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名家看中原
喜迎十九大喜迎十九大

□刘醒龙

豫北平原与太行山南麓的连接处是一部地理奇观，一边是漫不
经心的平阔野地，一边是故作惊人状的万丈高崖。去红石峡时，常常
有一种不自觉的动作，会下意识地收一收左肩，让身子往右边躲闪一
些。大约是车行方向有所改变，接下来前往竹林七贤旧迹的路上，动
作还是这几个动作，左右位置刚好交换过来了。这一来一去之间，一
左一右变换的感觉，倒也符合天地阴阳习惯，有虚必定有实，有高肯
定有低。

山用平原作为尽头，平原将山当成极限。人在这样的地理中，时常
措手不及。

颠来倒去，最苦的是飘来飘去的云。在别处无论怎么飘浮都不失
气度，一到云台山前就乱了方寸，还没弄明白所为何来，就在壁垒的山
石上撞得头破血流，再不小心又会让一马平川的平野迷糊得眼花缭
乱。想一想还真是这样，那些从淮北出发，一路北上的长云，其惯性早
已超过本来速度。云台山的突现宛如泰山压顶，没有紧急制动装置的
云，身段百般柔软也没用。运气好的还能用云的残骸做成一抹轻纱披
在树梢上，运气不到位，十有八九会被直截了当地生生塞进一道石缝，
再被冷酷无情的巨石挤压成一滴水，随手甩落在花间叶上。那些从晋
南鲁西来的高云也好不到哪里去，一座座山峰像巨掌一样将其托举得
高至天边，不曾料到云台山是刀削斧砍而成的陷阱，一直是高蹈的身
姿，还没做好猛地撤下舞台的准备，就不得不接受无可挽回的坠落，变
成无边无际的青纱帐里的一缕潮湿。

我们、我们的汽车、我们的心情就是这样的。从红石峡的山水杰
作开始，又从竹林七贤风流旧迹出发，汽车走走停停爬了大半天，一
路惊悚，一路开怀，好不容易攀上千山万壑最高处，心跳还没有恢复
正常，一朵乌云迎面挡在路中央，乌云后面更有一面看不到边的绝壁
悬崖。从乌云中掉下一些大而无当的雨滴，砸在汽车前挡风玻璃上
时，车头猛地向下一沉，砸在前方的公路后，公路也猛地向下一沉。
车随路，路随车，整个车身和整条公路顺着山体急速沉降，肉眼能及
的东西呼啸着沉沦下去，待回过神来，我们的世界已经处在一处山谷
底部。一直横亘在车窗前面的山山岭岭，也换成了一座禅色分明旳
净隐古寺。

不等我们看清楚古寺模样，以那些大而无当的雨滴作为先导的暴
雨倾泻而下，与暴雨同时到达山谷的还有黑夜。除了门外的竹林，看不
到任何其他物体。

净隐之地想必不在乎有没有灯光，而在乎有没有古道热肠。陪同
的朋友一边说，雨天好休息，一边却拉着从偌大的雨帘中钻进另一处小
院，那么大的雨，两把伞都挡不住，只为替他们写上四个字：净心正影！
自年初左右手拇指先后患腱鞘炎，已有半年没动毛笔，有此四字美意，
到底还是忍不住了，哆哆嗦嗦运笔，颤颤巍巍弄墨，写完再看，还真是雨
夜写的，从起到止，由挥到落，别的没什么好说，处处滋润却是前所未
有。搁下笔，收起纸，再回住处，正赶上暴雨稍歇，沿途尽是漂浮在路面
上的先前被暴雨打落下来的灯光残骸。

屋檐上夜雨如注，天黑之前能看见十几米外的断壁，在深深的黑暗
中发出黑黑的大水声，感觉四周早已成了瀑布。一夜水声，将梦乡淹了
一次又一次。一夜雨响，将长夜敲碎成一段又一段。随着天亮前落下
最后一滴雨，加上突如其来的一声鸟叫，窗外突然出现寂静。

