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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诗台

中秋节后一日的上午，我
到天坛的斋宫画画。由于今
年中秋和国庆同一天，游客很
多。这里的后院有个寝殿，是
当年皇上来天坛祭天时候睡
觉的地方。来这里的游客更
多，纷纷扒着窗户一探究竟，
仿佛皇上还在里面小憩。

我坐在寝殿廊檐下的石台
上，画对面的垂花门，只注意
眼前的景物，没有想到身边会
有很多人在看我画画。刚开
始在外面画画时，有些怕看，
现在脸皮练厚。我知道，大多
人不过是瞟一眼两眼，走马灯
一样便走去了，不会如对这里
的寝殿、花木，甚至对寝殿门
前的两个大水缸，更感兴趣。

爷爷，您画得还真像，您
以前学过画吗？

是一个孩子的声音，我抬
头一看，才发现身边已经围着
好几个人。不过，这一次，都
是孩子。

是个六七岁的男孩子，一
双明亮的眼睛正望着我。我
告诉他，我没有学过画，只是
喜欢，画着玩的。

他的妈妈站在后面，指着
他，对我说：他也喜欢画画。
然后，对他说：你看看，爷爷的
前景画的是不是突出？你也
要这样画。

显然，孩子是学过画的。我
问孩子的妈妈，她告我：是，参加
了美术班，他特别喜欢画画。

孩子一双水汪汪的眼睛，
一直盯着我的画本，想要一眼
望穿，但抿着嘴不说话，特别
可爱。看得出来，他想看我前
面的画。我把画本递给他，他
仔细翻看着。母亲问我：我能
给您的画拍几张照片吗？我
说没问题。她一边用手机拍

照，一边对孩子说：你看看

爷爷画的多多呀，回家你也照
着画。我说：可别照着我的画
学，那就学糟了！然后，我问
孩子：你学习怎么样呀？他还
是抿着嘴不说话，我换了一种
方式问：你最喜欢哪门功课？
他眨巴眨巴眼睛说：我最喜欢
画画！

我知道了，他们来自大
连。来北京好几天了，去了好
几家美术馆，还去了798，明天
准备去中国美术馆。

这一对母子走了，我接着
画，其他的几个孩子还在看我
画，像我忠实的观众。不一会
儿，又传来一个声音，是个女
人在叫她的孩子：快来看看爷
爷画画。一个小男孩一阵风
似的跑了过来，瞟了几眼我的
画，问我：你是美术学院毕业
的吗？我说不是。我问他：你
看我画得怎么样？他看了我
一眼，没有回答，却对我说了
句：我妈妈就是美术老师。我
说：你跟你妈学，一定画得不
错喽！他一撇嘴，说了句：我
不喜欢画画。然后，转身对他
妈妈喊道：你们俩PK一下！他
妈妈和我都笑了。

这是个刚上三年级的孩
子。他不理会我们的笑，接着
说：你们俩人画，我用手机拍段
视频，发到朋友圈里！惹得大
家都笑起来，他转身跑走了。

一阵笑声过后，我接着
画，画垂花门后面的一棵参天
的老松树。忽然，画本上闪过
两道影子，然后，是问话：能看
看你前面的画吗？我抬头一
看，是两个小姑娘，大概是初
中生。说得有点儿不客气，我
对她们说：稍微等一会儿，我
画完这棵树好吗？她们不再
搭理我，转身走了。

松树画完了，我在画垂花

门两侧的围墙。又传来一个
声音，像轻轻的耳语：爷爷，您
画得真好，这么有耐心。我才
发现，身边坐着一个年轻的姑
娘，还有一个挺大的拉杆箱。
显然，也是外地来旅游的。我
对她说：画得不怎么样，但耐
心确实还有。她又问我：您一
直都在天坛画画吗？我告诉
她我常来。她说道：多好呀！
我问她：你是哪里人？她告诉
我是湖南湘潭边上的。我问
她：是来旅游？她摇摇头说：
我在北京工作，我爷爷从湖南
老家来北京，我是陪他玩的。
我有些吃惊，觉得是个孩子，
便对她说：我以为你是中学生
呢!她笑了：我今年大学毕业，
刚找到工作才两个月。然后，
她对我说：要是我爷爷也像您
一样，有个爱好就好了，就不
会那么寂寞了。说着，她站起
身来，对我说：您一会儿还去
哪 儿 画 画 ？ 希 望 还 能 见 到
您！然后，拉着拉杆箱，向垂
花门走去，门前的椅子上一个
人在向她招着手，不用说，是
她爷爷。

