那苍翠欲滴、恨不得把空气和心尖

都染透的绿呵，心中就顿生遗憾：十二

月的林瘦削干枯，有什么可看的呢？

然而，待到快要接近林子之时，道旁树

精气整肃、齐唰唰直刺苍穹，映入眼

帘，让我的心为之凛然。

林中，无数的树直直地立着，一种

优雅与闲适的姿态，从容静谧。它们

早早褪去了绿的衣，不蓬勃不张扬，富

有骨感，经络毕现。携一份岁月渐远

后的淡然，在冬日辽远的天空下，它们

妥帖地吟完了青春之歌。那份美到极

致的气定神闲，凝固了时光。

我也像一株安静的杉，品读着身

边的林，以及同行者。他们之中，有

的奏响温暖的乐章直达人心，有的把

不平静的日子凝成一首烂漫的诗。

守着自己的文字之城，便可地老天

荒。我们一群人在林中一起交流与

思考，各自沉默与仰望，彼此链接与

丰富，共同接受与创造。在这里，经

典与造化相遇，自我与体悟相遇。“心

若安，可步步生莲”。行者在这片林

中尽情地展现姿态万千，演绎出一种

电影般别致的芳华。

我们一路走走停停，拾得林中万

般柔情。这里，鸟雀无语，静水无波，

野舟自横。芦苇随风俯仰，秀竹舒展

自如。天地之间清明简净，唯有无边

的林、无边的落叶，以及无边的静

谧。阳光在云里，繁华在身后，一道

道弯口一次次转身，从容拂去光阴里

的尘埃。我从每一张面孔上，看到一

些明亮而不刺眼的光辉。“炼得身形

似鹤形，千株松下两函经。我来问道

无余说，云在青天水在瓶”。也许，这

样的简洁质朴，就是文学爱好者的通

性吧？

林木森森，它们淡看一路的风与

霜，无视成长的伤与痛。尽饮千江之

雨水，遍赏万古之明月，树以深邃的思

想抚着命运的肩膀。委于泥土的古铜

色落叶，厚厚密密，那是光阴遗落的一

寸寸肌肤，春天里枝头盎然的呢喃，成

为这冬日林中永恒的守望。在它们不

动声色的外表下，藏着火热的期待和

生长的力量。

在这片林中，终日马不停蹄奔忙

的我们能在一片安静中迤迤而行、结

伴而步，寻一剂清凉。为着心灵的呼

唤，为着精神的追求，为着成长的需

要，沉淀心绪、漫漫行走。让思想打个

旋儿，为视野开扇窗儿，感受到这世界

的多情与惊喜。这林，这叶，这天空，

这寒风，已不只是我们行走的背景，更

是心灵的良药，引领着心通向无穷的

远方。

忙来看林，闲来赏树，喜来瞻木，

忧来观叶，一样纵情恣意。这林子是

滋养人的，会让粗糙的心润泽明亮；这

徐来的清风是蕴藉的，会让人领受生

命的律动。

红尘之中，东台之东，有这样一片

沉郁而动人的林，永久地等待着，呼唤

着，守望着你的精神家园……

（作者单位系江苏省东台市实验

中学教育集团）

若有一片林等你
□黄友芹

特别策划·畅行万里路

从 6 岁起，我便跟随父亲叶武

滨踏上了有计划的环球之旅。尽管

年纪尚小，对于最初的旅行没有太

多记忆，然而有一些场景仍深深铭

刻在脑海中。

我还记得懵懵懂懂的自己第一

次去非洲时的欣喜之情。肯尼亚的

草原同北京的某些地方很相似，但

还是有种说不出的陌生感。我第一

次体验到了世界：陌生又新鲜。当

我们坐着热气球慢慢升空，极目远

眺，整个草原尽收眼底的时候；当我

们以吉普车的车身为遮挡，席地坐

在那一小块草地上，看到狮子来回

踱步的身影的时候，我对世界又有

了另一重的感觉：刺激。

只要到了假期，父亲就带着我

和母亲，满世界地跑。我们一起抵

达过火山口，一起潜过水，一起空降

在雪山之巅，一起经历过语言不通

时点菜的无助……这么多的回忆串

联起来，就是我行走世界的足迹，也

是父亲在我成长岁月中的痕迹。如

今，我已去过了六大洲的30多个国

家和地区，真正感受到了地球之博

大、浩瀚、雄伟。

令我感触更为深刻的是旅途中

相遇的形形色色的人。我曾拜访过

亚马逊丛林里的原始部落。那里的

