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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过千山万水，最让你记忆深刻的地方，不
是顺风顺水，而是有切肤之痛。我之所以多少
年来一直对湖南张家界的茅岩河念念不忘，是
因为那一次狼狈不堪的漂流。

作为朋友圈中的旅游达人，我有过花样繁
多的耍法，唯独对漂流，不敢轻易尝试，因为亲
眼看到过一条漂流船垂直下坠翻倒在溪沟，先
前欢乐无限的船上人秒变落汤鸡。我将第一次
留给茅岩河，是被它表面的婉约温柔所诱惑：它
不是湍急的溪流，而是逶迤蜿蜒，波平如镜，绿
如翡翠的一条河，乍一看，这安全指数完全五星
啊！而且同行的都是六七十岁的婆婆大爷，导
游打了包票：连老年人都敢上，你年纪轻轻，犹
豫个啥呢？遂勇敢地上了船。

因为是新开发的线路，游客很少，仿佛就我
们这一条船，漂在茫茫山野之中，极有美好河山
我独霸的惬意。这一次旅程的开头是温情脉脉
的。小船在琉璃的镜面上滑行，夹岸的山崖或
精致秀美，或雄奇壮观，如一幅幅画卷，在面前
次第打开。然而转过两个弯，画风突变，河道收
窄，进入两山雄恃的峡谷，水流变急，冷冰冰的
浪头一个接一个扑过来。这次我尝到没有远见
的苦头了。之前图便宜，买了一次性雨衣，结果
第一个浪头打来，雨衣就千疮百孔。浪来时也
不知躲，想我是全副武装的，怕啥，哪知船一冲
过去，水嗖地就从领口灌了进去，胸前迅速湿
透。下一浪来时，我精了点，赶紧低头猫腰，这
一下更惨，水从后颈窝进入，顺流直下，人轰地
一下就坐到水瓮里了。狼狈是必然的，但是，一
船人止不住的快乐，爆笑。人与人争说自己被
灌的经历，刺激。

最初的欢腾过去之后，我们渐渐觉出了不
妙。太阳偏西，天色渐暗，河上的风也越发凉
了。所有人的衣服几乎都已经被水浇透，冷得
有点耐不住，救生包这时成了最有用的东西，在
胸背贴着，艰难地留住一点温暖。眼见得这个
人的脚紫了，那个人的脸青了，而前路茫茫，转
了一滩又一滩，不见尽头。漂流的时间，预算是
两个小时，接我们的车在下游等着，而我们眼
中，只有这没有尽头的水和静默的群山。以前
蔑视有些景区，在窄窄的溪流里颠几下，岸边一
群护驾的人，随时可以上岸。现在若有这样的
救星，估计全船人都要欢呼。随着天色黯淡，饥
寒交迫，人的心情，也开始有点恐惧有点绝望，
盼着漫漫长路的尽头，有着光亮与温暖。因为
这一段漫长而绝望的漂，从此后我在看那些海
上漂流求生记之类影视剧时，特别能感同身受。

天真正黑下来之前，船终于出了峡谷，面前
豁然开朗，水平如镜，映着天边一缕余霞。十四
的月亮已经高挂在山上，散出清朗的白光。“江
流宛转绕芳甸，月照花林皆似霰”，这是《春江花
月夜》里的优美，而对我们，更是重回人间。全
船人欢呼，激动，早就冻僵而如死寂的一群黑
影，终于又活过来了。

又漂了阵，看到了灯光，听到了人声，世
俗的喧嚣近了，人都在欢呼，我却突然留恋起
这橡皮船上的时光。那从懵懂不识愁滋味，
到当头一瓢冷水泼，再到险滩狭路的崎岖之
旅，静默的隐忍与坚持，以及最后守得云开见
月明的天宽地阔，这两个小时的漂流，似乎穷
尽了我们的人生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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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进入丹东市，我就发现丹东市有
一种透亮感，一种从骨子里散发出的明
亮，天更高更蓝，云更柔更洁，视线能看
得更远。丹东并不是什么小城市，我问
了问丹东的朋友，丹东的城区人口有多
少，他们说大概七八十万吧。这么大的
城市，能让人有这种感觉，大家都明白，
在当下的中国，这非常的不容易，这年
头，稍微有点规模的城市，哪座不是灰
蒙蒙的呢？那么它何以如此呢？

当丹东的朋友把车开到一条江边
时，我一看那江水，一下子恍然大悟，
哦，我相信就是这条江，是丹东市有这
种透亮感的重要原因之一，它是如此地
清澈和宁静。不知道是丹东市人民有
福了，因了这条江；还是这条江有福了，
因了丹东人民。在这里，我第一次在城
市看到了人与河流的和谐共存。

这条江就是著名的鸭绿江。朋友
们带领我来到昔日的战争遗迹“断桥”
上，我站在“断桥”的顶端看着江水，真
的是难以描述内心的感觉，那温润如玉
一样的水流，那洁白的浪花，我的口中
难以自抑地发出噢噢的赞叹。不仅是
我，来自全国各地游客也都是这样。丹
东的朋友说，他见过莱茵河，多瑙河，它
们的水都不及鸭绿江的水好。它究竟
有多好呢？大家去想一下深山里的河
流吧，就是那样的原生态的好。

