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天从西安飞抵昆明时，已是夜
深人静。 本想第二天早上睡晚一点，导
游却说，第二天时间紧，要直奔丽江，六
点就得起床。 迷迷糊糊间，被手机闹铃
吵醒，已是起床时间了。 昆明比起我们
居住的小城天亮得更晚， 七点钟出发
时，周围还是混沌一片，未见半点曙光。
昆明至大理的大巴控制在80迈左右的
速度行驶， 车上的人显得有些焦躁不
安。 好在接待我们的是一个好导游， 一
上车， 便抓住了我们的心， 使我们不
由自主地成了她的 “俘虏”。 大约行了
40多分钟， 导游让我们看窗外， 说窗
外便是滇池， 但此时天仍未大亮， 朦
胧一片， 什么也看不清， 导游便给我
们介绍滇池概况， 并声情并茂地朗诵
滇池大观楼180字的长联， 给我们讲解
长联的来历和典故。 当她讲解到下联
的后半段 “尽珠帘画栋， 卷不及暮雨
朝云；便断碣残碑，都付与苍烟落照。只
赢得几杵疏钟，半江渔火，两行秋雁，一
枕清霜”时，大多数人彻底地放松了，仿
佛将平日里的是非纷争和功名利禄都
付与了“苍烟落照”，很快进入了旅游的
兴奋状态。

无论是从路程还是时间来看，大理
都是昆明到丽江的中点。 对于滇西北七
日游的旅行团队来说， 从昆明到丽江，

一般都是一天的行程。 虽然大理很美，
但时间有限，游客只能在大理作短暂的
停留 ，走马观花式的游览 、休息 、就餐
后，便要匆匆赶路。 大理，一直是我神往
的地方。 然而，和大多数人一样，短暂的
时间， 根本找不到大理的精髓所在，但
见满街都是熙来攘往的人流，只得随着
人流在古城胡乱地转悠。 忽听导游说门
楼上的“大理”二字为郭沫若先生所题，
我等凡人也未能免俗，在此处拍了一些
“到此一游”的照片，便匆匆作别。

导游见我们兴致不高，便给我们打
气，好景还在后头呢，走，去洱海吧，那
可是勾魂的地方哟。 不知是波浪起伏，
还是游人骚动， 小船儿晃悠悠地开动
了。 开船的是“阿鹏哥”（白族对男子的
称呼），一副悠然自得的样子，操着带有
当地口音的普通话，跟游客亲热地攀谈
着。 导游则是“金花”（白族对女子的称
呼），虽是羞答答地，但也是风情万种。

她们的肤色较黑，戴着一顶草帽，与一
身漂亮的白族服饰混搭在一起显得很
不协调。 这也难怪，她们终日要在高原
的烈日下工作，不搞点特殊保护那肯定
是受不了的。 洱海这个名字初听起来怪
怪的， 说是从远处看它像一只耳朵，因
此叫做洱海。 在船上，我却没能看出“耳
朵”的影子，倒是那蓝得有几分夸张的
海面，醉了我的心魂。 虽说不上一望无
际，却是一碧万顷，如鳞的波纹在阳光

下跳跃着，似吹皱了的蓝绸，又像是散
落的满天星光。 湖面上，船只忙碌地往
来着，有能乘坐几百人的大船，也有一
个人划动的小舟，而最吸引人的是鱼鹰
表演。 鱼鹰又称鸬鹚， 渔民们把它驯化
后， 成了专门的捕鱼工具。 为了鼓励
鱼鹰下水抓鱼， 渔民先是给它们抛上
一只小鱼作为鼓励， 然后把它们赶下
水。 它们借助着敏锐的双目和锋利的
爪子很快就抓到了活蹦乱跳的鱼儿 ，
立时引来了游客的欢呼声、 鼓掌声和
相机的快门声。 为了表彰 “功臣”， 渔
民就赐给它一条小鱼作为奖赏。 看到
这， 我不由得感叹， 人类真不愧是高
级动物， 如果给人解释 “剥削” 二字，
这应当是最浅显易懂的实例了。 在洱
海， 我虽然有点轻微的高原反应， 但
美不胜收的景色还是诱惑着我拍了很
多风景照。 回去后让朋友欣赏我拍摄
的洱海， 都说我作过处理，不然怎么会
这样蓝？ 我懒得跟朋友们解释和争论，
心里只笑他们没有眼福，也叹他们孤陋
寡闻。

至丽江古城时， 已是夜里八九点
钟。 这一天，除了在大理作过短暂停留，
其余时间都压在了车轮上，着实有些累
了。 晚餐过后，我们带着对滇西北美景
的无限期待，很快进入了梦乡。