人们尽管仍遵循着古老的生活方

式，但是也已开始通过贩卖工艺品

来打开沟通外部世界的渠道，原来

传统和现代也是可以通过创意的方

式融合到一起的。

我记得，在南非的一个港口，一

位身有残疾的老伯用嘴叼着鱼去投

喂海豹，还有一位在澳大利亚给我

们做司机的大叔，曾用自己仅有的

一个午餐面包去饲喂海鸥，他们对

待自然的善良与慷慨为我上了生动

的一课。

很多人都问过我：“你印象最深

刻的地方是哪里？”而在我心底，每

一处风景都是一样独特。我如同一

张白纸，向这绚丽的世界打开自我，

染上它的色彩。旅行的意义于我而

言，并不只是去看那些地标景点，拍

照留念而已，我会更想去体验当地

的风土人情——用开放包容的心去

看待未知，体验不同的乐趣，才是旅

行的意义。而且，通过观察当地人

的生活方式和习惯，我可以体悟到

种种不同的人生哲学与生活真谛。

我很感谢父亲，他是一个领路

人，也是我学习和理解“世界”的启

蒙者。旅行的经历让我知道世界很

大，我很渺小；让我知道自己对许多

地方一无所知，也因此想去看更多

的地方，去体验人生百态。

我相信，在未来我会一直走下

去，去经历更多的未知，就像初看世

界时的心情，陌生又新鲜，刺激又好

奇，在无尽的探索中走过这丰盈的

人生旅途。

（作者系北京市鼎石学校学生，

节选自叶武滨《追梦成长》序言）

深谷幽兰
□陈 婷

踏着玲珑石

一路跋涉山水

只为寻你

幽居山谷之兰

斑驳、婆娑

是树枝的摇曳

疏影横斜处暗香浮动

近了、近了

那一株清芳淡雅

临风之时

颤微的花瓣

滴落的晶莹闪烁

被滋润的枯荣

应和着雾霭招展

再走近些

香，直袭心头

我与你

近在咫尺的静默

便也是心灵相通了

温煦染进我的指缝

你恰似流光飞舞

我贪婪的手

岂敢沾尽春光一片

（作者单位系湖北省钟

祥市文集镇小学）

有些地方，去过一次便会终生

难忘，魂牵梦绕。四川省凉山彝族

自治州冕宁县的“桃花岛”，便是这

样一处胜景。

大凉山风光旖旎，其中桃花岛的

美独具一格。它位于冕宁县城 20 多

公里的大桥水库。大桥水库如一颗蓝

宝石镶嵌在苍山翠绿中，桃花岛就是

万顷碧波中的一个小岛——此桃花

岛，并非金庸武侠小说《射雕英雄传》

中“东邪”黄药师的居处——桃花岛。

那藏在东海里的“世外桃源”，奇峰突

兀，礁奇石怪，林木葱翠，山花烂漫，并

且“五行八卦”布满了重重的机关……

令人无限遐想。

与友相伴，我们一行五人驱车探

寻那神秘的桃花岛。岛上并无想象中

的怪石嶙峋，鸟语花香，满眼所见是一

大片黄灿灿的银杏林。一阵秋风袭

来，数不胜数的银杏叶纷纷扬扬飘了

下来。它们有的像恋家的孩子，从树

干直接滑下来；有的像贪玩的蝴蝶，在

林间起舞了一会儿，才缓缓地回到大

地怀抱……一派秋天的诗意。

桃花岛四面碧波荡荡，蓝天白云，

风景确实迷人，可惜的是岛上并无桃

树，有点“徒有虚名”。我不由得想起

清人袁枚在《随园诗话补遗》写的一则

趣事：唐天宝年间，泾县豪士汪伦听说

李白南下游玩，于是写信给李白道：

“先生好游乎？此地有十里桃花。先

生好饮乎？此地有万家酒店。”李白得

此信，欣然前往。到了泾县，便问汪伦

信中所说的桃园和酒家何在。汪伦回

答：“桃花是潭水的名字，并无桃花。

万家是店主人姓万。”原来汪伦只是在

玩弄文字游戏，为请李白到访，故意投

其所好。汪伦的回答不仅没有触怒李

白，反而引得洒脱豪放的李白仰头大

笑。将要离开的那天，当他登上停在

桃花潭上的小船正要离岸，忽然听到

一阵歌声。只见汪伦和许多村民一起

在岸上踏步唱歌为自己送行。主人的

深情厚谊、古朴的送客形式，使李白十

分感动。他立即铺纸研墨，写下著名

的《赠汪伦》一诗：“桃花潭水深千尺，

不及汪伦送我情。”

