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下午4时， 我们到达了武当山下，
打算第二天一早登武当山。 到底是名
山脚下， 连这小镇也是异常繁华， 满
街都是南腔北调的游人， 满耳都是武
当特产的叫卖声。 而卖得最多的当数
武当剑和绿松石 ， 三五步便是个店 。
小镇的夜色也是很美的， 亮化工程做
的很好， 把镇子照耀得如同白昼， 让
人不由自主地想多游荡一会。

次日早7时半， 出发前往武当山。
乘座武当山景区的班车在山里蜿蜒着。
公路像正在爬行的蛇， 又像首尾相连
的 “S” 群， 游客在车里被摇来晃去，
不一会儿， 有游客开始呕吐起来。

到了琼台， 乘上了去金顶的缆车，
透过缆车玻璃向下看， 没有了身在陆
地上实实在在的感觉， 有的是那种俯
瞰大地， 雄视万物， 把万事万物踩在
脚下的豪迈。 地面上树是倒着的 ， 人
是倒着的， 一切都是倒着的， 真是视
角不同， 感观也不一样。 于是， 我想
起了一句宋诗 ： “横看成岭侧成峰 ，
远近高低各不同”。

正是 “万山红遍， 层林尽染 ” 的
暮秋时节， 满山的树叶被秋霜点染得
美轮美奂， 就连画家、 诗人们见了也
只有目瞪口呆的份， 找不到如何准确

地去表达了。 登上了金顶， 极目四望，
真是 “峰峦如聚 ， 波涛如怒 ”， 引用
“会当凌绝顶， 一览众山小” 来形容再
恰当不过 。 而近处的山峰挺拔高峻 ，
似乎都向金顶微微地倾斜着， 这大概
就是 “七十二峰朝大顶 ” 的奇观了 。
远处的山峦渐渐地低下去 ， 淡下去 ，
云雾就在那山山岭岭间游走， 而那些
山峰就成了一座座孤岛， 阳光洒在云
彩之上， 放射出耀眼的银辉， 游人好
似身临蓬莱仙岛， 又好像置身茫茫天
宫， 都不由自主地成了云中仙子。

在金顶一侧， 竖有一块石碑 ， 石
碑是竖立着的， 上书 “武当之巅”。 在
石碑旁照相的游客排起了队， 纷纷将
这一象征武当山的石碑纳入相机之中，
以此来记录和证实自己来过这座举世
闻名的道教名山。

上山时， 由于先是坐班车 ， 后是
坐缆车， 因此十分轻松。 而下山时则
不同， 我们选择了步行 。 道路是清一
色的梯道， 一会儿上， 一会儿下， 没
有几步平坦的路。 细看这些梯道， 一
样的石头， 一样的工艺， 每块石头上
都留下了工匠们用錾子凿过的痕迹 ，
在这茫茫大山之中， 修建这满山的梯
道， 是一项多么浩大的工程啊。 望着

这些梯道， 对武当山又多了一份敬意。
我们一行八人， 走梯道的方法各

不相同， 有的是慢条斯理， 边走边看
风景边拍照片； 有的是一路小跑， 好
像是想验证一下自己的体力； 还有一
些人走走停停。 走了几座山， 一问路
人， 说， 还远着呢， 这时， 那几个开
始就蹦蹦跳跳一路小跑的人， 腿是又
肿又胀， 便在道边的小商店里买了些
白酒擦着。 而那几个一直都不紧不慢
行走的人， 还是那个样子， 热情不减，

一路上谈笑风生着 。 一同行者笑道 ：
走路跟做事一样， 不仅要有热情， 还
要讲究方式方法， 才能达到好的效果。

下午1时 ， 终于下山 ， 匆匆就完
餐， 便向太极湖方向驶去。 去太极湖，
主要是因为央视曾播放过的一则广告
“问道武当山， 养生太极湖”。 2时许，
游览碧波万顷的太极湖， 绝对地放松
了身心， 着实休闲了一回。

此番出游， 时间短， 行程紧 ， 感
觉很累， 但身心愉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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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到湖北， 感觉湖北的山势较陕南平缓一些， 没有雄奇
伟岸的山形， 没有锋芒毕露的姿态， 唯一能让人记住的是山上的
石头， 密布于大地之上， 挤占了很多空间。 感叹之际， 一同行者
说， 造物主是最公平的， 不要看这里石头多， 就是贫瘠之地， 其
实， 这些石头却蕴藏着许多宝贝， 就拿潭山镇来说， 就是出产黄
玉的地方， 那里的黄玉在国内是很有名气的。 听此话， 让人对潭
山镇多了一份向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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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人在在旅旅途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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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时候就知道革命圣地延安， 心中
一直憧憬有机会去看看那片红土地。

