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申功晶

关于石林的印象， 对于我们这些
自小生长在山区的人来说并不陌生，
所谓的石林， 不外乎就是一些石头的
景观吗？ 但是， 看到了昆明的石林，
我便惊诧于它的独特魅力了。

据史料记载 ， 云南的石林素有
“造型地貌天然博物馆” 之称， 是世
界自然遗产之一。 凡是到过昆明石林
的人 ， 不得不赞叹它的得天独厚之
美， 更不得不惊呼于它的庞大石峰群
以及相关于其它的美丽传说了。 相对
于一些怪石异林来说， 昆明的石林可
谓石中之石， 林中之林了。

第一眼见到石林的时候并不是从
进入它的群峰怀抱开始的， 而是在坐
车行驶的途中。 一眼望去， 但见一排
排、 或高或矮、 或大或小、 或奇峰峻
岭或峰乳毕露、 或宛若玉树临风……
那奇形的怪壁在瞬间尽收眼底， 让人
的视觉在刹那间像闯进了神仙妙境，
它的自然奇观不亚于传说中的美， 它
的天成妙趣不逊于传闻中的俊逸。

说到石林， 人们就会自然而然地
想起彝族的美丽姑娘阿诗玛， 同样，
石林阿诗玛的化身也成为了一座追求
幸福颂扬爱情的历史丰碑。 这些自然
是后话了。

石林作为一个闻名遐迩的自然景
观 ， 除了它地处的特殊自然环境之
外， 它的无以伦比与天造奇观无不令
人为之赞叹为之倾服。 近看石林像一
片妙趣横生的石峰山峦， 远观石林像
一处深长而悠远的林海。 在辽阔的群
峰怀抱中， 在恢弘磅礴的石壁里， 身
置其中的你俨然就像走进了一个神奇
的妙境、 自然的天堂！ 而最让人难忘
的石峰俊林当属那些惟妙惟肖、 天成
自然的石景林了。

你看， 一只雄鹰目视穹苍， 振臂
挥翅正欲翱翔高空呢！ 再看， 在峰壁
上题着 “剑峰 ” 二字的旁边 ， 空洞
里、 无形中让人领会到了一种绝无仅
有的妙趣 ！ 如果你只是一个匆匆过
客， 你断然不会发觉这一个出入之口
竟然存在着巨大的 “玄机”。 仔细观
察， 你就会幡然醒悟： 真不愧是鬼斧
神工、 真不愧是天下奇观！

而石林中的 “石林胜地、 千钧一
发、 凤凰梳翅、 阿诗玛” 等峰林峭壁
更是妙不可言， 美不胜收！ 你看那一
排排林立空中的石牙， 你看那一片片
屹立林中的峰丛， 还有那些大大小小
的奇形怪状的峰群石像， 它的独立成
群， 它的峭拔孤壁， 它的错落有致，
它的千姿百态， 它的自然天成， 它的
栩栩如生， 它的群林环绕， 它的生动
传神， 无不令人赞叹称奇流连忘返！

“石林， 山石名天下， 风情醉国
人。” 相信到过石林王国的人， 都会
赞不绝口， 叹为观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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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林印象

■走访古城

潮州古城是广东省潮州一
座国家历史文化名城， 素有

“海滨邹鲁”、 “岭海名邦” 的
美誉， 在潮州， 可以看到驰名
中外的鳄渡秋风、 西湖渔筏、
金山古松、 北阁佛灯、 韩祠橡
木、 湘桥春涨、 凤台时雨、 龙
湫宝塔等潮州八景， 更有潮州
方言、 潮剧、 潮州工艺、 潮州
菜和潮州工夫茶等自成一体的
潮州特色文化。 有中国四大古
桥之一的湘子桥、 历史最长的
韩文公祠、 罕见的宋代民居建
筑许驸马府、 始建于唐朝的开
元寺……

美轮美奂的湘子桥

潮州人的一天从一碗白粥开始 ，
煲粥用大火， 将米和水煲成粥水稠、
米粒硬的粥， 不要小看这一碗白粥，
其配菜 ， 却超乎想象 ： 酸咸菜 、 贡
菜、 萝卜干、 菜脯蛋、 鱼饭、 腌青瓜
苗 、 乌橄榄……咸 、 酸 、 甜应有尽
有， 这就是潮州人的早餐。

