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这是我第二次走进碑林 。 这次
不是跟旅行团一起 ， 大队人马涌进
来的 。 那样的话 ， 再好的去处也会
无心欣赏 ， 尤其是碑林 。 早上8点 ，
偌大的碑林里只有十来个人。

品 读
无言的石刻

碑林是中国书法和石刻艺术的
顶级殿堂 。 这里的石碑等级不同 ，
受到的待遇也不同 。 受到最高礼遇
的多是各代帝王的亲笔题字 ， 被置
于专设的碑亭之中 。 大部分最有艺
术和历史价值的石碑是置于七个展
室中陈列的 。 有的展室陈列的是石
刻十三经 ， 有的展室陈列的是历代
名书法家的石刻书法作品 ， 有的展
室陈列的是一些石刻公文或墓志铭，
有些展室陈列的是一些刀工精美的
石画 。 另外 ， 在七个展室之外的外
墙边 ， 还展示着一些名气较小的 、
但极有特色的书法作品。

石刻无言 。 喜欢书法的人 ， 会
来这里 ， 找到自己喜欢的大家的作
品 ， 仔细揣摩其字里行间 、 一笔一
划中透露出的风骨与神韵 。 喜欢石
刻的人 ， 会来这里 ， 看着石碑上粗
粗细细的线条 ， 品品不同石碑上的
刀工 ， 读读上面若隐若现的文字 ，
摸摸石碑上的凹凹凸凸。

很多石碑上的字迹已经模糊了，
因为岁月， 也因为人们的喜爱。 本来
凸出来的部分被无数双带着崇拜的手
摸得越来越平。 再有， 碑林里很多地
方都有工人在做拓片， 之后统一印成
册子出售。 拓片一张又一张， 碑上的
字在一次次拓印中一点点模糊起来。
不知道几十年后， 这里石碑上的字，
是否还能被辨认出来， 或许那时只能
靠这些拓片来帮忙了。 石碑无言， 但
我心中却有一些感伤。 石碑的命运将
如何？ 当它们成了一块块光滑的 “无
字” 碑时， 这里还会有游人如织吗？
或许， 一份不被打扰的宁静才是它们
所期盼的？ 我不得而知。

感 受
封存的历史

石头的质地往往给人一种永恒的
感觉。 木头、 丝帛都易腐朽， 只有石
头， 似乎历经千年不改模样。 也许这
就是石碑的设计者最初的想法， 让工
匠们把这些最为经典的、 最具价值的
文字刻在石头上， 这些经典， 这些文
字就会如同石材一样不朽。 就这样，
一段段历史时刻被封存在石碑中， 让
后人依然能见到、 能感受到。

透过石碑， 透过石碑上那些或秀
美， 或粗犷的刻字， 我脑海中闪现出
一个个忙碌的背影。 那些将这些不朽

的想法付诸实施的匠人们。 当年他们
是怀着怎样的心情劳动着？ 在不见阳
光的斗室中， 一刀一刀， 日复一日，
年复一年， 对着一部自己可能根本读
不懂的经书，按着上面的笔画走势，用
一双巧手， 一刀一刀把一个个带着生
命的字刻在石头上。 石刻与在纸上写
字不同，在纸上写字，写错了可以修改
或是再写一张， 而石刻写错一笔都无
法修改， 同时石材往往极为贵重， 不
是哪个无名的匠人能赔得起的。

透过石碑， 我似乎能看见， 匠人
们的小心翼翼。 每个字， 每一笔， 都
看好， 都想好， 才开始动刀。 于是才
有了这刀刀落刀精准 ， 字字丝毫不
差。 要是他们能看懂那些经书， 心存
对经典的敬畏， 也许是带着某种信仰
和激情在劳作。 但如果他们就只是普
通的匠人， 凭手艺吃饭， 根本读不懂
经书， 能支撑他们如此用心， 如此耐
心的又是什么？

但 ， 能读懂也好 ， 不能读懂也
罢， 每个石刻匠人在工作时都应该是
心无旁骛吧。即使身边有同伴，他们每
个人也都会时刻活在自己的世界中，
听不到风雨，看不到落花。他们只是活
在文字的世界中，活在笔画的王国里，
心血和青春一点点融入一笔一划中，
融入坚硬的石头里。 于是， 他们的灵
魂， 连同石碑一起， 不朽了。

碑碑林林的的清清晨晨静静悄悄悄悄

■人在旅途

责
任
编
辑

博
雅

12
2017年
11月18日
星期六

劳
动
者
周
末

旅
游

版
式
设
计

赵
军

版
式
校
对

张
旭

■旅游资讯

北京市旅游发展委员会近日下发了
《关于全面禁止旅行社收取出境游押金
的通知》， 要求自即日起， 在全市范围
内禁止旅行社收取或变相收取任何形式
的出境游押金， 违者将在行业内通报，
并记入企业诚信记录系统， 涉嫌经济违
法犯罪的， 将移送公安机关依法查处。
此外， 《通知》 下发后， 对于旅行社仍
继续收取或变相收取出境游押金的， 以
及不按规定退还游客出境游押金的， 游
客可以向市旅游委投诉举报 ， 举报电
话： 010-85157316、 010-85157157。