滇西一日
□黄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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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牛头山的向往， 是偶然在车
载广播里听到一句宣传语： 江南九寨
沟， 武义牛头山。 地处浙中的牛头山，
真有这样的神奇美景吗？ 于是带着这
样的疑问， 和朋友驾车去了该风景区。

牛头山国家级森林公园 ， 位于有
“江南华清池， 浙中桃花源” 之美誉的
武义县境内， 距武义县城60公里。 公
园内峰峦叠嶂， 高耸云霄， 千米以上
山峰林立 ， 最高点通天蜡烛峰海拔
1560米， 为浙中之巅。 驾车行驶在蜿
蜒盘山的山路上， 看着路旁匆匆而过
的葱绿山峦和清澈的山水， 心中既觉
得刺激， 又充满期待。

来到景点的第一门： 步虚门 。 使
人想起李白描写得道真人的诗： “喘
息飡妙气， 步虚吟真声”。 门前广场上
有一主题雕塑， 为老子横坐青牛形象。
基座上刻有 “青牛化山” 传说。 鸿蒙
时期， 老子骑青牛四处布道， 路过此
地， 青牛见仙气氤氲， 雾岚缭绕， 景
致更胜天界三分， 遂有思凡之心。 趁
老子下骑问路之际 ， 青牛就地一滚 ，
化作青山一座， 即今之牛头山是也。

走过外观古典的 “仙境观止 ” 检

票口后， 眼前呈现出一口山清水秀的
池塘， 之后走过一段小路， 便到了浴
仙湖。 相传此湖里有天仙常来此戏水
行乐， 在此湖中上演了 “牛郎与织女”
的浪漫爱情故事。 湖边有条戏水的铜
牛雕像， 比较醒目。 漫步行走在蜿蜒
的山路上 ， 一路上明净的溪水潺潺 ，
鼻孔里不时弥漫着草木的清香和花香，
阵阵轻柔的山风吹来， 让人顿时神清

气爽， 心情十分舒畅。 难怪乎在炎热
的夏季， 这天然的避暑山林， 被人们
称为世外桃源。

之后随着逐渐陡峭的石阶山路
一直延伸， 一路上随着海拔的不断升
高， 山势越来越险 ， 道路已经只容一
个人上下。 跋涉在山谷的中间， 远远
的看到一座长长的空中悬空索桥横跨
在两座山峰之间， 桥下就是令人生畏

的峡谷。 此索桥为 “金索桥”， 是通往
天师峰的空中通道。 据说桥下山中有
金矿 ， 故称为金索桥 。 该桥全长92.5
米 ， 宽1.8米 ， 走在桥上会随风晃动 ，
让人害怕， 但有惊无险。 南端有望仙
亭， 可眺望天师峰仙山。 从山下仰望
天师峰 ， 只见天师殿若飘浮在半空 ，
时隐时现， 时真时幻。 北端有会仙亭，
相传为仙人相会之处。

怀着忐忑的心情， 从望仙亭经过
金索桥 ， 在桥上听到耳边传来阵阵
“呼呼” 风声， 不敢睁大眼向下面深谷
探望。 之后到达会仙亭后，沿着不断上
升的山路，来到有台阶350级，长114米
的“一线天”景点。 此道路阶梯陡峭狭
窄，大家都小心翼翼地一步步把手与脚
并用， 慢慢向着天师峰方向前进。

为了寻求刺激， 下山的路上 ， 我
们还特别去了丛林飞跃和最新开发的
牛头山玻璃栈道， 以及桥旁瀑布飞溅 ,
而索桥上木板晃荡的银索桥， 心中好
不快哉。 牛头山是一座生态极佳的仙
山， 此处秘林幽境， 山水碧透， 空气
清新 ， 是让喜欢探幽猎奇的游人们 ，
值得一去的好去处！

江江南南牛牛头头山山 □□郑郑建建伟伟 文文//图图

关于云南， 印象中只有一些信息碎片， 譬如滇池大观
楼的长联， 风花雪月的大理， 奇石遍布的石林， 碧波荡漾
的洱海， 纳西族人悲壮的殉情， 摩梭族人奇特的走婚等。
这些支离破碎的信息虽然来自媒体或传说， 但仍然像磁石
一样强烈的吸引着我， 令我心怀向往。 当我真实地走进彩
云之南， 这里的美景、 文化、 风情、 传说等， 如一杯杯香
醇的美酒， 灌得我迷失了自我， 一次次找不到归去的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