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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阳离昆明约300来公里， 境内
全是崇山峻岭，山山岭岭遍布形式各
异的梯田，其气势之磅礴，面积之广
阔，堪称世界一绝。 世代居住在这里
的以哈尼族为主的山地居民，休养生
息，默默耕耘，过着宁静的田园生活。

元阳被外界知晓，是由于这里的
梯田。

上世纪80年代，一批中外摄影家
用镜头把元阳梯田推出了中国，推向
了世界，因而使这片神奇的土地让中
外摄影爱好者梦寐以求。尤其是入冬
以后，这里有放水浸田的习俗，田中
无稻谷， 梯田呈水平面层层透亮，闪
现出银白色的光芒；田埂线条清晰可
见，弯曲有序，从而凸显出梯田婀娜
曲折的轮廓。 春节前后由于大雾弥
漫， 更是经常可见变幻莫测的云海；
而元宵前后，野樱花、野木棉花、野桃
花和棠梨花把整个山头染成红一片
白一片，绚丽非常，极为壮观。 因此，
每年的冬春二季，中外摄影爱好者蜂
拥而来，成就了多年的元阳梯田摄影
热。

在当地人的指点下， 隆冬时节，
我走进了元阳，用镜头记录下如诗如
画的元阳梯田，近距离去感受那大地
的艺术。

赶到元阳，虽然才下午4时许，但
大雾笼罩，天气阴沉，满天是厚厚的、
低低的浊云。粘湿而冷酷的寒雾弥漫

于整个山谷。为了找到一个在日出时
拍摄梯田的好机位，我次日起了个大
早， 驱车赶往30多公里外的多依树。
沿着蜿蜒曲折的盘山路行驶了一个
多小时， 离目的地大概还有10来公
里，山路旁早已停靠了一长串的各种
车辆，整个山区被云雾掩映得扑朔迷
离。平日汽车在行驶时那刺眼的远光
灯，这时也显得暗淡无力。 我们只得
下车靠着打火机和便携小电筒的微
弱亮光， 高一脚低一脚地徒步行走。
忽然，起风了，雾海慢速滚动起来。这
时候，才隐隐约约看到漆黑的路上行
走的全是背着大小摄影包，扛着脚架
的摄影发烧友。好不容易赶到多依树
拍摄点的山坡，从上到下，只要能站
住脚的地方早已被先来者捷足先登
了，我们在云山雾海中深一脚浅一脚
地随着人流走下路基，寻找能够撑起
脚架的立足之地。 然后，在黑暗与寒
冷中静静地等待曙光的到来……

一会儿，东方开始泛白，层层叠
叠的梯田开始在晨曦中若隐若现，波
光粼粼， 宛若一幅极其淡雅的水墨
画。 天慢慢亮散开来，晨光穿破云层
直泻在梯田上，像万级银梯，依着山
势，从山脚一直延伸到山顶，远远望
过去，就像一幅水印木刻版画。突然，
一轮红日喷薄而出，太阳呈逆光角度
驱散晨雾， 层层梯田渐渐染上金黄，
随着太阳的升高而不断变幻， 金灿

灿，亮闪闪，流光溢彩，如诗如画，如
梦如幻，让人目不暇接。这时候，人山
人海的拍摄点上， 除了此起彼落的
“咔嚓”“咔嚓”声，再也听不到其他声
音。太阳出来了，但雾并没有散尽，水
汽蒸腾 ， 雾霭好像给它们披上一层
薄薄的轻纱。不相识的摄友们开始闲
聊，相互交流摄技，探讨各自的“长枪
短炮”，欣赏自己的得意之作……