从丹东回家好几天了，鸭绿江清秀
明丽的样子还是在我的心中流淌，它真
的是中国大河流中的一个奇迹，它也有
八百公里长啊。深夜时分，我端着啤酒
杯坐在阳台上，看着长江上众多船只上
的点点灯火，它们把长江点缀得仿佛一
条繁忙的流动的街市，心里面忽然替它
生出一种孤独感，它如此辛苦地工作劳
动，究竟是为了谁呢？

这时突发奇想，如果要给长江找个
伴侣，那么鸭绿江是再合适不过的了。
长江雄浑大气，深邃刚毅，源远流长，有
着无穷的度量和无尽的力量，仿佛天地
间的一个奇伟男儿，有着担当责任的能
力；而鸭绿江则清雅秀丽，心机活泼，气
韵高洁，真的似一个不染人世污浊的待
字闺中的优美的女子。他们要是在一
起，那真是绝配啊。这样的念头一冒
出，再想着鸭绿江，就越来越觉得它像
一个倚在窗边，看着天空，心里想着远
方长江哥哥的女子；而再看看脚底下的
长江，看它这样无比卖力地劳碌，那么
多的船，简直就是他身上冒出的汗珠子
啊。

我将杯中的啤酒一干而尽，心里
想，如此这般，我何不做个天地大媒，让
他们成为一对终生爱恋的情侣呢？遗
憾的只是谁也没办法将鸭绿江搬过来，
或将长江挪过去，终生厮守在一起。那
么就让他们永远地思念着，向往着，成
为这人世间最动人最美丽的爱情传奇
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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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姑娘山的双桥沟有个盆景滩，河塘里的枯树，以
乱取胜，俏丽多姿，体现着神秘，彰显着大美。过去有很
多人，称盆景滩为枯树滩。

相传，有一位赶马人，名叫雍仲尔甲，他听说二姑
娘变成了一座山峰以后，心里万分悲痛。每次驮脚赶马
来到枯树滩，他总要种下一棵小柏树，以寄托对二姑娘
的思念，并用自己的泪水浇灌树苗，天长日久，小柏树长
成了森林，枝繁叶茂，且充满了灵性。而生长在这些小
柏树上面的树木，尽管吸天地之灵气，采日月之光华，却
依然难成大器。于是，树们感慨柏林的馈赠，也感慨驮
脚汉的痴情，在一个漆黑之夜，便悄悄终结了自己的生
命，成为了让人们尽心赏悦的一道靓丽的风景。

传说特别可爱。在情谊如山的河塘中央，我看见
耸立不倒的千年沙棘树，宛若一尊尊逎健的仙翁，历经
岁月变迁，历经沧海桑田，在如瑶池般的河塘中守望与
梦想着，安度流年。脚下的泥地，深不见底，固守着三秋
的念想；身边的荣光，斑驳陆离，浸染着域内的凡霜。群
山如黛，坚挺日月，还有轻盈的听风者、追梦者，不忘笔
力走心，绘就海市蜃楼。

当日，我好像蝼蚁一只，看不见鸟鸣山幽的盛景，
听不见鹰击长空的呐喊，我在悠长而又曲蜿的木制栈道
上梦游，希望蓝天叩开我的心扉，希望白云舒卷我的诗
绪。我情不自禁地想要停下来，去侧望近处的塘水清
流、远处的桥墩静息。我羡慕眸宇的景致，很重要的一
点，是它们有累月经年的薄雾浓岚作伴，春已灵动、夏更
悠游，秋染金光、冬披银霜，好一派生机盎然的情趣啊。

盆景滩四季声名鹊起，大概已有数十年的光景。
盆景滩的周边，如若登高望远，似乎天堂的丰盛也触手
可及。当然，我的神游也会功败垂成。当我胡思乱想的
时候，好友叫我去合影留念。他说，在你们这儿，春季的
绚烂，夏季的流苏，秋季的丰彩，冬季的味道，都能引起
人们无限的遐想与向往……

正谈话间，一阵微风拂来，水面泛起涟漪，煞是好
看。身边另一位来自安徽的作家说，你们这里的冬天，
肯定好玩：刚才我们看到的瀑布，将是冰瀑；现在我们看
到的湖面，将成冰面；再看周围，银装素裹，山水共色，蓝
天白云，雪山草甸，老树昏鸦，层层叠叠，叠叠层层，将构
成一片多么圣洁而又浪漫的世界。

说实话，盆景滩真是四姑娘山之双桥沟景区内的
一大看点，它的曼妙，还不仅仅是，它有如此可爱的四
季。我还能隐隐约约地感知到，这里一定是美术家的摇
篮之所、音乐家的栖身之地、摄影家的静立之畔，他们时
常会聚集在这里，各取所需，纵情绽放内心不含丝毫杂
质的奇思与妙想。