我画得很慢，孩子们散去
了。天近中午，斋宫里的游人
渐少，四周清净了许多，能听
见鸟鸣。终于画完了，合上画
本，我站起身来，伸了伸老腰，
回头一看，身后的石台上，还
站着一个男孩子，十岁上下。
忽然，心里有些感动，是他一
直站在那儿，看我画完。我想
和他说几句话，谁知道，他和
我四目相撞之后，什么话也没
有说，只是害羞地微微一笑，
转身跳下石台，小鸟一样，穿
过垂花门，飞走了。

我想，应该在我画的垂花
门中间，添上几笔，画上这个
羞涩的小男孩。

我心在这一头，世界在那
一边，或孤身或结伴慕名前往，
于是就有了旅行。

很长一段时间，我记下过
许多藏在他人游记里的名山大
川，还读过许多描写名胜古迹
的唐诗宋词，总希望着自己择
有一天兴致而去喜悦而归。

这些年，也算去过很多地
方，国内的大部分一二线城市，
也有一些不大出名的地方，最
幸运的则是出过几次国。曾经
有一个电脑小程序统计自己所
到之处，中国地图竟然被填满
了三分之二。但细想起来，如
果与旅行完全画等号那还差老
远老远，因为旅行的人是去过
那里、丈量过那里、心里记住了
那里的样子，而我充其量只算
曾经路过那里，那种是出差的
旅途不能称为旅行，很多人应
该不会反驳。当然，得了便宜
也不能尽卖乖，偶然还是会在
工作之余，抽出时间去挤一挤
当地最有名气的一处风景，出
差途中顺便旅个行是一件累并
偷着乐的事情。

时间是旅行的翅膀。在旅
行时间的挑选上，除了出差，以
及自由者“来一场说走就走的
旅游”之外，大多数人还是会好
好提前规划和安排。邻家小姐
姐就是很会善于利用周末时间
的人，她经常约上两三闺蜜，找
个城市周边百来公里的地方换
来一身轻松，朋友圈里，她把周
边的“小桂林”“小江南”拍得可
以以假乱真，她在那一天里，守
得一处一窗的清静和景色，安
得一份一心的细腻和喜悦。

表弟喜欢的出游则不同，
未婚的他用分段休年假的方式
来延长既定的小长假，所以，每
次在人潮迁徙的高峰到来之
前，他早就已经搭乘便捷航空
去了想去的祖国各地，或是洲
际他国，他趁着暂时不用管柴
米油盐酱醋茶的时光，自由畅
行了许许多多理想中的地方。

而对于我，旅行时间的挑
选上就显得没有那么从容，要
有假期，还要契合上爱人小孩
时间安排的恰好，能够一家人
一起出行就如同过年一般的期
盼。旅行对于我们每一个家庭
来说，是平凡生活的调节，是随
遇而安的喜悦，若有了时间的
允许，这其实是比旅行更值得
开心的事。

向往之地就是旅行的地
点。世界那么大，确实有太多
想去的地方，那些用彩笔画圈
标记的地名就像磁铁一样吸引
着自己的好奇。名气特别大
的、没有去过的、曾经路过的，
以及以前遗憾错过的，这些地
方很想立刻去；还有，深藏在自
己内心深处的，默许过心愿要
再次赴约的，因为有一个难以
忘怀的人在那的，那些地方的
人与事时常会在梦里相见。于

是，旅行很快就注入了鲜活的
灵魂，这是一段心愿之旅，这是
一程还愿之旅，这是一回憧憬
之旅。

去一个地方旅行，除了要
到的那个地方本身，在途中还
会有其它的地方让你收获到意
外的欢喜。我对机场和高铁站
就有莫名的喜欢，气派与超前
是现代中国建筑的一大特色，
清风徐来，咖啡醇香，井然有
序，要不是广播员甜美的声音
催促，自己根本不想离开，这种
移动中的小确幸让你觉得美好
是那么可遇而不可求。

与自己合适的人结伴旅行
是最值得庆幸的事，要是没有，
那宁愿一个人去独行。结伴同
行，可以相互有个照应，也可以
节约一些开支，关键是能够增
加旅行途中的许多乐趣。如果
有一个做攻略缜密的同伴，那
么旅行会惬意良多；若伙伴中
有方向感很强的人，另外有擅
长幽默搞笑之人，那再远的路
都不会感觉漫长。人是群居动
物，生性喜欢热闹，有时还有点
争强好胜的偏好，所以两个人
或多个人聚在一起，谦让客套
的味道过后就尽显人的性格差
异，没有彼此宽容之心很容易
在旅行以后生了嫌隙。

