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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可以读吗？
可以读。 这回我初读王屋山， 心情至今

不能平静。
愚公移山的故事源于太行、 王屋二山。

《列子·汤问》 记述： “太行、 王屋二山， 方
七百里， 高万仞。 本在翼州之南， 河阳之
北。” 因山状若王者之屋故名。

去年重阳后， 我来到了距济源市区约40
公里的王屋山。 其时， 我们乘缆车登山， 眼
前什么也看不清楚。 雨雾就如乳白色的纱幔
从高天垂下， 朦胧了整个山麓。 心里只想，
到了山顶， 太阳就会拨开云雾， 让我们能看
清王屋山的真面目。

也许是天人感应， 果然雨止。 阳光从高天
洒下来， 迅速穿越雨雾， 用淡淡的光线勾画出
了大山的轮廓。 散落在曲径上的黄色树叶， 重
重叠叠地呈现着秋天色彩的斑斓和苍凉。 离山
顶还要爬几百级台阶。 朝山谷看， 依然雾缕如
梦如幻,人就好像在天上行走。 此刻， 我突然
想到李白登王屋山时道出的“所期就金液， 飞
步登云车， 愿随夫子天坛上， 闲与仙人扫落
花” 的闲适心情。 这实际上也是一种生命的托
付和感情的归依。 行至玉丹殿， 已临极顶。 金
色的阳光泻满了四周的群峰。 脚下万丈深渺的
山谷， 氤氲的雨雾已淡化如透明的玻璃。 在镜
中摇曳的树木已完全展现出一片红艳的影像。
那是五角枫在燃烧， 栎树在飘黄， 橡树在吐
金。 成群山鸟从这片树海飞窜到那片树海， 不
断发出清脆的啼鸣， 整座大山顿时鲜活了起
来。 这时候， 王屋山的古典、 峻峭、 深邃、 幽
静、 飘渺、 驿动都在太阳的照耀下一一浮现在
眼前。 真是一部神奇至美的大书， 一部大自然
的经典巨著。

就这样翻读着王屋山的鲜亮书页， 使我
想起曾读过傅斯年1918年11月发表在 《新
潮》 第1卷第1号上的一篇题为 《人生问题发
端》 的文章。 在这篇文章中， 傅先生明确提
出了他的人生观念就是要做一个“为公众福
利自由发展个人”。 为了说明白道理， 他完
整地截取了 《列子·汤问》 中“愚公移山”
的寓言故事。 他说： “这段小说把‘努力’，
‘为公’ 两层意思讲得极明白了。” 他还特别
提到“群众力量” 这个非常现代的观念。 又

把自己的人生观念称作“愚公移山论”。 据
史料记载， 愚公不姓愚， 姓吕， 叫“吕泰
山”。 因为智叟说他愚， 才叫他愚公。 我臆
猜： 是不是傅斯年也曾到这里读过王屋山。
他是真正读出了王屋山愚公精神所深含的智
思和哲学内蕴， 以及古人对自然的态度。

我的猜想是有根据的。 傅斯年这个立志
“为公众福利自由发展个人”， 于1945年6月来
到延安考察。 他们这些有识之士， 要来延安亲
自感知见证中国共产党人是如何搬走中国反动
派和日本帝国主义这两座大山的。 他要证明，
他心中的“群众力量” 是怎样推动中国历史前
进和改变中国的命运的。 这绝不是历史的巧
合， 这是历史的必然。 也就是在这一年的4月
24日， 毛泽东在党的七大会议上所作的口头政
治报告中讲愚公移山的故事和愚公移山的精
神。 毛泽东还特地以《愚公移山》 为标题， 把
《愚公移山》 的故事正式写进闭幕词之中， 后
来成为了中国人民都阅读的经典篇章。

一个古老的故事， 由一个伟大的思想
家， 把它赋予强盛政治的生命力和新的时代

内涵， 并形象地把“上帝” 寓意人民， 把
“山” 寓意中国反革命和日本帝国主义， 这
是何等的海岳在胸， 千古明鉴， 远见卓识。
我不知道毛泽东是否去过王屋山， 但可以肯
定的是， 他同样是把王屋山当作书来读了。
因此， 《愚公移山》 这篇文章所揭示的哲学
内蕴、 文化精粹、 中华民族的图强精神也就
极其自然了。