当地有民谣唱道：“到广不到潮 ，
枉费走一遭； 到潮不到桥， 白白走一
场”，这里说的桥即中国四大古桥之一
的湘子桥。 桥梁在我国有着悠久的历
史，中国古名桥不计其数，潮州的湘子
桥荣幸跻身于中国四大名桥之一，它
建于南宋，始为浮梁，历经两百年风雨
更迭，到了明代宣德十年，当任潮州知
府王源主持了一场规模空前的重修工
程，在桥上建了24座形式各异、重瓴飞
檐的楼阁，每楼东西各一匾，分别以奇
观、广济、凌霄、登瀛、得月……命名，
每一个桥墩就是一个独立的楼阁，中
间没跨，18条船只连成一线 ， 横卧韩
江，以舟代桥，形成了独特的“十八梭
船廿四洲”格局。 浮桥可开可合，解开
梭船，便可通船只；洪水来时，利于泄
洪，以免桥墩被洪水冲垮；战事一起，
将浮船撤掉，这座桥就成了一道雄关。
这种匠心独具的设计在全世界都是极
为罕见的， 难怪著名桥梁专家茅以升
誉之为 “世界上最早的启闭式桥梁”。
由于湘子桥横跨韩江、联结东西两岸，
是“全粤东境，闽、粤、豫章，经深接壤”
的枢纽所在，因此，这里成了便捷的交
通贸易中心，在古代，湘子桥上茶楼、
酒肆店铺林立，卖艺、唱戏 、问卦……
摩肩接踵，车水马龙，热闹非凡，活脱
脱一幅“清明上河图”，真可谓“一里长
桥一里市”。

我来到古城东门外， 湘子桥宛若
一条蛟龙横卧于滚滚韩江之上， 踩着
青石板， 扶着石栏杆， 穿过了飞檐重

翎的楼台， 宛若进入梦境仙界， 聆听
船底流水拍打着浮船， 浏览二十四座
楼阁， 居然没有一个是重复的。 美轮
美奂的湘子桥， 来过就不想离开。

天下第一牌坊街

走在潮州古城， 随处可见三轮车
在招揽生意， 倘若逛的累了， 不妨乘
坐一下这人力车， 穿行在横街窄巷里
头， 这里有原汁原味的甲第巷， 飘来
的潮州美食香味， 最让当地人倍感自
豪的莫过于总长1948米的牌坊街， 这
些牌坊是潮州古城独特的标识， 在古
代， 牌坊是尊荣显达、 彰扬乡贤的标
志， 封建社会为了表彰功勋、 科第 、
德政、 忠孝节义而建立了一座座具有
标榜功德的纪念性建筑———牌坊， 据
史载， 潮州牌坊有91座， 尤其是太平
路上牌坊多达39座， 那宏大的规模 、
独特的风格 、 恢宏的气势 ， 被誉为
“天下第一牌坊街”。

漫步牌坊街， 我们可以看到那花
岗岩砌就的3开间3楼4柱全石柱子 ，
柱旁石狮栩栩如生， 匾额题字苍劲有
力， 缕雕 “双龙戏珠”、 “龙凤卷草”
惟妙惟肖， 翘角飞檐的匾顶如展翅欲
飞的凤凰。 而每一座牌坊背后承载的
故事更令人心神摇曳， 它们或表彰科
考状元、 或赞扬忠孝节义……一座座
牌坊， 不啻于一块块丰碑， 它们书写
了潮州的荣耀， 激励后人慈善孝道 、
清廉上进。 那深灰色石板铺就的街面
与牌坊颜色浑然一体， 清末明初， 南
洋建筑风格骑楼建筑引入潮汕， 太平

路、 东门街渐次改造的骑楼式商业街
与明、 清牌坊相互辉映， 牌坊街老字
号、 地方特色店铺鳞次栉比， 形成潮
州古城独特的历史文化景观。

赢得江山易姓韩

来潮州， 不得不提及韩愈， 倘若
没有韩愈就没有潮州千年的辉煌。 公
元819年， 韩愈因谏迎佛骨触怒皇帝，
被贬斥到潮州这蛮荒之地。 韩公在任
潮州8个月 ， 驱恶除害 ， 释放奴婢 ，
关心农桑， 延师兴学……为当地老百
姓实实在在办了几件大好事， 开启蛮
荒之地一代文风， 亦开创了潮州文明
的火种， 真可谓 “韩愈不幸潮州幸”。

潮州百姓也给了这位恩公崇高的
礼遇， 他们在笔架山的半山腰给他建
筑了一座祠堂 ， 韩文公祠依山而筑 ，
需踏过51级层层台阶方能达到祠堂 ，
当你抬头仰望， 不由得产生一种 “高
山仰止” 的敬畏， 祠内正殿供奉着韩
公彩色坐像， 右手捧一卷书， 左手放
在膝盖上 ， 龛顶悬有 “百代文宗 ”、
“泰山北斗” 匾额 ， 当地流传着一句
话： 若无韩夫子,人心尚草菜。

可见 ， 潮州人将韩愈奉为神明 。
穿过祠堂， 来到韩文公祠的最高点侍
郎阁， 可以饱览潮州古城的风姿。 潮
州人将笔架山改称为韩山， 将鳄溪改
称为韩江 ， 甚至将橡木树改称为韩
树， 韩愈治潮八个月， 赢得江山易姓
韩， 这就是蛮夷之邦给他最为隆重的
礼遇。 韩愈， 是潮州的韩愈 ； 潮州 ，
也成了韩愈的潮州。

行走潮州古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