在一起旅行，人最好的修
行是顺其自然，安静地等一等
磨蹭溜号的那个人，平和地原
谅贪睡起晚的那个家伙，真有
人无意间把景点给带错了，那
就欣然接受意外的惊喜，因为
开心快乐才是旅行的本源。在
对待吃住行这些问题上，不要
去计较菜系，不要过于关注几
星，只要吃饱喝足、舒适安全就
行，即便允许奢华一点，也最好
是大家都乐意。

依我看来，旅行不只是走
走停停的观光拍照，它代表着
探索人生，你的、他的，现代的、
古典的，文明的、简陋野蛮的，不
论怎样去比喻，旅行都有自己独
特的意义。有时候，它像一首简
短的诗，虽然字数寥寥无几，但
它的美轮美奂能让呼吸快要窒
息；有时候，它也像一本大部头
小说，你从头翻到尾，压根儿就
没有找到大家传说中的精致与
完美。不管怎样，每一次旅行，
都好似你曾经际遇过的恋情一
样充满着期待，可能会情意绵
绵，但最好还是见好就收。

一场预谋已久的旅行，有
宽裕的时间，有想去的地方，有
合适的陪伴，行走的虽然是眼
睛，但醉美的是自己的心。此
刻不想多说，一个人在台灯下
静静地盯着路线图，头脑里开
始浮现着高山之巅、洁白连天、
空旷神灵……

如果可以顺利启程，我带
上故事你带上酒，我们一起去
遥远的地方会一会未来的那个
自己。

那天晚上，老朋友任志坚
发来正吃晚饭的视频，我看他
吃的是大西北的家常饭“面
片子”。“面片子”三个字从
甘肃人的嘴里发出来，别有
一番风味。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我
被安排在甘肃张掖某钢铁厂上
班。车间里那个身穿浅蓝色劳
动布工装的天车女工，大眼睛
白皮肤，扎着两条俏皮的辫
子，挺老土的甘肃话从她嘴里
发出来，感觉却那么好听。有
一次别人问她晚饭吃的啥，她
脆声回答：“面片子。”“面”字
发的是一声，“片”发的是三
声，“子”是轻声，三个音组合
在一起，味道纯正好听。从此
我就记住了“面片子”。

“面片子”是甘肃人的家
常饭。据说，“面片子”发源于
元代，蒙古人统治后的元朝，
为防止人们造反，实行每10户
人家共用一把菜刀，轮流使
用，用完后再交回来。有些人
家等不及，就将擀好的面用手
捏扁，揪成面片煮食，“面片
子”就是这么诞生的。

“面片子”做法很简单。
揉好面后需醒一会儿面，然后

分成手指粗细的条状面剂子，
并在面剂子上抹上油，以防止
粘连，用湿布盖好待用。准备
妥当后用葱姜炝锅，放入切好
的羊肉片或者五花肉丁翻炒，
再放一些酱油、料酒、胡椒
粉，待炒至八九成熟后加水，
水烧开后就可以往锅里下面片
儿了。把面剂子捏扁抻薄，揪
成小片儿下锅。甘肃人揪面片
儿的手艺相当纯熟，不论男
女，都是揪面的好手，手底下
的面片儿像秋天的树叶一样，
匆匆而落，等面片儿下完后，
轻搅几下即可停火，并快速放
入绿叶蔬菜，香菜、蒜苗、菠
菜都可以，这是最后的“点睛
之笔”，色香味全都有了。不
过，还需让油泼辣子、香醋锦
上添花，不然因失了西北风味
的精髓，就沦为普通片汤了。