为了拍摄日落时梯田美景 ，下
午，我们去了老虎嘴。

日落时的元阳梯田，同样让人震
撼。 站在高高的老虎嘴上俯视，参差
错落在千壑万岭的梯田尽收眼底。极
目远眺，云雾、阳光、彩霞，五彩斑斓。
层层梯田与云海、森林、村庄组成一
幅奇妙的图画。 老虎嘴因地势高、坡
度大，俯拍的梯田立体感强，颜色的
层次感也很强烈， 特别有航拍的感
觉。离视线较近的梯田当然是最引人
注目的。 日落时，夕阳、晚霞、天空全
都倒影在梯田里， 千山万壑如诗如
画。 随着夕阳余晖的逐渐散去，光线
变暗，梯田也变幻出绮丽的色彩。 而
离视线最远处的那一片，则是云海缠
绕，宛如仙境。面对这瞬息万变，梦幻
般的美景，我乐此不疲，不停地摁下
相机的快门……

透过相机的取景框，看着那水平
如镜的梯田从座座山头层层延展下
来，交汇成万顷良田，我仿佛进入了

一个静谧的史前世界，感受到了一种
原始的荒原之美。

我曾多次去过阡陌纵横，线条流
畅的湖南紫鹊界梯田，也曾用相机记
录过连绵起伏，辗转蜿蜒如龙脊一般
的广西龙胜梯田，现在我正面对着被
称为“大地雕塑”的元阳梯田，虽然它
们地域各异， 但行云流水般的线条，
酣畅淋漓的韵律， 鬼斧神工的造型，
如诗如画的意境，都曾使我无数次地
因惊叹和震撼而流连忘返。

为了生存，世代居住在偏僻山区
的苗、瑶、侗、壮、哈尼、汉等多个民族
的先民们，在雄浑磅礴的山体上随山
势地形变化而垦殖， 并引来山泉灌
溉。 他们在创造物质文明的同时，努
力追求一种与自然的和谐。他们不是
挖山不止，而是因地制宜，不是征服
自然，而是善待自然。 既满足了生存
的需要， 又保护了山区生态系统，雕
塑了壮美的大地文化艺术，完美地演
绎出人与自然互促互补、天人合一的
人文精神。

我在再次摁下快门的那一瞬间，
感受到的已经不再是梯田的形式美，
它的壮美、它的平衡、它的多样与统
一，正是一代又一代的中华儿女亲近
自然、顺应自然、善待自然，与自然和
谐相处的内在美。这是先人们留下的
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而这，不正是
今天“建设生态文明”所需要的吗？

回眸雷锋，心底升起无限的崇敬。
哦，年轻的战士，你飒爽英姿，气宇轩
昂，似挺立青松。 你胸怀伟大祖国，肩
荷战斗的钢枪，庄严的气质别样风采，
闪闪的红星衬托戎装。雷锋，是潇湘的
“一张名片”，写满家乡的荣光。

回眸雷锋，想起无私的榜样。 哦，
与生俱来的好人，你一生助人为乐，善
事多多，大爱无声，如春日的和风让人
温暖。 于国，满腹精诚，于党，葵花向
阳。 双十年华因公殉职，血染的风采，
令人由衷敬仰。 螺丝钉虽小， 作用重
大。 雷锋，是中华儿女的“精神标杆”，
激励着后来者昂扬向上。

回眸雷锋，感叹崇高的榜样。 哦，
英雄的军魂， 你是熊熊火把， 燃烧自
己，光耀天地。 钻石，从不知道自己闪
闪发光。短暂的人生英年早逝，无悔的
青春诠释人生价值，赤胆红心，赢得百
世流芳。 毛主席题词，永远流光溢彩。
雷锋，是天地间“一座人格丰碑”，让行
人驻足久久缅怀。

回眸雷锋，不禁心潮激荡。 哦，伟
大的先烈，你的情操是那样高尚。50年
过去了， 岁月没有遗忘， 时代把你呼
唤。 雷锋作风不会过时， 英雄的名字
永 不 褪
色。 你思
想 的 超
脱， 人性
的 光 辉 ，
影响着几