晨起，信步走开，悬崖上生长的各种植物脉脉地伸过来，正如温
情初恋意想牵手却又含羞于咫尺之遥，随着小路的每一次弯曲，或是
与悬崖面面相觑，或是与悬崖若即若离，都是有情人之间某种特别情
愫的下意识回应。那用一夜暴雨凝结而成的巨大露珠，不是映照山
水而是山水本身。每一枚露珠都配得上一次驻足，也配得上在一枚
露珠面前对另一枚露珠的深深流连。也是这山谷太安静了，那些偏
爱热闹的花，比如桃，为了幽绿的枝与叶，早早抛离了骚艳的红粉。
都说每走一步就能碰上一只猕猴，实际上，只遇见几只乌鼬，两条腿
加上两只翅膀的飞禽倒是有几百只。那些做了这山谷主人的猕猴，
显然懂得入乡随俗，学会享受寂寞与寂静。这看上去四面都是绝壁
的山谷的确配得上“净隐”二字。

走走停停，弯弯绕绕，重新来到净隐寺前。绕山谷一周正好三千
步，感怀如同微醺，有一点酸汗，也有一点小喘。如此让人恍然有悟，从
太行山深处狂奔而来的云台山，忽然遇上净隐寺时，不得竭尽全力猛地
停下来，收住了心，收住了脚，好不容易收住了最大限度前倾的身子，再
将剧烈的情绪，尽数缓解成弥漫在山谷里的酸酸芬芳，隐隐喘息。

看看手表，指针正在六点上。指着清晨六点的指针，与寺门前的
一座铁塔，奇妙地重合在一条线上。铁塔前巨大的香炉一反常态，既
没有香烛气焰，也没有香烛烟熏。一夜暴雨，将铁塔洗得清清爽爽。

寺门大开的古寺比紧闭时更静。让人情不自禁地将跨进门槛的
那一步迈得格外小心。一只麻雀在寺门后的台阶下忘情地啄着什
么，细细一看竟是映在不锈钢框架上麻雀自己的影子。与麻雀做伴
的是一个男人。小麻雀没有理睬我，那男人也像麻雀一样只顾忙着
手上的事，或将盖上盖子的香炉打开，或将被夜雨淋湿的红布黄绢一
一弄得舒展。在寺庙内行走了一遍，那男子则将手头上的事做得差
不多了，与他点点头，他也会还一个点头礼。说了几句话，知道他是
庙里唯一的居士，本来还有一位女居士，前些时离开了。寺里也是唯
一的僧人，一个星期前去了五台山，至少还要一个星期才能回来。断
断续续地，每说一句话，就觉得这净隐寺又净了几分，那在深处隐蔽
着的东西也多了几分。就像刚刚见到的刻在后山岩上的那些佛像，
净隐寺也是藏得够可以了，还要往寺后去，到寺后还不说，还要到寺
后丛林掩映的山岩上。

没有经历低谷，也没有见识高山，只是裸隐。
既不知道低谷，也不知道何为高山，也是裸隐。
再大的雨水落到地上终归是一种潮湿。
再妙的奇境其真相都在于欲有所隐，心有所净。
初夏的太阳在夜雨中洗净过，酣睡过，载我们的汽车一样的洗过与

睡过，那声喇叭里饱含清新味道。
等到离开山谷时，才感到佛殿后面的外墙上有几句话同样很有趣，

虽然上面提示是佛经经典名句，分明是人世中常说常用的话。比如，人
生在世如身处荆棘之中，心不动，人不妄动，不动则不伤。如心动则人
妄动，伤其身痛其骨，于是体会到世间诸般痛苦。最妙的还是那句：不
可说！这些话，都可能用来体会净隐寺本身。如果是与净隐之地隔山
隔水的大千世界，除了不可说，还可不说。3