从党的七大至今， 历时半个多世纪的新
中国不仅早已搬走了两座大山， 而且在这张
无比宽广辽阔的大纸上,写出了最新最美的文
字， 画出了最新最美的图画。 遥想1940年徐
悲鸿先生创作的油画 《愚公移山》 表达的抗
日军民的决心和力量， 到新中国成立后， 全
国人民以愚公移山的精神建设新的美好生
活， 不断描绘出厉家寨、 丰收田园、 大庆油
田、 大寨梯田、 红旗渠、 葛洲坝、 小浪底平
湖、 长江三峡水电枢纽、 青藏铁路、 南水北
调等壮美画卷。 这一切都让世界真切地看到
愚公移山改造中国的无穷伟力和现实辉煌。

真的， 这是我从未有过的一次至美至情的

阅读。 从远古， 从自然， 从山海云雾， 树影花
光， 石岩流泉， 寺禅飞鸟， 虫鸣落叶， 人迹禽
踪， 到遥远边疆， 雪山草原， 海滨广场， 乡村
红楼， 城市大厦和酒泉航天城， 都能让我读出
王屋山写给历史、 时空和人间的道义、 沧桑、
冷暖、 忧乐和笃信、 坚毅与神往。

我们正在新的长征， 为实现民族复兴的
中国梦， 我们的面前还有这样那样的“山”，
仍然需要千千万万的当代愚公， 去书写时代
的新篇章。 我从山巅往下行走时， 就更加深
切感触着王屋山这本大书的厚重、 悠远、 博
大精深。 山高水远， 物象万千， 志砺青峰，
人本正道， 应是王屋山的理义精魂。

王屋山的秋色是明丽的， 也是凝重的，
是静谧的， 也是灵秀的， 是苍凉也是炽情
的， 更是鲜美的。 我就要离开王屋山了。 我
的脚步变得沉重， 心情也不再激越， 反而沉
浸在一种莫名的惜别情绪里。

王屋山这本书真是太神奇太珍贵了。 我
一定会再来读的。

苍山莽莽，云水淡淡，山歌袅袅，古
风飘飘，山奇水隽，瑰丽之景深藏其间，
物阜民怡，田园之乐何其快哉！徜徉于
绥宁山水之间， 大快朵颐清气与秀色，
漫步于绥宁边寨古镇，俯首皆拾遗存与
瓦当。

沧桑大园

大园古寨的确已经衰败， 尽管这些
年不断收到国家财力的支持，但在寨中，
仍不时看到断壁残垣， 这座绥宁最大的
古苗寨，在历史发展的长途间跋涉，气喘
吁吁，展现出蹒跚的步履。然而，它的珍
贵也正在于它的老者之气。 寨中明清建
筑不在少数。你穿行于古寨的里巷阡陌，
纵横之间，恍如隔世，仿佛穿越时空，而
那些陈迹斑斑的瓦当， 总是在诉说它辉
煌的历史。

那些深藏于边陲山地的古寨大村，
无一不是商业物流发达的产物。 在大园
古寨，麻石板和青石板，都坑坑洼洼留下
马蹄的印痕，一打听，果然是茶马古道进
入云贵的必经之道。 可以想见当年酒旗
猎猎、马蹄声声、商贾云集、人声鼎沸的
繁盛之景。历史有变迁，人事有代谢。而
今的大园古寨， 马蹄声远去， 曾经的繁
华，已被雨打风吹去，但我们仍能从中感
受苗族先民们的智慧和勤勉。 这个古寨
无论是从历史的沿革， 还是风水建筑的
特色，都显示出厚重的历史文化传承。你
若有时间慢慢地品味， 会从许多的历史
细节中，读出富有生命活力的新的篇章。