今年5月， 我们几家人相约到延安，
缅怀革命先烈， 重温红色记忆， 去看看
那片魂牵梦萦的神奇土地 。 按照行程 ，
次日我们决定到甘泉县， 看看尚在开发
中的甘泉大峡谷。

甘泉是革命圣地延安的南大门， 历
史悠久， 文化积淀深厚， 县域内历史文
化遗产和自然景观较多， 有白鹿寺、 马
超洞、 香林寺等历史文物， 也有陕甘边
苏维埃政府旧址、 中共陕甘省委陕甘边
特区政府驻地等红色革命遗迹。

位于甘泉县下寺湾镇雨岔村的甘泉
大峡谷 ， 是一个尚在开发中的景区 ，
2017年3月才被人意外发现 ， 并通过微
博、 微信等媒体广泛传开。 甘泉大峡谷
分布于甘泉县下寺湾、 桥镇、 东沟等地，
由多条峡谷组成， 峡谷缘起亿万年前的
强烈地震造成地表被切割成缝， 及亿万
年间的山洪冲刷后， 慢慢形成这样独特
自然地貌。

甘泉大峡谷属丹霞地貌， 风景堪比
世界奇迹美国羚羊大峡谷。 目前被发现

纳入景区的峡谷有几处： 花豹沟、 龙巴
沟、 牡丹沟、 桦树沟峡谷、 月牙沟峡谷、
蛇河沟峡谷。

甘泉大峡谷中每个峡谷之间都有几
公里的距离。 几条沟地质各有特色， 峡
谷经过数百万年的风 、 水和时间雕琢 ，
形成奇妙的自然风光。

当天， 我们到了龙巴沟、 牡丹沟和
一线天。 沟口有标牌， 当地村民在卖一
些矿泉水和小吃。 进入沟内还是原生态
的土路， 周围没有商家， 没有广告， 没
有浓浓的商业气息， 一切都是那样的自
然， 那样的纯朴， 那样的让人舒心。 在
这样的环境里， 漫步山水间， 亲近大自
然， 呼吸新鲜的空气， 让人心旷神怡。

龙巴沟，长约2000米，是一条十分狭
窄的沟，许多路段需要侧身、倾屈、爬攀，
才能通过。 我们沿着一条土路往下走，进
入一条山沟，继续前行，不久到达龙巴沟
峡谷。 进入谷口，两侧山势险峻，深涧峭
壁， 我们在石缝中一步一步往前挪动，三
步一弯，放眼望去，眼前是陡峭的石岩，岩
石光秃，没有绿草。整个山谷静悄悄的，连
鸟鸣声都没有。 抬头望天，七彩的阳光折

射石缝中，岩石上部与底部不同，生长着
茂盛的小草和树丛。

我们去的那天， 风和日丽， 阳光正
好。 阳光透过狭窄的裂隙照在奇异复杂
的岩石上， 岩石的颜色也随之变换， 黄
中有红， 红中有绿， 绿中有蓝， 刻划出
一层层、 一幅幅流畅的波纹曲线， 并在
岩壁上折射出五彩缤纷的迷人色彩， 在
不同时间、 不同角度的光线照射下， 色
彩也在发生不断地变化， 让人感觉处在
如梦如幻的光影世界之中， 感受大自然
的神奇美妙。 峡谷景色， 一步一景， 色
彩斑斓， 浑然天成， 别有一片洞天， 令
人叹为观止， 无比震撼。

只有身临其境，亲眼目睹了大峡谷芳
容，才能感受峡谷的美，才能体会到大自
然的神奇，感受到大自然的鬼斧神工。

这次旅行， 非常遗憾的是， 风景最
美的桦树沟由于道路施工， 没有对外开
放， 也便未成行。

返回途中， 尽管大家身体疲惫， 各
个却精神饱满， 感到游意未尽。 几家人
商量， 再过几年， 我们还要到延安， 还
要到甘泉大峡谷， 探寻这片神奇的土地。

■■带带你你旅旅游游 探访甘泉大峡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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