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带带你你旅旅游游 伊瓜苏观瀑
□于文岗 文/图

从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向
北大约飞俩小时， 就到了伊瓜苏。 观
看伊瓜苏大瀑布 ， 是这次南美之旅的
重头戏。

伊瓜苏最初是发源于巴西南部山
区的一条河， 这条自东向西的河在汇
入巴拉那河前约25公里处， 经过一个
倒着的U字形拐弯时， 1500多米宽的河
流陡然跌入一条落差80多米的峡谷 。
跌水分两层， 先跌20多米， 再跌60多
米， 悬崖边的突兀岩石把跌落的急流
分为275股， 就形成了这个 “南美第一
奇观”、 “世界新七大自然奇观” 的马
蹄状大瀑布。 虽然4公里宽的瀑布四分
之三在阿根廷境内， 但巴西境内这1公
里看起来更壮观， 故很多阿根廷人也
来巴西观瀑， 享五折优惠。

伊瓜苏因河生瀑， 因瀑兴市 ， 坐
落于巴西、 巴拉圭、 阿根廷三国交界
的巴拉那河与伊瓜苏河汇合处， 为巴
西第二大旅游中心。 在这个地区， 3个
国家一家一座机场， 巴西和阿根廷一
家一个国家公园。

游大瀑布是翌日上午。 伊瓜苏沒
有堵车， 9点从酒店出发， 半小时就到
了公园大门口。 进了伊瓜苏国家公园，

真个满目苍翠， 正好为导游说的 “伊
瓜苏400平方公里， 300平方公里绿地”
做个见证。 朝瀑布方向 ， 是一条沿着
倒U型左侧向其底部逼近的1.3公里观
赏步道， 正好观赏U型右侧的瀑布。 导
游说， 从U型末端的瀑布边缘由远及近
至U型底部的瀑布中心， 水势也越来越
大， 依次呈现 “孔雀开屏” “新娘面
纱” “魔鬼咽喉” 三大景观。

没走多远， 右前方就出现了一组
组上沿平齐、 宽窄不一、 双层错落的
白色水帘， 一道彩虹弧悬其间， 这大
概就是 “孔雀开屏 ” 了 。 驻步谛视 ，
心想， 景色总是前面好， 不多留步。

距瀑布中心越近 ， 水势也更大 ，
倒U型瀑布的右侧大都显露出来， 底端
也露端倪， 一层水汽升腾， 雾幕与彩
虹辉映， 弥漫在瀑布间， 这就是 “新
娘面纱” 吗？ 有些小激动， 顺手摘下
帽子挥在空中， 随之一声 “咔擦” 留
下了个影 。 激情催着我们脚步加快 。
及至倒U型底部， 只见一排白黄灰混搭
的巨型水柱， 以翻江倒海之势由空中
砸了下来 ， 像天河决口 ， 巨流狂泻 ，
气势磅礴。 导游说 ， 此时的流量大概
在1600立方米/秒。 据说， 伊瓜苏的名

字来自于印第安瓜拉尼语， 意为 “大
水”， 就是冲这 “魔鬼咽喉” 说得吧？

还想再近距离触摸、 感受这 “大
水 ”， 便拿出雨衣穿上 ， 从 “魔鬼咽
喉” 观景台顺着一条木栈道下到倒U型
底部中间位置的正前方， 此刻， 万里
之外曾多少回遥想的 “大水” 就在眼
皮子底下 。 巨龙般翻腾着 ， 撕滚着 ，
咆哮怒吼着， 轰鸣而下。 真真 “溪涧
岂能留得住 ， 终归大海作波涛 ” 了 ，
水势之壮观， 让我从心底感到震撼。

此情此景怎能不留记录？ 可拿出
手机， “溅珠玑， 喷霏微”， 瞬间就被
飞瀑蒙上一片水珠儿， 未及调好， 显

屏就一层水了， 看不清画面， 找不到
点击的圆圈儿。 再看周围， 无论手机
相机 ， 莫不如此 ， 任你再帅哥靓妹 ，
想照张美照， 没门儿。 “只有想不到，
没有做不到” 在这儿立马失灵。 随你
怎么想， 绝对照不好！ 正在照相的游
客， 慌不择式摆个poes速战速决； 已照
完的， 个个像赃物在手的小偷见了警
察， 手机相机快揣在怀里猫腰走人。

乘80多米高的观景电梯从瀑布底
部回到地面， 我自问自答： 啥叫 “潮
流”？ 何谓 “大趋势”？ “势不可挡”、
“不可逆潮流而动 ” 又怎一种情势 ？
“大水” 告诉了我！

□□郑郑建建伟伟 文文//图图

神神奇奇诸诸葛葛八八卦卦村村

■■人人在在旅旅途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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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电视剧《三国演义》和小说
中, 以神机妙算出名的诸葛亮,总
让人觉得有种叱咤风云、 神秘莫
测的高明。自他去世后，与之相关
的诸葛嫡传后裔们聚居在浙江兰
溪一个叫诸葛八卦的古村里繁衍
生息。 在漫长的七百多年历史长
河里谱写出了很多动人的传奇故
事。于是在一个春日送暖的日子，
心中充满好奇心的我， 便忍不住
前往该村一睹风采。

