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在旅途

江西三清山因玉京、 玉虚、 玉华
三峰酷似道教鼻祖玉清、 上清、 太清
列坐其巅而得名。 游览三清山， 感受
大自然造化之美。 三清山之美， 美在
岩石有灵气； 三清山之秀， 秀在溪流
之潺潺； 三清山之险， 险在山崖之陡
峭 ； 三清山之奇 ， 奇在云海 、 雾涛 、
日出、 佛光等天象奇观。

作为一个在城市呆久的人， 对于
日出的记忆是模糊的， 三清山的日出
那种震撼的场面却永远无法抹去。

仲夏， 浓荫匝地， 我们来到了三
清山， 走下缆车之后， 我们开始徒步
登山。 这个季节的三清山是深浓和凉
爽的隐居地 。 连绵的山体远近参差 ，
错落有致， 水墨版的雕琢浮在如玉的
天空， 墨色松柏的剪影在晨光里加重
了画面的色彩 ， 奠定了墨痕的基调 ，
默契着与太阳见面的日子。

不知不觉中， 几缕阳光透过云层
射来几缕金色的瀑布， 峻朗的山体便
争先恐后地明亮起来， 欣欣然睁开了
眼， 刚才还在低语呢喃， 此刻早已盛
装而出 ， 贪婪地吮吸着日光的温柔 ，

忘却了昨夜的冷淡与黑暗， 挣脱了暴
雨的纠缠与挣扎， 用全新的面孔去迎
接这个世界。

三清山的奇峰擎天， 似老道拜月，
如壮汉簇拥。 每柱山峰， 都青筋裸露、
血性十足地直插霄汉 。 其中的玉京 、
玉华、 玉虚三峰为三清山的核心景观，
它们峻峭挺拔， 有如道教尊奉的天神
玉清、上清、太清列坐其颠，各具神采，
令人叹为观止； 周边则是千奇百怪的

峰林， 峰峦拔地而起， 层层幽谷迭翠，
峭壁千仞， 姿态万千， 峰石形如善变
的人 ， 随空间 、 时间的变化而变化 ，
让人无法捉摸。 如一山峰正面看酷似
“老龙祈雨”，登高30米回头再看， 则又
变成了古时的 “龙头铡” 模样。

三清山的岩石怪异， 是天公造物，
是活土孕育？ 那拔地入云的巨蟒出山、
惟妙惟肖的司春女神、 气势磅礴的三
龙出海、 引人遐思的玉女开怀、 拨云

弄雾的观音赏曲……威猛中带一点妩
媚， 浑朴中带一点狂放。

三清山的神秘传说 ， 让人敬仰 ，
引人神往。 相传东晋升平年间， 道教
理论家、 医药学家葛洪， 偕同弃官学
道的晋尚书李濂山， 上山修道， 结庐
炼丹， 被后人尊为三清山的 “开山始
祖”。 历史上朱熹、 王安石、 徐霞客等
文人墨客曾先后涉足三清山。 悠久的
历史为三清山留下了古朴完美的远古
建筑和充满玄妙神韵的文物， 使之雄
美中融和着仙幻， 峻峭中蕴含着神奇，
幽丽中闪烁着玄机。

“遥见仙人彩云里， 手把芙蓉朝
玉京。” 三清山又称作云雾山， 一年中
大约有200多个雾天， 今天也不例外。
信步走在千山万壑之间如腾云驾雾 ，
浓淡明灭， 变幻万千。 不觉深深地惊
叹于大自然的伟大与造化的神奇， 将
人类的想象力发挥到了极致。

从三清山下来， 云雾早已湿透了
衣服。 茫茫雾霭中，人宛如穿行于诗画
之中，谷风吹来，一股清凉之气濡在心
间，真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快感。 徜徉这
般清静纯洁的世界， 你会作何感想呢？
扑朔迷离， 神秘诡奇， 这三清山雨雾
中的绮丽妩媚， 读不透也描不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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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年镇远慢时光
镇远是移民城镇， 千百年来， 中

原文化、 湘楚文化、 吴越文化、 域外
文化在这里与黔文化相互影响、 相互
渗透、 相互融合， 形成了独具特色的
地域传统文化， 这是一个古老而神奇
的地方， 具有2280年的历史。 镇远民
风淳朴， 能够在小镇享受宁静悠闲的
生活， 过几天慢生活， 是十分惬意的。