历史遗落在绥宁大山的这个苗寨，
因为沧桑，而显得格外珍贵。

闲云上堡
很难想象，这里曾经是刀光剑影、血

雨腥风之地。
聚啸山林的山民暴动， 居然在此称

雄一方达23年之久， 并建立自己的“王
朝”，号武烈王，坐金銮殿，设州、府、道、
县。 这在中国历史上也堪称空前绝后之
笔。于是，“上堡古国”的名称流传至今。

初夏的上堡侗寨，在我的眼中，却完
全是一派雅致，古木森森，小桥流水，台
榭茶肆，酒旗食坊，闲淡而祥和。凉亭、桥
廊、民居，无不依势而建，在取势上就显
出了几分古意，溪水让寨子蜿蜒曲折，桥
廊让分割的景处相互勾勒， 在随意的点
染中显出匠心。 最闲淡的是寨中的老人
们，他们散落于凉亭、桥廊，气意神闲，悠
然品茗，翩翩欲仙，真有些仙风道骨了！

时间是如此的无情， 即便此地当年
曾经尸陈遍地，刀光剑影，但岁月之风，
轻轻一拂，便让历史的悲歌戛然而止，古
战场被打扫得不留任何痕迹。

今天，凡来上堡之人，我想又有几人
是来凭吊这个曾经的“古国”？

从游客悠闲的步履之中， 我深切感
受到，闲淡、祥和，是许多人追求的生活
目标。在推进城镇化的今天，生活的节奏
在竞争中变得如此迅捷， 尽管一切极为
便捷的生活方式呈现在我们面前时，但
我们不能不承认， 我们心灵的负重是不
减反增。

由此，在上堡，哪怕浮生一日，相信
也可以闲云野鹤，自由漫步，为心灵减去
许许多多的负担。

造化黄桑
黄桑并不具有独一无二之美，但将它

与绥宁千山万壑紧紧相连时，便会散发迷
人的光彩。

黄桑是深藏于绥宁绿海中的宝石。
这颗宝石在广阔的背景映衬之下熠熠发
光。 没有绥宁之碧海， 又焉有黄桑之宝
石？

黄桑的美在于它的“野”，但它野而
不狂。无论你是在山涧穿行，还是凌顶瞭
望，你不难发现，黄桑始终保持着地球的
自然状态，乱花迷眼，古木森森，藤缠蔓
绕，虫蝉鼓噪，在野趣中透出优雅，在优
雅中复返自然，容易让人物我两忘，心随
景明，在自然中享受生活的恬静。

黄桑的美在于它的奇， 但它奇而不
险。黄桑的山势总是那么连绵起伏、层次
分明，若是在云雾的缭绕下，你会想象是
天仙下凡，翩翩欲飞。更为奇特的是黄桑
至今保留地球上最大一片金丝楠木，我
们在杜鹃谷探幽时， 就领略了黄桑珍奇
的树木和奇花异草之美。

黄桑的美还在于其“巧”，但它巧而
不凿。 黄桑的美景不像五岳那般雄浑壮
阔，气势逼人。在自然的鬼斧神工之下，
黄桑不时给你呈现一幅精致的图画。它
的溪流，蜿蜒曲折，一跌一落，一拐一曲，
似为画笔涂染，但实则为自然造化；它的
一枝一叶，或斜出、或疏朗、或横亘、或密
匝，虬枝蔓藤，似工笔，又似写意，谓之
“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若你是有心
人，你在黄桑，真可以流连忘返，那些精
巧的山水画，会让你目乱心迷，陷入佳境
而不能自拔。

俄罗斯伟大作家列
夫·托尔斯泰说过 ： “一
切作品要写得好 ， 它就
应当……是从作者的心
灵里歌唱出来的。”

读罢彭学明的长篇纪
实文学 《老司城， 千年土
司王朝的不朽诉说》 （载
7月6日 《湖南日报》）， 我
深深感到， 它正是从作家
心灵里唱出的一支深沉 、
激越而又动听的歌： 既是
对这一世界文化遗产的深
情的礼赞， 也是对湘西土
司王朝千年风雨沧桑的悲
壮的挽歌。

作家是土家族人， 他
是 怀 着 “ 朝 圣 ” 的 心
情———带着一种前所未有
的对祖先的敬意、 感动和
自豪去探访老司城遗址
的 。 他把老司城比拟为
“祖国的一颗心脏 ， 一颗
从未停息过的、 连系着我
自己的心脏”。 因此 ， 对
他来说， 这不只是一次大开眼界的 “考古”
和观光， 更是一次穿越漫长时空隧道的文化
苦旅和对伟大民族精神的追寻。