当日的远山，夕阳穿透温暖。盆景之上，碧空如
洗，万里无云。站在盆景滩岸边，倏忽间，我忆起了在
1908年6月，英国植物学家爱尔勒斯特·亨利·威尔逊先
生翻越巴郎山，来到小金县，我想，如果他老人家也莅临
了四姑娘山之双桥沟，也来到这块河滩边考察、游览或
探险，该是怎样的心境呢，该留下怎样华美的树骨、风
骨。或如：前些年，日本著名摄影家大川健三先生，借用
一支绿绒蒿，就玉成了四姑娘山最光鲜的绝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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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夏秋，总有人在论坛上热晒他们的穷游
心得，经心灵大咖一烹制，便成了“天地有大美”
的励志大餐。

归纳起来就是一句话：心头有激情，脚步万
里行。

我怀疑穷游者是被荷尔蒙汹涌的自媒体鼓
动出门的——自媒体高唱只要人人都献出一点
爱世界将变成美好的人间，他们列出各种浪漫故
事忽悠你：途中互助，雨中爱情，沙发借宿……而
当穷游者揣着几十百把元迈出门，路上看到的多
半不是风景，而是他自己的“疯”景。

诚然，很多原始落后的地方，人们热情淳朴，
但他们的日子过得都不宽裕。如果他们为行游者
付出太多，留给自己的就少了。面对人家的善行，
穷游者于心何忍？何况这年头，随着旅游开发的
升温，想象中的淳朴之地已越来越少，心甘情愿为
别人付出的人也越来越少。我经常觉得，世俗当
下，人的善心大多只残存于文学作品或小时候听
老奶奶讲的童话里，许多事没那么美好，没那么浪
漫。

我侄女是个小美女，上个月她从西藏回来，
满脸憔悴，眼神呆滞。侄女连睡三天大觉后才

“重见天日”。以后她逢人就说：穷游不靠谱，盘
缠不可无。

侄女说，去西藏旅游，身上没揣四五千元请
别上路。你当然可以选择青年旅馆，但环境稍
好、价格便宜的都人满为患，旺季还得提前预
订。门票呢，仅参观布达拉宫就 200 元，还得预
约。西藏很多地区不通车，景区又都较远，如从
拉萨去纳木错就需租车伙拼，颠簸五六个小时。
另外，在远离故乡的青藏高原万一患了肺水肿，
那就不只是钱的问题了。

“我孤零零地沿雅鲁藏布江往日喀则走去，
兜里只剩四十多元了。天上乌云铺天盖地，雷声
滚过头顶。很快，乒乓大的冰雹噼噼啪啪砸下
来，接着是滂沱大雨。我背着旅行包，一拐一瘸
走在荒野上，不知摔了多少跟斗，浑身是泥。路
上，我不再指望有个骑白马的小伙儿手捧格桑花
大嗨一声将我撸上马背，只想有个过路车儿学一
学雷锋。可疾驶而过的车辆很少有理我的，偶尔
停下的人又在我身上东看西看。我都要疯了
……最后两天我已身无分文，走进一家四川人开
的餐馆当了洗碗工。”

侄女的话，也让我想起自己的一件尴尬事。
前年秋，我在西部某大草场，用16-35mm镜头拍
了张牛羊在河边吃草的片子，结果摊上大事：一
魁梧汉子忽然从草垛里冒出来，他黑着脸数着我
相机上拍到的牛羊，提出按每头30元交470元“道
具费”，否则别想走人。讲价半天他打个狠折，收
了80元。在冰川拍照，我刚摆出该死的V手势，
雪地里跑出两名漂亮女子，笑吟吟地一左一右偎
依在我身边——不是我长着一张吴亦凡的乖脸，
而是我这游客肯定带着钱包。
咔嚓一声，40元没了。

那种场合，如果是个穷游
者，恐怕只能祈祷当个土行孙，
遁地而逃。

这年头，没有谁仅凭一颗
渴望被帮助的心，就敢贸然行
走天下。外面的世界光怪陆
离，如果你钱袋里没有过得去
的底气，就会受不少窝囊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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词曲/逃跑计划
演唱/张三李四

（小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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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当我找不到存在的意义
每当我迷失在黑夜里
夜空中最亮的星
请照亮我前行
夜空中最亮的星
能否听清
那仰望的人
心底的孤独和叹息

夜空中最亮的星
能否听清
那仰望的人
心底的孤独和叹息

夜空中最亮的星
能否记起
曾与我同行
消失在风里的身影

我祈祷拥有一颗透明的心灵
和会流泪的眼睛
给我再去相信的勇气
越过谎言去拥抱你

每当我找不到存在的意义
每当我迷失在黑夜里
夜空中最亮的星
请指引我靠近你

夜空中最亮的星
是否知道
曾与我同行的身影
如今在哪里

夜空中最亮的星
是否在意
是等太阳升起
还是意外先来临

我宁愿所有痛苦都留在心里
也不愿忘记你的眼睛
给我再去相信的勇气
越过谎言去拥抱你

每当我找不到存在的意义
每当我迷失在黑夜里
夜空中最亮的星
请照亮我前行

我祈祷拥有一颗透明的心灵
和会流泪的眼睛
给我再去相信的勇气
越过谎言去拥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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