□鲁敏

走在开封市中心的中山路大道上，
脚步委实不敢太重，呼吸委实不敢太
粗，话音委实不敢太高。因为这是一座
性格很“轴”的城市，不好惹，绝不敢放
肆。开封建城迄今 4100 余年，八朝都
城在此地繁华兴衰，可它就是这么一根
筋、老派头、一条道走到底：4000 余年
的城市中轴线就从未动过一丝一毫！
想想啊，4000 多年，亚马逊河都变瘦
了，北极冰山都移动了，动植物种都变
迁了，人类基因都转化了，这一条街为
什么就不动？这个“轴”真的已经轴到
了世界境界了：全世界唯一一座城市中
轴线从未变动的都城。

因此当你走在这样的一条中轴线
上，我想你一定会跟我一样，脚步高高
抬、轻轻放：你只要想到，这道边的路
牙子上，曾经有魏国的车马歇下来饮水
打尖，这路边老树的荫下，有后梁的汉
子拭汗笑谈，这路边的高大店铺，曾出
入飘动过宋朝男女的衣袂，响起过金锭
碎银那悦耳的叩击声，你就真的没办法
若无其事地高谈阔论举手投足。不免
有点历史车轮辚辚而过之想，有上古血
液延绵流淌之念，有前追古人、后望来
者、当下躬逢之幸，更有肉身渺小时间
庞大、忽忽流转却又止于此道之叹。

开封本地人，行于道上，夹杂在熙
熙攘攘、大惊小怪的游客中，平静谦
逊，笑而不语。他们拐个巷子，很平常
的口气：要不去看看城墙吧。

一身古代服饰的导游姑娘说：“您
猜猜？我们这脚下，共有几座城？”这
竟是个问题？这还能猜的？莫非我倒
要 伸 出 一 个 巴 掌 来 一 一 扳 手 指 头 ？

“不，您一个巴掌，可不大够用。”
六座。这平平整整、并无奇异的水

泥地、柏油路与大理石下头，有六座城
池。其叠压层次之多、规模之大，不仅
在中华文明史上绝无仅有，在世界考古
史和都城史上也属独一无二。

黄河高悬在侧，千古汹涌，数度堤

决水崩。战火连绵，兵荒马乱，草民流
离。时疫来袭与饥灾荒年。滚滚黄沙
与风侵日蚀。各种你能想象到的自然
或人为的，主观或客观的，时间与历史
的，权衡与取舍的，都在开封的天空
下、大地上惊心动魄地轮番发生过。繁
华 雄 都 ，转 眼 成 淹 城、成 芜 城、成 空
城。这座城基，像是被神秘的亘古之手
嵌入了一个惯性动作般地来回切换镜
头。“眼看他起高楼，眼看他宴宾客，眼
看他楼塌了。”古戏文里的唱词，像是
开封城的旁白与回声。可等一等，这可
没唱完，“高楼塌”的悲凉哀吟中，倔强
的开封子民，用生生不息的肉身凡躯又
唱出了高亢裂帛的下面一句：“它塌了
我再起。”

或也算是城如其名啊：开封，开封，
封了我再开。因此这里不是庞培、巴比
伦或迦太基，也不是埃及塔尼斯、秘鲁
马丘比丘或印度桑吉。世界上那样多
同样辉煌、同样骄傲的城邦旧址，而今
只有残壁、古塔或墓群，有风蚀到看不
出任何肌理的建筑群遗址，除了游客，
那里已不再有人类吐纳的气息与体
温。可是开封呢，不仅依旧，甚至更热
闹，什么都发生了可又什么都没有改
变，依旧红男绿女热气腾腾地耳鬓厮磨
着。再怎么被封存，它也还是要重开河
山重启日月地开。