《通知》 要求自下发之日起， 北京
市全市范围内禁止旅行社收取或变相
收取任何形式的 出境游押金 。 之前
收取出境游押金的， 应当自出境游行程
结束后， 已约定退还期限的， 应按原约
定及时退还； 未约定退还期限的， 应立
即退还。

北京：旅行社禁收
出境游押金

“兵马俑” 亮相伦敦
推广陕西旅游品牌

近日， 作为陕西旅游的知名符号，
秦陵 “兵马俑” 以快闪舞蹈的形式在泰
晤士河畔的 “伦敦眼” 附近亮相， 别开
生面的演出吸引了众多市民和游客驻足
观看。 在短短几分钟的表演中， 身着武
士俑服饰的男演员与身着唐朝宫女服饰
的女演员伴着古典配乐翩翩起舞， 引起
现场观众的阵阵欢呼。 演出结束后， 观
众争相与演员合影， 演员们将剪纸、 兵
马俑工艺品等赠送给观众。

据了解， 参与表演的演员均为当地
招募的中国留学生和外国学生， 服饰是
由陕西省旅游发展委员会派出的代表团
带来的。 该代表团参与了由国家旅游局
牵头的伦敦世界旅游交易会中方宣传活
动， 希望借此机会， 将陕西旅游以更加
生动的形式展现在英国民众及全球旅游
业人士面前， 树立品牌形象。

□晓华/文

碑林所在之处， 原是西安的孔庙， 建筑格局就是典型的
孔庙风格。 朱红的廊柱， 朱红的大门， 明晃晃的黄色琉璃瓦
顶， 在清晨柔和的阳光下， 一派庄严肃穆。

河北省唐山市南湖景区
是唐山市的 “城市绿肺”， 由
开滦煤矿采煤沉降地经过综
合治理形成 ， 水域面积11.5
平方公里、 绿地面积16平方
公里。 初冬时节， 南湖景区
依然色彩斑斓， 美景如画。

据新华社

唐山·南湖

这是我第二次走进碑林 。 这次
不是跟旅行团一起 ， 大队人马涌进
来的 。 那样的话 ， 再好的去处也会
无心欣赏 ， 尤其是碑林 。 早上8点 ，
偌大的碑林里只有十来个人。

品 读
无言的石刻

碑林是中国书法和石刻艺术的
顶级殿堂 。 这里的石碑等级不同 ，
受到的待遇也不同 。 受到最高礼遇
的多是各代帝王的亲笔题字 ， 被置
于专设的碑亭之中 。 大部分最有艺
术和历史价值的石碑是置于七个展
室中陈列的 。 有的展室陈列的是石
刻十三经 ， 有的展室陈列的是历代
名书法家的石刻书法作品 ， 有的展
室陈列的是一些石刻公文或墓志铭，
有些展室陈列的是一些刀工精美的
石画 。 另外 ， 在七个展室之外的外
墙边 ， 还展示着一些名气较小的 、
但极有特色的书法作品。

石刻无言 。 喜欢书法的人 ， 会
来这里 ， 找到自己喜欢的大家的作
品 ， 仔细揣摩其字里行间 、 一笔一
划中透露出的风骨与神韵 。 喜欢石
刻的人 ， 会来这里 ， 看着石碑上粗
粗细细的线条 ， 品品不同石碑上的
刀工 ， 读读上面若隐若现的文字 ，
摸摸石碑上的凹凹凸凸。

很多石碑上的字迹已经模糊了，
因为岁月， 也因为人们的喜爱。 本来
凸出来的部分被无数双带着崇拜的手
摸得越来越平。 再有， 碑林里很多地
方都有工人在做拓片， 之后统一印成
册子出售。 拓片一张又一张， 碑上的
字在一次次拓印中一点点模糊起来。
不知道几十年后， 这里石碑上的字，
是否还能被辨认出来， 或许那时只能
靠这些拓片来帮忙了。 石碑无言， 但
我心中却有一些感伤。 石碑的命运将
如何？ 当它们成了一块块光滑的 “无
字” 碑时， 这里还会有游人如织吗？
或许， 一份不被打扰的宁静才是它们
所期盼的？ 我不得而知。

感 受
封存的历史

石头的质地往往给人一种永恒的
感觉。 木头、 丝帛都易腐朽， 只有石
头， 似乎历经千年不改模样。 也许这
就是石碑的设计者最初的想法， 让工
匠们把这些最为经典的、 最具价值的
文字刻在石头上， 这些经典， 这些文
字就会如同石材一样不朽。 就这样，
一段段历史时刻被封存在石碑中， 让
后人依然能见到、 能感受到。