还有一点需要说明，汤料
与面片的比例一定得把握好，
不能太稀了也不能太糨了。记
得“老甘”任志坚曾这样说，

“面片子不稀不稠才可口”。那
时我和小谢在志坚家去玩儿，
正赶上饭口，他家的晚饭正好
是“面片子”。甘肃人待人热
情，给我俩一人盛了一碗，那

是我第一次吃到的甘肃人做的
“面片子”，味道果然地道，让
我念念不忘。

让我记住的还有一些有关
“面片子”的风俗。在甘肃有客
人来了，绝对不能用“面片
子”待客，否则就是对客人的
不敬，大概因为揪面片有“揪
断”的意思吧。“面片子”是纯
粹自家人饭食，如果当年不是
正赶上饭口，也没有机会吃到
那么正宗的“面片子”。还有一
个更有趣的风俗。在甘肃农
村，男方到女方家求婚，女方
家如果端上来的是“面片子”，
男方就不用再勉强了，说明人
家女方不愿意，倘若同意婚
事，而又糊里糊涂地端上来

“面片子”，则要被人笑话。
从“面片子”的风俗看，

无论是友情还是婚姻与爱情，
大家所忌讳的都是那个“断”
字啊。令人欣慰的是，我与甘
肃老友任志坚的友情，始终没
有被岁月的砍刀“弄断”，一直
延续至今，实在难得，而那位
扎着两条辫子的天车女工的年
轻神态，凭那一声好听的“面
片子”，也永远定格在我青春的
记忆里。

老香山，跨高明、高要、新兴
三境，东西绵延三十里，群峰叠
翠，林海苍莽，宛如蓝天下一匹此
起彼落的绿色绸缎。山涧飞流孕
育高峡平湖，明镜一般的高明母
亲河沧江由此源起，自西向东一
路向粤中铺展，悠悠汇入西江。

仲秋时节的老香山，依然苍
翠欲滴，艳阳透过树叶洒下斑驳
的光，依然一派盛夏的热。在大
树老藤、齐膝的灌木繁草和岩石
隙缝中蹒跚而行，令人产生一种
在原生态中回归大自然，遁入羽
化空灵的感觉。从山谷望向群
山，一组组奇石或匍匐或屹立于
峰岭之巅，在香椿、鸭脚木、荷木
等亚热带常绿阔叶林山地植被
中尽显峥嵘，与绿色的波涛相依
相拥。

老香山以香椿树驰名，峰峦
却因石而平添雄峻景象……牙
鹰石、云西岩、石门楼、横梁顶、
月亮石、皇帝床、卧牛石、将军
岭、石壁岭……一望无际的葱茏
中突兀着石的奇与险。若苍鹰
蓄势待飞，若刀削壁立千仞，若
神仙脚印，若壮牛卧伏，若将军
披甲，若少妇盼夫归……石是山
之精灵，仿佛能带人走入一段历

史的行程，踏着它的故事，能采
集和追寻到生灵的足迹。

但凡大山都有大山的前世
往事，老香山亦无例外。相传元
末明初绿林俊杰马伯虎，曾拥兵
数百盘踞于此，被官兵剿灭前留
下遗言：五桁独公庙，方横三百
步，黄金三百两，白银两大缸。
但财宝藏于哪个山头哪个石洞
却无人知晓，为保住财宝不被外
人吞占，山民遂将此山称曰“无
财山”。故事的寓意与“此地无
银三百两”异曲同工。据清光绪
二十年《高明县志》载：“老香山，
有云西岩，大书‘无生普镜心报
恩在’八字，尚存。”岁月漫漫，所
书已无迹可循，却予人遐想，当
年佛门高僧云游至此，但见山势
峻拔，木石有灵，遂悟一偈？

传说和县志给老香山抹上
一层神秘与玄奥，而真正撼动人
心的却是融化在眼前漫山遍野
一草一木一石里的红色印记。

一步步走向老香山深处，宛
如一页页翻开一部厚重的英雄
史诗。脚下是一片片莽草，艰难
地沿着崎岖的山路前行，这里的
每一寸山地都布满当年游击战
士深深的脚印。从大革命时期

农民运动开始，这里便燃起革命
的火种。山峦岩石上累累的弹
痕让人穿越时光遂道，重回当年
岁月：战士们在群山之中日宿夜
行，与敌周旋，倚仗石壁天险，出
奇制胜;在天然屏障卧牛石周围
摞起战壕，击退敌人无数次围
剿;以牙鹰石作阵，因地制宜的
游击战每每让侵略者望石心寒;
云西岩下幽深的岩洞成了最佳
的战地医院，疗养和掩护过无数
伤病员;石门楼底深逾百米的藏
枪洞，为部队北撤秘密保存枪支
弹药立下奇功;战士们在皇帝床
石上餐风露宿;在月亮石上慷慨
欢歌……