正因为有了他们这种历朝历代、一
以贯之的中原土性儿，就直到今天，开
封城还是在原址上“折腾”，拆或挖呀
建，然后呢，顺道儿的，还歪打正着地给
这座顽皮又神秘古城挠个痒痒、变个魔
术，让它在不经意间掀起一方小衣角，
透露点尘封的往事出来。于是乎，人们
看到，考古人员一次又一次地被拖到各
样的城建或道路施工现场，并一次又一
次地带来令世人惊讶和冲击的发现，在
那些目前只能发掘到局部的横截面里，
你会赫然看到这样的奇观：城摞城、墙
摞墙、路摞路、门摞门、马道摞马道。简
直就是叠罗汉、搭积木或俄罗斯套娃
啊。真真叫人无以为叹、结舌穷辞了！

正由于这座城池及其子民们绝世
无双的轴劲儿，我们才一方面拥有最古
老的开封，同时又拥有着这四时行焉、
万物生焉、活色生香的当下开封。

代表着这种惊若翩鸿、活色生香之
最高形式的，则属清明上河园里的山水
实景表演“东京梦华”。

梦华之前，一派平静山水，满满又
空空。梦起，则声光电舞，目迷五色，
耳听神曲，地动山摇，迢递不绝，幻化
迷迭，实可谓堂皇之极，好像全人类自
有创造以来的一切高大美好，都已召之
即来！而终要梦落，于是挥之梦去，眼
前复又是一派平静山水，万籁俱静，人
去楼散，清月无载，空空又满满。回头
细想一下，这一场大宋繁梦，曾经发生
了什么，史官所记下的是什么，这里所
表现和截取的又是什么？而再次折射
到观者耳目之中的，又剩下些什么？历
史无情，记忆截图与反复流失更是无
情。整场东京大梦，不过也就是那几阙
文人诗词，那几声炮火轰隆，那一团火
烧宫闱，那半日市井宵小，那总角之交
的背影，那婚嫁霞帔的大红：多么简洁
而神圣的无情，无情到大苦大淹大义
大喜。

灯火明灭，出了清明上河园，游客
们往往会到夜市上去。宋以前的古人
们，像处于精进的青年时期，一派清规
戒律、正襟危坐，对享乐事务，或者不
为，或者可为而不可言传。直到大宋，
像一个自在的中年人了，成熟自信自
在，于是有了非常多元的享乐方式以及
多维度的夜生活。最起码，夜宵这一风
气，引领至今，且越演越盛。有露天有
室内，有烧烤有海鲜，炒凉粉牛肚串儿
杏仁茶红薯泥。坐下来，点上几种，吆
五喝六地吃上，齿舌安逸中，真有一种
隔世穿越的恍惚，对面那灯影里忙活的
卖食老者，他那灵活老到的手势，那一
口好像闷着嗓门讲的开封方言，跟千年
前，估计都没有走样儿，肯定走不了，
因为这里是开封，因为这是一座“轴”
城。3

□李琦

河南日记一则
这更像是一出长剧
那些千百年前的先贤，名流
活色生香地，扮演古人
即他们自己。而我们
本色出演，作为今人登场

舞台辽阔，万物皆为背景
天地是观众，沉静仁厚
看古今轮转，看岁月巨大的掌纹里
一个叫做河南的省份，起伏兴衰
就像蜿蜒的黄河，像云台山的晨雾
像一杯信阳毛尖，像河南人的口音
具体，可感，特色独具
你却无法，用最准确的语言
将那风貌和风貌中的精髓
一一准确说清

仰望
大卢舍那像
和你对视的瞬间
我再一次和从前一样
堕入感动的深渊

伟力的显现，竟如此安详静美
毫无声张的智慧，让人晕眩
一瞬间，我找准了自己的位置
在低处，谦卑、虔敬地仰望

仰望鬼斧神工的奇迹
仰望心愿造就的气场
仰望神灵的雍容之美
仰望，原来也是一种法门
我以仰望之姿，看到了高

2017年 5月，龙门
我仰望一片陡峭之中的菩萨
他们陪伴我们，经历人间的苦乐
我仰望穿越岁月的石窟
那照耀着石窟的奇妙光线
以及，那赐予这光线的
万古不语的天空

