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黄姚古镇的门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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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雨
虽然我不是一个佛教徒， 但我喜欢去佛教

圣地， 我愿意感受那里浓浓的平和与善意， 香
烟缭绕中、 悠长吟诵中、 轰然钟鼓中， 有一种
唯心自知的震撼传递过来， 借那种无形的庄严，
我洗涤自己的心灵。 我愿意流连于被佛光照拂
着的山光水色之中， 因为有人说过 “天下山水
僧占尽”， 有寺院的地方， 风光一般都很好。

无锡的灵山大佛是早就去拜谒过了， 百余
米高的佛祖释迦牟尼像背衬蓝天 、 足踏青山 、
南面太湖， 只须仰望一眼， 那非凡气势就会永
远留在心的底片上， 一千次、 一万次清晰地成
像。 我去的那天是个风和日丽的春日， 人很多。
在无数人中， 我记住了一位少妇的身影，她三步
一叩首，从山脚一直磕到大佛脚下，酷似我在西
藏见过的朝圣的僧人。 不必问她是为了什么，单
是这份虔诚，就足以让我为她感动， 也更让我感
受到灵山大佛的庄严神圣。

这次去灵山， 是一个炎热的夏日， 正午的
阳光逼出了一身大汗， 同行的人笑道， 这是在
考验我们的虔诚。

大佛庄严依然。
大佛身前的广场上， 赫然耸立起一组气势

磅礴的青铜群雕： 九龙灌浴。
《佛之诞 》 音乐响起 ， 震撼大地 ， 群山回

应。 乐声中灵雾缭绕、 喷泉飞溅， 八位天女舞
姿翩翩， 四大天王托起一朵巨型金色莲花。 鼓
乐齐鸣， 莲花缓缓绽开， 花中端立着通体镏金
的太子佛像， 一手指天， 一手指地， 徐徐旋转。
突然， 基座下九条巨龙喷出九道近三十米高的
水柱， 凌空而起， 喷珠吐玉， 沐浴佛体， 天地
间唯闻仙乐轰鸣……

观礼佛诞， 在我的经历中是第一次。 九龙
灌浴， 演绎的是 《本行经》 中的一个故事。 太
子诞生， 向四方各行七步， 步步莲花。 太子眼
视四方， 举其右手， 作狮吼曰 ： “天上天下 ，
惟吾最真。” 花园中涌出二池， 香水喷溅； 虚空
中九龙吐水， 沐浴太子。 天人奏乐， 天女散花，
众生欢腾……此时， 身处如此意境之中， 身边
的世界已经消失， 盛夏的酷热已经消失， 我心
灵震动， 通体清凉。

我想， 这或许是音乐的感召、 艺术的感召、
佛教文化的感召。 当地的一位朋友介绍说， 灵
山 “已然博大， 复求精深”， 追求的是佛教文化
的深厚内涵。 所以有了这展示佛祖诞生的花开
见佛的宏大场景， 还有重达百吨的阿育王柱 、
五明桥、 五智门、 佛足坛、 菩提大道、 降魔浮
雕 、 大千世界……恰如赵朴初先生的诗句 ：
“天花烂熳散吾家”， 一花一叶， 皆从佛教文化
而引出， 形成一股打动人的合力。

我还会来灵山的， 在秋天， 在冬天。 在每
一个有花无花的季节， 我的心中都将会有花开，
都会有感动。

□杨华

黄姚古镇位于广西贺州昭平县东北部， 距离贺州市区40公里， 距桂林200公里。
古镇方圆3.6公里， 属喀斯特地貌。 发祥于宋朝年间， 有着近千年历史。 自然景观有八
大景二十四小景； 保存有寺观庙祠20多座， 亭台楼阁10多处， 多为明清建筑。 著名的
景点有广西省工委旧址、 古戏台、 安乐寺等。

天花烂熳见佛开
我站在司马第门前的槐树下，

白色的槐花纷纷扬扬落下来， 树
下清澈的河水里， 是一点点撒开
的白花 。 青山在望 ， 老屋静谧 ，
一盏盏黄色的灯笼仿佛是前世的
记忆。 这是我从来不曾见过的古
镇， 梦里也不曾， 我不熟悉这样
的景致。 黄姚， 在我看来是陌生
的， 古老的， 它存在于我熟悉的
风景之外。

那天， 也就是那个雨后的早
晨， 我来到黄姚古镇。 站在黄姚
镇口那一眼， 我看到的是一棵树。
隔着墙 ， 我看到了巨大的树冠 ，
浅绿深碧 ， 是一团浓重的绿云 ，
浮在老墙之上。

古镇有着近千年历史 ， 发祥
于宋朝开宝年间 （972年）， 兴建
于明朝万历年间， 鼎盛于清朝乾
隆年间， 是 “中国最美的十大古
镇” 之一。 由于镇上黄、 姚两姓
居多， 故名 “黄姚”。

都说桂林开门见山， 黄姚则
是进门遇树。 睡仙榕是进入古镇
必经的景点， 一棵古老的榕树长
在溪水之畔。 树下的老人说这棵
树是他爷爷的爷爷种的， 而这位
老爷爷的爷爷的爷爷也时常被放
在传说里敬仰。 我感受着这古树
带给我的庇荫， “大树底下好乘
凉” 说的大概就是夏天的这幅光
景， 树荫也遮盖了流经它身旁的
河溪， 几个妇人在溪边洗衣， 洗

衣棍敲出欢快的节奏。 她们似乎
对游客的闪光灯习以为常， 她们
走进了别人的风景里 ， 却过着自
己的生活， 一如既往。

种树的爷爷肯定也是很多人
的爷爷， 想必这榕树也是学它的
主人在开枝散叶， 然后庇护的面
积越来越大， 差不多一个篮球场
那么大。 众多枝丫经过岁月， 终
究也有了结实的臂膀， 然后它们
也托起了光着屁股攀爬的孩童 。
他们那些躺在它怀里的童年， 让
我艳羡得想哭。 此刻我回头看了
看犹豫在门槛之外的游客， 希望
他们也能像我一样听老去的故事，
忆逝去的童年。

走向古镇深处 ， 踏着脚下的
青石板街， 走遍八条古街道， 顺
便读出当年的繁华。 人群熙熙攘
攘， 为利来来往往之余， 也有书
生的长衫飘荡、 纸扇摇曳。 雕花
的门窗、 带绣的门环和门前年迈

石狮， 能否在轮回里邂逅曾经的
主人？ 我一路走， 一路看 ， 街道
两边保存完好的旧时商铺 ， 经历
过风雨之后， 像个慈眉老人 ， 冲
着能读懂他的人微笑。 在青砖黑
瓦之间 ， 感觉自己也身着长衫 ，
一副稍许落魄的脸， 在介怀科举
的落第。 路过街尾的胭脂摊 ， 姑
娘的转身回眸 ， 凝固了时间 ， 一
眼万年。 此刻我如此庆幸 ， 自己
也跨过时空的门槛， 幽会我千年
前的良人。

岁月在灰白墙上剥落 ， 古镇
在述说杨门猛将的匆匆马蹄， 汉、
瑶族两族兵戎交接和乾隆年间的
盛极一时， 也叹息着抗战时期划
破宁静的枪声和迟暮戏曲艺术家
的清晨练声 。 最终， 在街角美女
导游身上， 感受到了古镇与她的
同等心跳， 如此青春。

我跨出门槛 ， 用一眼回望表
达自己的不枉此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