代人的成长。看当今学雷锋风靡全国，
点燃激情，瞧神州大地爱心传递，呈现
“红雨热浪”。榜样精神温暖社会，净化
心灵， 美德传承催生出许多 “当代雷
锋”，激活着许多人的思想。 人们登攀
你的精神高地， 学习你优秀的思想内
核，喜看大中国，向善成了时尚。雷锋，
是一杆“引领的旗帜”，永远在共和国
的上空飘扬！

是的，离开的只是雷锋的躯体，不
朽的精神，感染着世代炎黄。看各条战
线， 瞧举国城乡， 无处不有雷锋的身
影，雷锋的形象。 历史不会忘记，危难
时刻，从山洪地震暴发，到冰灾从天而
降，多少勇士成为“当代雷锋”，临危不
惧，奋战前方，勇于担当。日常之中，在
需要帮扶的人生旅途， 在渴望爱心的
“生活荒原”，多少人踏着雷锋的足迹，
践行雷锋的言行，伸出援手，为他人送
去温暖。

“湖南出雷锋，芳名远播交口赞。举
国缅英烈，美德长留世代称”。将来的将
来，多少年后，当岁月流逝到久远的纪
元，当时代换了人间，长江黄河，仍涛声
依旧，龙的传人，代代将雷锋唱响：“学
习雷锋好榜样，忠于革命忠于党……”

在那个油菜花开的地方，
静谧地仰视着天堂。
慈祥的微笑，
依然挂在脸上；
硬朗的眉梢，
印刻着你的坚强。

每一次踏上，
这条铺满鲜花与绿草的田埂；
汹涌的波浪，
就狠狠地撞击我的心房。
有多少路，
走过后才知道滋味；
有多少爱，
失去后才懂得珍藏。

曾经， 多么淘气，
总害怕
你伸过来的臂膀。
总以为，
你的胡须会扎痛我稚嫩的脸庞。

曾经， 多么叛逆，
总喜欢
挣脱你有力的手掌。
总以为，
那是你针织的温柔羁绊。

多想， 回到这温暖的怀抱。
那坚实的臂膀，
撑起一片阴凉，
遮着我避开这旅程的悲伤。

多想， 回到这温暖的怀抱。
那宽厚的手掌，
会织成道道路网，
牵着我穿越这人生的迷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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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这温暖的
怀抱

好几个阳光的午后， 我总是这样
不紧不慢地翻阅着怀彧兄的散文集
《大地零食》， 间或听听窗外树叶沙沙
的私语， 看看秋阳穿过窗帘缝隙， 静
静地泻到书案上的光斑 ， 发会儿呆 ，
仿佛有某种禅定的意味， 久违了， 这
滋味。

当怀彧兄选择 《大地零食》 这一
篇名作为集子的书名时， 我想， 对人
生、 生死都有异于常人感悟的他， 在
这里是一定另有不可言说的 “大化 ”
境界 。 怀彧兄虽然只说了童年时代
“我的零食在广袤而幽深的大地上。 而
大地从不吝啬。” 毕竟， 我们的所有一
切都是拜大地所赐！ 台湾星云大师来
长沙作书法展览时， 其中一幅 “无尽
藏” 曾令我念念不忘， 人固 “寄蜉蝣
与天地， 渺沧海之一粟。” 然而江山无
尽， 天地无私， “取之无禁， 用之不
竭， 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 而吾与子
之所共适。” 大地的天性就是善良、 淳
朴、 勤劳、 谦卑、 友爱、 宽容、 和平、
正直、 追求……大地给我们智慧、 给
我们风、 给我们水、 给我们零食。 泰
戈尔在 《飞鸟集》 里写道：“上帝在等
待人类在智慧中重新获得童年。” 大地
就是包容一切、 给予一切、 吞吐一切
的上帝， 我将努力重新获得童年， 重
归赤子， 做一回大地最纯真的零食。

怀彧兄的语言自信， 从容， 纯净，
灵动， 一任天然， 毫不做作。 寓深远
于朴素， 寄激情于安静， 将感情与思
想的激流天衣无缝地渗透于慧达而细
腻的字里行间。 当然， 文字的背后是
思想， 是人格， 是灵魂。