李白老先生到“桃花潭”没有看见

鲜艳的桃花，没有喝到万种风味的“桃

花酒”，不过有汪伦尽心尽意相陪，也

算是人生的一大幸事。我呢？“桃花

岛”上既没有遇到绝世的武林高手，又

没有见到令人遐想的“人面桃花相映

红”的桃树林，但感受到银杏写出的壮

美的秋日诗篇，尽兴于小家碧玉般美

景中的别有洞天，妙趣横生，也算人生

难得奇遇哟。

（作者单位系四川省荣县来牟镇学校）

难忘桃花岛
□胡为民

有幸在琅琊山门不远处购得一套

住房，站在阳台便能眺望山景，陶醉于

落日余晖。每日清晨风雨无阻健步上

山，感受山野之美：树木婆娑，清风拂

面，溪流欢快，花儿微笑，水中锦鲤嬉

戏，枝头鸟儿鸣啼……四季变换，各有

其景，韵味不同，而乐亦无穷也。

一日我忽想，为何周边山峦多

光秃，而琅琊山却郁郁葱葱，古木参

天，近乎原始。当我了解了滁州历

史，便明白了个中原委。“山不在高，

有仙则名”，琅琊山的“仙”，就是与

民同乐、宽简为政的一代文宗欧阳

修，是体恤民情、柔肠悯贫的田园诗

人韦应物，是慷慨陈词、浩然正气的

豪放词人辛弃疾，是传经布道、经天

纬地的旷世大儒王阳明……滁州百

姓感戴这些历史贤达，对他们顶礼

膜拜，即使穷困潦倒食不果腹，也未

动先贤留下的一草一木，而是想方

设法倾力保护。

滁州因醉翁亭而名扬于世，打

造“亭城”成为城市的品位追求。城

中亭子百余处，形态各异，功能不

同，既能作为遮风避雨和休闲娱乐

的场所，又拓展出许多新功能，极大

方便了市民生活，成为滁城的一道

独特风景。每每享受亭子带来的便

利，我都倍感温暖惬意。

水是文明之乳，滁州可谓依山傍

水典范。蔚然深秀的琅琊山位于滁

城西南，山间雨水多汇聚于北面地势

低洼处——西涧。先人将聚集之水

引入城池，方便百姓取用；环绕之水

在下关汇集而成清流河，最后注入长

江。韦应物笔下荒芜、冷峻的“滁州

西涧”，如今变得山青水碧，盎然有

趣。站在西涧水库堤岸向西南眺望，

夕阳下的西涧湖波光潋滟，时有鱼儿

跃出水面，远处的琅琊山峦叠翠，仙

氲缭绕，让人心旷神怡。湖光山色相

映成趣，不仅是滁州的文化名片，更

是惠及百姓的生态福地。

在围绕丰乐亭而建的南京太仆

寺，我们推演着阳明先生在此开坛授

课的场景，脑海中勾勒他率性而为，把

学生带到琅琊山讲学的情形：清风徐

徐、溪流淙淙，虔诚的弟子围坐一旁，

恭敬地聆听先生教授心学……

在老城州衙旧址，我们眼前不禁

浮现太守端坐大堂，气定神闲、泰然自

若的样子。不由得为辛弃疾知滁期

间，面对时事危局，一边收容流亡、安

定民生，一边整军御敌的鞠躬尽瘁的

精神而动容。

今天，滁州人秉持小岗精神不负

先贤，大力推进现代文明建设，让城市

面貌和百姓精神焕然一新，外来游客

无不称赞，滁州真美！

有幸来到这人文氤氲充满生机的

城市，追寻先贤于此留下的足迹，令我

思路开阔，文思泉涌。琅琊蔚然，西涧

荡漾，生活于此，既闲适安逸又倍显厚

重，幸哉快哉。