透过石碑， 透过石碑上那些或秀
美， 或粗犷的刻字， 我脑海中闪现出
一个个忙碌的背影。 那些将这些不朽

的想法付诸实施的匠人们。 当年他们
是怀着怎样的心情劳动着？ 在不见阳
光的斗室中， 一刀一刀， 日复一日，
年复一年， 对着一部自己可能根本读
不懂的经书，按着上面的笔画走势，用
一双巧手， 一刀一刀把一个个带着生
命的字刻在石头上。 石刻与在纸上写
字不同，在纸上写字，写错了可以修改
或是再写一张， 而石刻写错一笔都无
法修改， 同时石材往往极为贵重， 不
是哪个无名的匠人能赔得起的。

透过石碑， 我似乎能看见， 匠人
们的小心翼翼。 每个字， 每一笔， 都
看好， 都想好， 才开始动刀。 于是才
有了这刀刀落刀精准 ， 字字丝毫不
差。 要是他们能看懂那些经书， 心存
对经典的敬畏， 也许是带着某种信仰
和激情在劳作。 但如果他们就只是普
通的匠人， 凭手艺吃饭， 根本读不懂
经书， 能支撑他们如此用心， 如此耐
心的又是什么？

但 ， 能读懂也好 ， 不能读懂也
罢， 每个石刻匠人在工作时都应该是
心无旁骛吧。即使身边有同伴，他们每
个人也都会时刻活在自己的世界中，
听不到风雨，看不到落花。他们只是活
在文字的世界中，活在笔画的王国里，
心血和青春一点点融入一笔一划中，
融入坚硬的石头里。 于是， 他们的灵
魂， 连同石碑一起， 不朽了。

这是我第二次走进碑林 。 这次
不是跟旅行团一起 ， 大队人马涌进
来的 。 那样的话 ， 再好的去处也会
无心欣赏 ， 尤其是碑林 。 早上8点 ，
偌大的碑林里只有十来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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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这里 ， 找到自己喜欢的大家的作
品 ， 仔细揣摩其字里行间 、 一笔一
划中透露出的风骨与神韵 。 喜欢石
刻的人 ， 会来这里 ， 看着石碑上粗
粗细细的线条 ， 品品不同石碑上的
刀工 ， 读读上面若隐若现的文字 ，
摸摸石碑上的凹凹凸凸。

很多石碑上的字迹已经模糊了，
因为岁月， 也因为人们的喜爱。 本来
凸出来的部分被无数双带着崇拜的手
摸得越来越平。 再有， 碑林里很多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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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 一份不被打扰的宁静才是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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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存的历史

石头的质地往往给人一种永恒的
感觉。 木头、 丝帛都易腐朽， 只有石
头， 似乎历经千年不改模样。 也许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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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复一年， 对着一部自己可能根本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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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修改， 同时石材往往极为贵重， 不
是哪个无名的匠人能赔得起的。

透过石碑， 我似乎能看见， 匠人
们的小心翼翼。 每个字， 每一笔， 都
看好， 都想好， 才开始动刀。 于是才
有了这刀刀落刀精准 ， 字字丝毫不
差。 要是他们能看懂那些经书， 心存
对经典的敬畏， 也许是带着某种信仰
和激情在劳作。 但如果他们就只是普
通的匠人， 凭手艺吃饭， 根本读不懂
经书， 能支撑他们如此用心， 如此耐
心的又是什么？

但 ， 能读懂也好 ， 不能读懂也
罢， 每个石刻匠人在工作时都应该是
心无旁骛吧。即使身边有同伴，他们每
个人也都会时刻活在自己的世界中，
听不到风雨，看不到落花。他们只是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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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入坚硬的石头里。 于是， 他们的灵
魂， 连同石碑一起， 不朽了。

三亚开通至俄罗斯
圣彼得堡国际航线

11月7日， 一架搭载着236名旅客的
俄罗斯艾菲航空A330-200型客机平稳
降落在三亚凤凰国际机场 (以下简称
“三亚机场”)， 标志着 “三亚至圣彼得
堡” 航线时隔三年再度启航， 成为三亚
机场今年继开通 “三亚至乌兰乌德” 航
线后的又一重要俄语地区航线。

“三亚至圣彼得堡” 航线由俄罗斯
艾菲航空执飞， 航班号为I49889/9890，
每周二执行一班。 该航线也是艾菲航空
执飞三亚的第4条俄语地区航线， 圣彼
得堡与三亚往返的旅客将无需经由其他
城市中转， 直接搭乘该航班即可前往两
地观光旅行。

圣彼得堡始建于1703年， 是俄罗斯
第二大城市。 三亚机场相关负责人称，
圣彼得堡是俄罗斯通往欧洲的窗口 ，
“三亚至圣彼得堡” 航线的开通也将助
力三亚走向欧洲航空市场。

■美图分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