诸葛八卦村距离兰溪市区约18公
里，是我国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蜀汉
丞相诸葛亮嫡传后裔的最大聚居地，村
中现居有诸葛亮后裔近4000人。 据记
载，诸葛村的整体格局是精阴阳堪舆之
术的诸葛亮第十七世孙按九宫八卦设
计布局的。 村里有保存完好的明清古建
筑达200余处 ，1996年被国务院批准为
全国重点文保单位。

走进在青山与绿水环抱的诸葛八
卦村，沿着清幽的石板路漫步，抬头望
见村落中屋与屋相连， 巷与巷贯通；在
转弯抹角的地方，布局也十分奇巧。 巷
子大多斜形，特别罕见。 巷两边的古屋
错落有致。 小巷斜中有曲，交叉重叠，仿
佛进入迷宫。

追随着热闹的游人，我们首先来到
了著名丞相祠堂。 该祠堂是诸葛氏族祭
祀先祖的重要场所。

祠堂建筑呈 “回 ”字型 ，布局由门 、
厅、中庭、鹿廊、钟搂和享堂组成。 面积
800多平方米，形状奇特。 祠堂正中建有
一个高大华丽的正方形中厅，是祭祀仪
式的专用场所。 庭上有四根擎天柱，分
别以松树、柏树、桐树、椿树作材料，寓
意松柏同春。 梁上雕9个鱼形太极图和9
只金狮抢球图，四周柱上的牛腿雕刻得
非常精细，享堂上则供奉着先祖诸葛孔
明坐像。 每年农历四月十四、八月十八
及冬至日，这里都要举行大型祭祖庆典

活动，诸葛后裔们积极参与，排成一条
长龙瞻仰诸葛亮像，追思先祖伟绩。

在诸葛八卦村中， 最引人注目的
是村中心那个以九宫八卦图为中心一
方池塘———钟池。 该池塘一半是水塘，
一半是陆地， 两面各有一口老井作为
“鱼眼”， 形成极具象征意义的鱼形太
极图。 钟池四周， 八条弄堂向村的四
周延伸 ， 一直伸向村外的山地路口 。
更为神秘的是， 村外有八座青翠的小
山环抱着诸葛八卦村， 构成了天然的
八卦阵形， 有巧夺天工之创意。

根据史料，诸葛八卦村是诸葛亮第
28代孙宁五公携两个孙子定居在兰溪
时开始寻地建村的。 其后代传承先祖遗
训，看风水，围地、渐年兴土木，历经七
个多世纪。 诸葛村当时叫高隆村，意是
诸葛亮高卧隆中的意思。 诸葛氏在此高
隆定居后，遵循祖训“不为良相，便为良
医”。 从此以淡泊为人生之经典，开始经

营药材生意。 代代相传，使药材生意扩
展到苏州、上海、温州、杭州等地。 这村
里的房屋建筑都是靠做药材生意发达
后建起的。 所建房屋按先祖八卦设计，
建筑之精，规模之大，气势之宏伟在当
地是数一数二的。

诸葛八卦村， 是一座集地理学、景
观学、建筑学、美学和医药文化、家族文
化为一体的江南古村落，被社会学家费
孝通先生誉之为 “八卦奇村， 华夏一
绝”，其别具一格的村落格局，凝聚着祖
宗们期望“子孙安顺绵延”的情愫；特别
是气势恢宏的“丞相祠堂”和大门上方
悬挂横匾“敕旌尚义之门”的“大公堂”，
似乎仍在显示着百年宗族治村的威严。
略为苍老古朴的商业街与众多的药铺，
还在印证着商贾先行者的脚步和浓厚
的儒商情结。 诸葛亮后裔的居所及其庭
院中的奇草秀木，则透露着平凡人家对
耕读生活的传承。 行走在纵横交错的古

村小巷中，你会感觉到似有一种似连非
连、似通不通的曲折玄妙之感。

诸葛八卦村的自然风景和风水，赏
心悦目。 以诸葛亮的“宁静致远、淡泊明
志”的名言可鉴，在这里走一走，人们淡
忘了人世间的功利相争，村民们回归于
平平淡淡才是真的朴实田园生活。 行至
村中上塘古商业街至高处，有个种植草
药的“百草园”外，而几乎每一幢民居都
有小花园，园里四季种植花草。 村中的
大人小孩大都能识得自家园中的草药，
盛开的美丽花卉除了欣赏， 枯时便入
药，一举二得。

有空到诸葛八卦村看一看 ， 就像
在读着一部沉淀的历史书。 喝着村民
们自制的地道山茶， 吃着他们加了桂
花 ， 有点糯米味道的香甜芡实糕点 ，
欣赏着四周古韵的山村风景， 也许你
会从内心真实地喜欢上这座曾经充满
神秘的江南古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