这样的地方
在河南，我脚伤复发
像是暗喻和告诫
不同凡响之地
风流人物，灿若星辰
在这里行走，每一步
都需恭敬、谨慎

中国宫殿最多的地方
梦想多，积怨深，尘埃重
更迭的朝代，众生轮回
太多的绚丽缤纷，太多的繁华落寞
最复杂的故事，最深重的心机
最销魂的美，最刺骨的痛

在河南，你会经常出神
一道城墙，一口钟
一杯茶，一种酒的名字
都来路久远，让你瞬间恍然
那远在天边的，此刻，就近在眼前

在河南，适合治愈自恋
原来，你对自己的国家所知甚少
历史与传说，有时
会让你惊出一身冷汗
又会让你长久地陷入沉默
悲凉与欢喜，如落木如江水
这边萧萧而下，那边滚滚再来

你还会知道，人在世上逗留
确如白驹过隙，尤其是
当你看到友人手腕上
那只见多识广，早已高龄的玉镯
当你推开博物馆的大门
望着那些历尽沧桑的物件
听眉眼尚存稚气的姑娘
将几千年前的习俗，娓娓道来3

□叶弥

河南，谁不心向往之？
最初对河南感兴趣，是洛阳牡丹。牡丹

是国花，又叫洛阳花。以一座城市命名国花
的，不多见吧？

宋代，牡丹栽培中心由长安移至洛阳。姚
黄、魏紫、赵粉、豆绿固然清雅可人，但我最爱
洛阳红，因为洛阳红最好养活。我养牡丹九年
多，历史不长，但牡丹的品性大致了解。江南
多雨，春夏潮湿，土质黏结不通，不利牡丹生
长。我养过很多品种的牡丹，至今院子里存活
的老牡丹，只有洛阳红。不管旱涝，年年春天
怒放，把简陋的小院子染得生机勃勃，仿佛明
灯，照亮人心。来看花的人，不说品种高下，首
先去它边上欣赏。即便是稀品“首案红”，红中

带着紫，富贵无双，也没有它这么通透坦白，亲
近人心。亲近不需要理由，跟着感觉走。

以一座城市命名花色的，不多见吧？
我没去过河南，当然也就没去过洛阳。

但是我自认为很熟悉洛阳。因为我的小院子
里牡丹花开的季节，我几乎每天都会想到洛
阳花开满城动的景象。

那么，现在我就来说说我梦想中的洛阳
吧。这是一个人的白日梦，以洛阳牡丹花为主
角，把河南各地方的风景名胜一股脑儿做成背
景，把河南的诸多迷人因素放在一起，是自我迷
醉。这个不难做到，我看过河南的许多风景资
料图片，还有电视上的画面。这种白日梦有一
个显著特点：让你在短时间与梦想之地亲近。

好了，现在坦露我的小秘密吧。我在我
的小院子里牡丹花开的季节，想到的场景是：

一座伟大的石窟，石窟边上一座名闻遐迩的
山，山上一座古寺，寺周围，漫山遍野的牡
丹。当然是唐朝以后的牡丹，各种颜色都
有。山下，有一条古老繁华的街。

初夏，走进河南，到洛阳，亲眼看到龙门
石窟，才明白听到的了解到的细节和掌故，不
提供“震撼”两个字。若你有一天到龙门石
窟，亲眼看见这座伟大的石窟，你会知道，你
的梦想不值一提，在这里，一切细节都化成无
比宏大的音符，占据你的身心和灵魂。当我
回到我的小院子时，我发现，我的梦想，我的
劳作，都成了虚无。这是一个典型的现实击
溃梦想的例子。换句大白话说就是，我回家
以后，很长时间内，不再构思什么牡丹花与它
周围的场景了，我全部的身心，还在回味那座
伟大的石窟。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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