在这个浮躁的年代， 人们行色匆
匆， 快步赶往自己的方向。 几乎没时
间注意两旁的风景， 也就忽略了许多
美丽的事物。 而怀彧兄正是在经历了
一次生死的考验之后， 原来那一公里
路上灿烂的阳光， 开始直射进他的心
中， 使他看到了不同的风景， 心灵也
变得晶莹剔透。 那内心之光， 就是爱。

他有爱， 他也在不断地言说表达着爱。
他说： “对生命， 每一种关怀都是大
恩。 将感恩作为一种生活方式， 学习
您的真诚与博爱 ， 沉淀浮躁与不安 ，
消融怨艾与喧嚣， 立足新起点， 活出
新境界， 努力不辜负这经历过九磨十
难、 承载了千恩百惠的新生命。”

一切景语皆情语。 这些爽洁 、 宁
静的文字里所包含的精神家园、 生命
航标和珍爱亲情， 弥漫着沉郁的人生
况味， 闪烁着澄明的智慧之光。 人生
是如此复杂但却纯真、 质朴， 如此大
千世界， 我们都需一条小路， 一片净
地去细细地品味， 修炼自己， 用心感
受美妙人生。

怀彧兄是勤勉的。 他所从事的工
作， 非常繁琐， 每天开会、 听情况汇
报、 隔三差五要下乡调研。 他说 “忙
碌” 是一种生命的需求， 他说： “我
理所当然地忙碌起来了。 我知道， 这
是我生命能量再度焕发的动力之源。

我一边品读 《大地零食 》 这本集
子， 也一边在揣摩怀彧兄给每一辑的
分类和定位的真正意图。 从 “熟风景”
的画意中， 我看到了仁爱， 从 “地花
鼓” 声响里， 我听到了乡音， 从 “在
这里” 的相对静止中， 我感到了执着，
从 “这两年” 的时光中， 我握住了真
诚， 而从 “白月光” 的色彩中， 我领
略到的是 “不是风动 ， 也不是幡动 ，
而是心在动” 的大彻大悟。

在沉静的光芒中， 放下怀彧兄的
《大地零食》， 静坐观想， 我看到了时
间， 看见了自己的影子， 看见了自己
的心魂 ， 仁爱 、 亲情 、 童年 、 大地 、
月光、 田园、 诗歌， 这不正是我们喜
欢所要归去的所在吗？ 在沉静的光芒
中， 古希腊女诗人萨福的诗句在我耳
边轻轻响起：

晚星带回了
曙光散布出去的一切
带回了绵羊带回了山羊
带回了牧童回到母亲身边

感恩大地 感悟纯真
□廖静仁

古人云：“水至清则无鱼， 人至察
则无徒。 ”为人处世，太过“聪明”往往
并不是一件好事。 聪明人常常目中无
人，恃才傲物，甚至有功高盖主者，难
得善果；愚者却怀瑾瑜而不发，静时如
处子，动时如脱兔，常人缘、事功双得，
左右逢源。

因此，唯有“愚者”，方能生存。
三国前期，曹操谋士荀攸，只怕是

作为智者最成熟的一个。 荀攸乃另一
谋略家荀彧之侄，聪慧过人，年纪轻轻
便跻身顶级谋士之列，辅佐丞相。荀攸
在做人上十分有方法，与人和善，连曹
操都评价他“大智若愚”，十分器重。就
是这样一个表面愚笨的人，绵里藏针，
一击毙命。 官渡一战，奇计连出，算无
遗策，一手帮曹操摆平了袁绍，惊为天
人。然同为智绝凡尘的谋士荀彧、杨修
不得好死，独荀攸在朝30余年，善终。

闪光的不一定都是金子。 ”至少，
不会永远是金子。不懂藏绝之人，只知
风光无量、 霸气外露者， 无异寻死之
徒，而终招来杀身之祸。

“聪明人”之聪明，往往体现于如何
“得”；“愚人”之“愚笨”，在于如何“失”。
其实，这话说反了：“聪明人”的“聪明”
是他们的软肋，“愚人”的“愚笨”，是他
们的坚甲锐兵。做人做事，应顾及长远，
不能“顾小得而致大失”。越王失小而搏