既曰纪实文学， 就必须把纪实性和文学
性很好地统一起来。 而像这类具有史诗性的
宏大叙事作品， 作家更应当 “思接千载， 视
通万里”， 以正确的历史观、 民族观、 文化观
和精彩的文笔， 把重大的历史事件和重要的
历史人物写真、 写活、 写美， 彰显历史的崇
高和创造历史的人民与民族英雄的伟大。 这
篇作品的最大亮点， 是不仅清晰地梳理和全
景式地展现了湘西土家族土司王朝发展演变
的历史， 而且写活了几位叱咤风云、 推动历
史前进的英雄人物， 其中尤以土司王朝的开
创者、 溪州刺史彭士愁和抗击倭寇的民族英
雄、 永顺土司彭翼南的形象最为熠熠生辉。

作家挥洒如椽的巨笔， 将正史和民间传
说、 地方风物这些 “最生动的历史符号” 揉
合在一起， 因人演事， 以事树人， 通过一连
串极富传奇色彩的故事， 把英俊潇洒、 多才
多艺而又雄才大略的彭士愁写得活灵活现，
栩栩如生。 正是他， 率领一支小队伍， 化装
成戏班子， 智取老司城， 伺机剿灭了与朝廷
分庭抗礼的五溪蛮首领沃撮冲； 也是他， 敢
于揭竿而起， 迫使前来征剿的楚王马希范罢
兵议和， “以铜铸柱， 刻铭誓状”， 开启了中
国古代民族自治的先河……同样， 作家用浓
墨重彩描绘和讴歌了明朝嘉靖年间彭翼南等
湘西土司连年领兵去东南沿海抗击倭寇， 用
鲜血和生命保卫、 铸造了江浙 “和平而美丽
的海岸线” 的不朽功勋,并发出了饱含血泪的
心声： “我的湘西， 永远都是国家的忠骨和
脊梁！” 读者们正是从这些英雄故事， 从作家
情真意切的 “诉说” 中， 如临其境地见识了
那个绵延800多年， 创造了民族自治、 民族团
结和民族融合的奇迹的土司王朝。

“五十八旗人散尽 ， 野梅乱开土王
祠”。 由于清朝雍正皇帝实行 “改土归流 ”
的政策， 湘西最后一代土司离开永顺 ， 回
归江西祖籍 ， 土司王朝从此陨落 。 这不能
不让作家喟然兴叹 ， 为之唱出了挽歌 。 但
他是以高屋建瓴的史家眼光来看待这一历
史进程的 ， 他如此写道 ： “虽然凄凉 、 悲
怆和无奈， 却也是一曲堪称完美的王朝挽
歌”。 为什么？ 因为 “这老司城和湘西的江
山， 本就是华夏的”， “这湘西的百姓， 本
就是炎黄子孙”。 渗透在字里行间的， 仍然
是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怀和民族大团结感情，
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

读完这篇作品 ， 我仿佛同作者一道 ，
伫立在老司城 ， 高兴地看到了 “土司王国
辉煌的落日余晖 ， 正从万马归朝的山尖上
冉冉升起， 变成更加鲜艳夺目的一轮朝阳。
那是新世纪初升的朝阳……” 我深信 ： 在
古老而神奇的湘西大地上 ， 英雄的土家族
和各族人民团结奋进 ， 必将创建更加光辉
灿烂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

踏莎行

中俄旅游启动
6月29日，2015中俄红色旅游系列活动， 在韶山启

动，这是我国首次与俄罗斯开展红色旅游合作。

韶山传情，
乌州有意，
伟人故里演大戏。
红色旅游看中俄，
携手开创新世纪。

泽东思想，
列宁主义，
福佑人民几十亿。
缅怀先烈承遗志，
复兴大国谋崛起。

破阵子

汉语桥演讲比赛
目睹碧眼金发，
耳闻楚界汉河。
五洲学子比汉语，
四洋选手秀艺多。
誓把冠军夺。

史上英语称霸，
如今中文飞歌。
方块文字有魅力，
天涯海角在传说。
处处话中国。

秋读王屋山
□谭仲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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