烽火连天的岁月里，从老香
山一带的小山村走出过卓越的
革命家刘田夫、吴有恒、李法、郑
锦波、欧初……锤炼出一批批知
名或不知名，或已被淡忘的英雄
志士。

历史在时间的长河里低语
盘桓。如今，那些闪耀着信仰
光芒的英灵已静静安放在人们
心间，一如脚下这曾经风雷激
荡，曾经动人心魄的老香山，在
蓝天的怀抱下，那样恬静，那样
安宁……

转眼又是秋天，秋之高远，
秋之气爽，秋之空旷，秋之丰
盈，使人神往，欲罢不能地神
往。

世间，没有一个季节会迟
到或缺席，每一个季节都会准
时抵达，它来于无声之中却又
浩浩荡荡，正如每一朵花都会
努力绽放它的芬芳，哪怕小如
米粒的苔花，在属于它的时光
中会开出如牡丹一般的灿烂。

对于在秋天出生的我来
说，对秋天自然有着不一样的
感情，我不是偏爱那一个季节，
因为春夏秋冬都值得留恋，都
值得用生命去赞美，去感恩大
自然赐予四时不同的光景，而
让平淡的日子多姿多彩，进而
让人感受生活深刻的内涵。

秋天自有秋天的味道，秋
阳、秋月、秋风、秋雨、秋声、秋
色，行走在秋意横生的大地上，
自然想到“秋风生渭水，落叶
满长安”，就会情不自禁地慢
下匆匆的脚步，“停车坐爱枫
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置
身于这般景色中是何等的惬
意，静静地享受“空山新雨后，
天气晚来秋”的凉爽，心性又是
何等的愉悦。

每人的心情也会受到季节
变化的影响，或许，人是自然的
一部分，最终一切都要回归自
然；自古以来，无论是凡夫俗
子，还是文人墨客，无不对秋天
礼赞有加，写下了不少名篇佳
作，画就不少经典名画的缘故
吧，在世间传唱不止，人们在文
字中寻找远去的秋天，无论是

“我言秋日胜春朝“还是“无边
落木萧萧下”都是对诗人对大
自然，对生活，对命运际遇的咏
叹。诗人有诗人的思考与感
悟，画家有画家的视角，画家笔
下的秋天与诗一样美，南宋马
远的《月下把杯图》一轮圆月高
挂空中，照得天地是那么的明
亮，中秋之夜的美景跃然纸上，

恰好多年不见的好友从远方来
访，这让刚刚还在睹物思友的
主人家中，立即增添了极大的
精神欢乐。画面上的主人，体
态轻盈，举止文雅，面如春风，
手中把杯迎友，显得是那么的
亲密愉快。旁有四童仆，一侍
立待呼，一侍果备用，另一侍
酒小童，正在回望另一侍琴
上台阶的半隐文童，神态各
异，颇具生动真趣。月下空
旷 的 山 林 是 那 么 的 幽 雅 静
谧，然而月色中，依旧挡不住
这欢愉间的良辰和美酒，这
正是“得好友来如对月，有
奇书读书胜看花”。

每一个季节都有它的使
命，每一个日子都有它的意
义。喜秋、伤秋、悲秋、愁秋，秋
天被赋予大多的丰富的内涵。
哲人尼采说：“每一个不曾起舞
的日子,都是对生命的辜负。”
不辜负每一寸光阴，让生命在
秋天起舞，舞出精彩，舞出率
真，舞出本色。人，一生有着大
多不可预测的未知之事，正如
一个季节的到来，会诞生新的
事物，物竞天择，顺应时宜者
方可强大，当人在某一个节
点，某一段时间，会遇见某一
个人或某一件事，而这些不期
而遇的事可能会改变人的一
生，而在这些际遇，不管是悲
是喜，或成或败，不必去计较，
保持足够乐观是一种境界，怀
着豁达的心情是一种态度，凡
事随缘，生活中所有的不快就
会风轻云淡。

秋天的美景在年轮中起承
转合，永不消失。时光脚步斩
钉截铁，瞬间即过的日子里怀
着一颗安静的心，笑看春花秋
月，不惑，不争，始信春华秋实，
从满园春色中看到了丰收的秋
天，当走在田野上，风从四面八
方吹来，泥土的芬芳弥漫，水稻
长得正好，做足了抽穗扬花的
准备，丰年可期。

□肖复兴

秋天的味道
□邓醒群

西北“面片子”