（作者单位系安徽省滁州广播电

视大学）

家傍琅琊山
□陈立武

在浩大辽阔的中国版图上，有一处

被汉代大科学家张衡誉为“龙飞白水、松

子神陂”的宝地，光武帝刘秀即起家于

此。白水寺，龙盘虎踞在湖北襄阳之东，

枣阳之南，崔嵬狮子山麓之上。系着一

个朝代的辉煌和荣光，这便是我的家乡。

中国传统文化中，自古地因人

贵。可滞重的两千年呀，云还是那云，

风还是那风，白水还是那一线白水。

杏花烟雨的人间三月，撑一把油

伞，独自漫步于白水古道。穿过巍峨

的山门，看远山含黛，观碧瓦飞甍，仰

望古木参天，一幅波澜壮阔的历史画

卷在眼前徐徐展开……

沿着层层石阶拾级而上，千年古刹

的庄严肃穆之风扑面而来。游白水寺，

不能不到刘秀殿。推开厚重的红漆木

门，迈过高高的门槛，一尊刘秀的塑像

赫然在眼前。只见高高端坐的这位帝

王，身姿挺拔，面容英武，头上所戴的冠

冕平添了几分贵气，旒珠似乎随着穿门

而来的微风轻轻摇曳，恍惚间把我们带

到了那个烽烟四起的年代……

春日的丽华园，花香四溢，曲径通

幽。不必说清新优雅的思贤馆，不必

说玲珑别致的回龙榭，也不必说巧夺

天工的圣通桥，单是牡丹亭一隅就有

无限情致。沿着石子铺砌的小路，穿

过重重花海来到湖边的小亭，斜风裹

挟着细雨落在脸上，令人心旷神怡。

微风送来花香，是梨花、牡丹，还是映

山红？哦，原来是“任世间有百媚千

红，我独爱你那一种”的专情之花，跨

越岁月的风雨沧桑，历久弥香。

丽华园旁的“白水碑廊”错落有

致，廊院内有四幢古碑林，400余通镌

刻，集当代书家名流之华翰，诗文书

法，珠联璧合，实为一大文化景观。其

中，由 100 位名人撰写的“龙”字壁尤

为瞩目。龙是中华民族的图腾，皇帝

自古被誉为“真龙天子”，漫溯历史，巡

检帝王，真正把百姓放在心头上的，光

武帝刘秀应是一位吧。在历史长河

里，他用一颗柔和仁爱之心，书写了煌

煌汗青中温情的一笔。

《县志》记载，历代文人墨客多来

此地游览赋诗。李白有诗《游南阳白

水登石激作》赞云:“朝涉白水源，暂与

俗人疏。岛屿佳境色，江天涵清虚。

目送去海云，心闲游川鱼。长歌尽落

日，乘月归田庐。”

走出殿门，不知何时，风停了，雨住

了。伫立山巅，抬首，蔚蓝苍穹洁净如

洗；俯瞰，葱郁草木苍翠欲滴。遥相望

去，山下屋舍俨然，马路宽阔平坦，山寺

之傍的那一线白水依旧奔流不息……

（作者单位系湖北省枣阳市吴店

镇第一中学）

漫步白水寺
□王章材

精彩的世界需要脚步丈量，美好的人间有赖眼睛发现，动人的风景期待心灵感悟。进取的人生，读万卷书，更要行万里路。

在春秋岁月的成长路上，在休闲游历的行进途中，不断发现自然之美，解读人文之盛，感悟生态之奇。一段路、一处景，随风雨、经江湖……

畅行万里路，便有日月明、山水秀。那些深层的享受、真挚的回味，总值得用文字记录。

在全世界
长大的孩子

□叶鸿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