天已暮， 导游安排了夜游舞阳河
的行程。 游船在一个古渡口起航， 静
水深流， 两岸是鳞次栉比的民居， 一
排排红灯笼沿河迤逦亮了起来。 红灯
笼是一个奇怪的东西， 很中国， 很温
暖， 一下就把人带入如梦似幻的意境
中去。 船在游移， 山如兽跃， 两岸的
场景如电影胶片般闪过： 桥上彩灯忽

明忽暗， 两岸行人如织， 店铺挨挨挤
挤， 人声鼎沸， 声光璀璨。 船上的人
早已乐开了花， 争着拍照， 生怕错过
了每一个变幻的场景 ， 倚着栏杆的 ，
有想撩起脚亲触水面的， 有跳到船头
张开双臂的， 有搂着身边人两手做心
字状的， 游船驶过一个桥洞， 又驶过
一个桥洞， 转弯， 掉头， 回走， 场景
不变， 只是船离岸边更近了， 看得清
岸边一排排的夜宵摊， 看得清抱着吉
他给人唱曲的歌者。 霓虹闪烁的招牌，
在夜色中如张张妩媚的脸， 撩动着四
方游客。

这种夜游的情状， 让我有荡舟秦
淮河的恍惚。 水原本是常见的， 但水
亲近得可掬可捧， 与人浑然无碍， 却
是难得。 于是整座城市也显得温柔十
足， 有如一个盈盈浅笑的少女。

镇远古巷道里， 处处都是古风遗
韵， 就连深巷宅院， 也飘溢着窖酒陈
香。 走近一家酒坊， 只见那里缸坛盖
红， 满桌壶盅。 桂花酒、 玫瑰酒、 黑
糯酒、 红枸酒……酒坊墙上， 挂着一
张李太白画像， 李白斗酒诗百篇， 长
安市上酒家眠。 青莲居士当年流放夜
郎， 如若羁旅镇远， 他定会倾尽壶觞。

著名的 “歪门邪道”， 出自镇远，
古巷道狭长幽深， 四通八达， 冲子口
巷， 仁寿巷， 四方井巷， 有山屋、 吊
脚楼、 四方井、 “付家大院”， 山庄式
院落。 我们入住复兴巷的 “全家大院”
旅店， 是清中期的古民居， 是湖南全

姓商人的宅院， 古朴幽静。 有意思的
是它的门就是 “歪门”， 凡开在小巷旁
的大门绝对不会与小巷平行， 小巷也
决不与大厅正对， 而是有意地将门的
朝向东或南， 斜对着小巷， 小巷经过
歪门后或左或右斜走了， 即所谓 “歪
门 ‘斜’ 道”， 歪门给小巷让道， 退一
步海阔天空。 从风水上看， 东和南以
南为尊， 门朝东开叫 “紫气东来”， 门
朝南开， 是富贵相门， 财不外露， 又
起到玄关的作用。

古巷道纵横交错， 走着走着有柳
暗花明、 峰回路转的感觉。 本以为前
面是尽头， 但走上去就发现几个巷子
是交叉衔连、 互相达通的， 可见古人

在建筑布局上的智慧。 巷子不宽不窄，
一缕崭新的阳光打进来， 照在青石板
和斑驳古墙上， 光束里上下翻飞着浮
尘似的颗粒， 新与旧之间， 令人慨然。

这里曾有多少脚步走过， 这里曾
有多少美丽传说， 这里曾有多少历史
故事！ 但此刻， 微风轻拂， 古镇静默，
细听桥下水波流动， 静静地， 缓缓地，
像一首纯音乐， 没有歌词， 却诉尽了
古镇千年的沧桑。 我的心如古镇一般，
静下来了。

诗与风景在远方。 镇远， 一个诗
与风景并存的地方。 千年镇远不遥远，
千年镇远慢时光———我在镇远等你 ，
等你和我相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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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古镇镇远， 关山森列， 奇峰夹峙， 欲占据滇楚， 必占据镇
远， 欲过云贵， 先守镇远， 有 “黔中门户” 之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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