预谋已久的旅行
□龙建雄

走进老香山 □王厚基

□杨 方

南方的这座城市
阳光刺眼，风是热的
雷阵雨
不打招呼，想下就下

来了？坐吧，喝茶
听你说说
生活的难，
爱情的伤
和这个世界相处这么多

年了
还是处不好吗？

是不是
有时感恩
有时怨恨
有时会想——
飞去外星，换个环境算了

说着说着
雨就下了，噼里啪啦
沉默，在雨声里
在沸水声里

再喝杯茶吧
把雨喝了
把时间喝了
把感慨喝了
把生死喝了

喝了就回去吧
不着急
和世界好好处
都体谅着对方
都会好的

像茶里的回甘

□
易
至
群

沿着小河走，走到水尽头，
就是瀑布处。

小河，不是泛称，而是一个
小村落，坐落在湘中新邵县，新
邵居湖南地理正中，故有湖南
之心的美称。

拐了一道又一道弯，来到
小河村，我们是奔瀑布而去
的。万山静谧，流水淙淙，行进
到山中，已无人声，尽是天籁。
小河胜景暂不出名，也有好处，
便是游山可以尽情游山，玩水
可以尽情玩水。

沿着小河走，柳暗花明，每
一个转弯，都是一道惊喜，但见
树林阴翳，草木葳蕤，人脚未到
处，藤蔓交互，蒙络摇缀；清清
亮亮的山溪水，不惊不乍，自唱
自吟，随山势而蜿蜒，与怪石共
谱曲。时时有小潭，清澈见底，
直视无碍，几尾小鱼，游戏其
间，见人来也不吃惊。鸟鸣竹
林，鱼翔溪涧，人来或不来，百
花兀自芬芳，小草风来摇曳，好
像与人不相干，各过各的小生
活。到得深山深处，水流水的，
花开花的，鸟唱鸟的，人走人
的，万物互联，万物自在。

瀑布是我们此行的目的，
而清涧却是我们此行的过程。
美在目的，美也在过程，苏老师
童心勃发，一脚踏进潺潺溪流
中，大叫爽。惹得我也水兴大
发，脱了鞋子，堂客拦都拦不
住，跳脚入水，水清凉凉的，水
幽凉凉的，赤脚踩在卵石上，毛
舒服，毛细血管都舒服。溪水
潺潺从脚背上流过，如轻拢慢
捻，如玉手抹复挑，泉水按摩，
身心俱泰。

索性坐在一处水潭，潭中
有石，石生潭中，清凌凌的潭
水，绿幽幽的潭水，所欠的是，

缺了柳宗元，要不，《小石潭记》
不在他处，当产生在小河村的
寻瀑路上。这里或缺了“记”，
这里却不缺歌。三五人，山里
唱歌，泉水来和，歌声飘荡，笑
声回荡，走调走得厉害，也不减
我们泼天快乐。

行 到 水 穷 处 ，坐 看 瀑 飞
时。一路放歌，我们逆流而上，
好像是穿越时空，再回少年。
山是眉峰聚，水是眼波横，但听
得瀑布响，不见瀑布影，小河里
的瀑布隐藏在茂密的原始次生
林里。穿林海，过陡壁，但见陡
然一块陡壁，横陈于前，一块硕
大的白练，从空而降，被陡壁上
一些突触也似的小石挡了天
水，天水四溅，飞珠溅玉，撒花
抛棉，织成了一段水幕。

天气已是入秋，而若在丰
水充沛时节，那不是小涧，而是
一条小江，江水奔腾，突然临了
百丈绝壁，滔滔之水天上来，那
景象如何壮丽？

别说这里一线天几段锦，
水往下流，注入资江，注入洞庭
湖，注入大海，便波澜壮阔，便
气象万千。山，越走高，越气魄
雄伟；水，越走低，越气势雄
壮。高，看得远；低，容得大。
山与水给我们讲的，是高与低
的两样人生道理。

我想起了苏老师那副上
联：“山外有山，山内有山，一山
望着一山高”，下联在哪？且
曰：水上流水，水下流水，千水
竞欲千水低。虽则不工整，却
是我愚者一悟。一山望着一山
高，那是山的哲学，登高望远的
哲学；千水竞欲千水低，那是水
的哲学，有容乃低的哲学。

寻瀑小河里，本想单寻景，
却还寻到了快乐，还寻到了哲学。

寻瀑小河里
□刘诚龙

□杨 帆听雨喝茶

垂 门花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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