大，田忌舍小败而就大成。 这些流传千
古的美谈深入人心。 “得”“失”之间，聪
明与愚笨之别者，高下立判。

有人总说，“笨人总是慢半拍”，做
事不麻利。 但我认为，笨人的迟钝，恰
恰是留有余地的生活智慧。 长期霸占
“纸飞机”各项吉尼斯世界纪录、号称
“完美机型” 的仿DC-03号飞机的缔
造者在接受采访时， 被问及成功的原
因，他笑答是因为自己“笨”。 记者追
问， 他回答：“我做纸飞机与别的玩家
不同， 我总是无法把纸折到规定的线
上。这样一来，反而使飞机成型时在折
线处不会拥挤。 折好的飞机内部无法
调整， 一点儿小差错就会造成整架飞
机的损失。 相反，我的‘缺陷’，造就了
我的成功。 ”

斯言大哉！ 一架纸飞机投射出的
人生哲学，胜过千万本书枯燥的说教。
人的一生不正如一架纸飞机吗？ 不管
是对自己， 还是对他人， 抑或对待完
事，留有余地的“迟钝”，可能留下了挽
大厦之将倾的支点。 只有留下余地的
智慧，才能使你这架飞机又高又稳，击
长空，破万重浪。

人问我愿做聪明人还是愿做愚
人，我说愿为愚人。聪明人的聪明写在
脸上，愚人的智慧藏在心里。 善藏绝，
善得失，善留白。 其愚哉？ 其大智也！

愚者生存

江南可采莲
□艾芥

五月，暖风轻柔。
打小城中央的湖边经过时 ，

不经意看见湖心袅袅的几朵莲
花。 似乎开得有些寂寞，不够灿烂
也不够热闹。 于是忍不住想起古
诗词里那些关于莲的句子。

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 这
是谁写的？

采莲南塘秋，莲花过人头。 这
是谁写的？

无端隔水抛莲子， 遥被人知
半日羞。 这是谁写的？

于是妖童媛女，荡舟心许；鷁
首徐迴， 兼传羽杯； 棹将移而藻
挂，船欲动而萍开。 这是谁写的？

耶溪采莲女，见客棹歌回；笑
入荷花去，佯羞不出来。 这又是谁
写的？

曾经有多少人走过江南的
夏，多少人写过采莲时节的情景。
所有这些人似乎在整个夏天 ，都
为这种美丽所诱惑而伫立在江南
的莲塘边。 他们用无比倾慕的眼
神和姿态， 当场为江南的采莲情
节而醉倒。 这些歌和词，深深说明
了他们沉溺之深。 以至于千年之
后， 我似乎仍然看到他们沉醉在

江南的莲塘边。
南塘蝉鸣，莲叶田田。 怎样的

江南女子荡舟塘心， 风飘香袂，唱
一首撩人心魂的《采莲曲》？莲舟是
小小的，桨声是轻轻的，素手是纤
纤的，笑语是款款的，情意是浓浓
的。 她们的小船划到哪儿，香风艳
歌就飘到哪儿，哪儿就有挡不住的
柔美与迷醉。

而今，我只能在诗歌的韵脚里
张望当年江南采莲的盛景。娇羞的
笑颜，酽酽的歌声，翠钿红袖水中
央。怎样的冷漠的诗心才不会深深
沉溺其中呢？

江南可采莲，在那素手莲歌间，
江南的莲啊，亦深深、深深地醉倒。

江南呵，江南。 莲动下渔舟的
江南，竹溪动浣影的江南。今夜，就
让我梦醉江南的莲瓣，聆听一首美
丽的《采莲曲》……

汉诗新韵

□王克英

元阳梯田

壮观诗意的元阳梯田。 王克英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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