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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九龙峡
齐栋修

� 桃花谷

桃花盈谷枝丰，
弯弯碧玉镶红。
山里人家耕耘，
剪出秀山披金。

龙潭瀑布

龙潭赐水尺三千，
飞流银翠落九天。
幽境此地藏卷画，
游翁犹醉意更恋。

红叶岭

日出红峡登望远，
云燕霞蔚叹壮观。
金秋斗艳百花奇，
染得霜叶落满山。

爱上一座山
靳发利

天台山这个名字太好了，重名的
很多很多，据说有 18座，我说的临城
县境内的天台山。

天台山的美景很多。 丹崖飞瀑、
神龟偷情、金蟾戏月、昂首观龙……
大自然的鬼斧神工与我辈后人起的
名字的结合的确可以产生更进一步
的美， 使登山时可以做到不寂寞，观
山时可以发挥无尽的想象。 其中，我
最喜的一景是天台山上的“悬空亭”：
半山腰的悬崖栈道中段耸立一座可
观四面美景的木亭，上有直上直下近
90 度的百丈陡崖， 下临深渊乱石松
柏森林，可小憩，能远观，心脑顿时开
阔，烦忧自动消除。 我最不喜天台山
上的一景是情人谷中的“仙女浴”：也
就是岩石上的一处凹穴，一泓泉水的
聚集地，四周是绿草白石，有不知名
的小虫在其间游来游去。我在微信上
拍照、留言说：什么样的仙女谪落凡
尘，在这里沐浴？朋友评论：脑袋被摔
残的！

天台山的空气是极好的。从到天
台山脚下的那一刻起，让人不自觉地
便会爱上它清新淡雅的空气，感觉呼
吸就像是在亲吻娇艳却柔弱的花朵。
阳光灿烂却不焦躁，气温炙热却不烦
闷， 气息干净利落却又不失古朴清
新，这种自然而然的舒适感、透胸感
是别的地方所不能比拟的。可以说如
果你呼吸了天台山中的空气，其他地
方的空气只能变成是将就。

登临天台山，可与佛结缘。 不长
时间的一段登攀之后， 会发现一座
寺庙， 准确的说是一座庵， 名曰

“慈云庵”。 庵是女士出家修行的
地方。 据说此庵建于大唐时期，因
常有祥云在此驻留，故名慈云庵。
慈云比喻佛之慈心广大， 犹如天
空之云覆盖万千众生。 慈云庵的
主建筑是北大殿 ， 殿内空间还可
以，供奉三尊佛像，中为释迦牟尼，左
为阿弥陀佛，右为药师佛，均庄严肃
穆。 庵内虽已无高尼大德，然如静下
来聆听，恍然能感悟经文妙义，给我
们最好的心灵洗涤。

到慈云庵，不过才是登攀天台山

的第一步。 往上再登 100 多米，到达
静心凹。此处是山崖凹进去的一个较
大的地方，有七个佛在此打坐，每次
登天台山也总见有游客在佛前休息。
在此可伫立观佛，双手合十，默言空
心，也可向南远眺，观村庄、田园，且
能看见犹如蓝宝石般的岐山湖。在静
心凹稍做休整， 感觉心净心静后，可
向东过悬空亭下山，也可登天梯上到
山顶。

天台山所以名为天台山，我认为
就是因为它的顶部是平的。如果说天
台山从远处看酷似一尊睡佛的话，那
这个平台就是睡佛的胸部和腹部。皆
说佛能容天下难容之事，每次登天台
都能离佛如此之近，那尘世间还有什
么想不开、想不透、想不明白的呢？能
有登天台山这样的修身之缘，难道还
能舍得与它擦身而过吗？

天台山是适宜登攀健体的山。它
乃一座小山， 最高海拨才 599 米，游
客一般登下来大约是 1 个半小时左
右，最快的据说是只需 40多分钟。因
经常爬山的缘故，我一趟下来一般在
一个小时，很幸运的是，工作地点离
天台山很近， 只有十几分钟的车程，
所以每次值夜班的第二天早晨就与
天台山来一次约会。 5点多钟出发，7
点来钟回，吃饭、上班皆不误。近期天
台山又搞了一个风车节， 种类繁多、
五彩斑斓的手工风车在阳光下熠熠
生辉，不停的转呀转，更为天台山增
添了一些动态的美、靓丽的美、童趣
的美！

“爱上天台，连廒峰外云万朵，与
谁同行？清风朝日我。”一个人行走在
天台山前的礼佛大道上， 一路上山、
下山的奔波、欢愉、惬意，总觉得能使
自己收获一些，如仁厚、如果敢、如爱
心、如世情百态、如万千世界、如红尘
往事、如……

白云山上拍日出
赵聚海

白云山是邢台县较早的一个
景区，位于浆水、路罗两川之间，是
一处集自然风光与人文景观于一
体的奇山型风景区。 拥有雄伟奇特
的山峰，山峦连绵数里，万亩松林
遮天蔽日，白云沉浮，青峰耸翠。 从
西山脚下沿 1050 级登山台阶盘桓
而上，越熊洞，望白羊化石，自西向
东突兀耸立起两座奇峰。 西峰险奇
怪美，俗称西顶；东峰雄伟壮丽，号
称东顶。 两峰相距 200 多米，中间
石路相连，人称“姐妹峰”，是观日
出和看云海的理想之地。 早在唐朝
时期，东顶、西顶就兴建了殿阁庙
宇，后经历代扩建，现遗有禹王殿、
奶奶殿、五佛殿、梳妆楼等 10 多处
古庙及 40 多幢石碑。 站在顶峰纵
目远眺，豁然开朗如临大海，远处
烟云浩渺， 万千山峰宛若海浪涌
动，脚下松青柏翠，苍鹰盘旋，白云
飘逸，令人心旷神怡，顿生超脱尘
世之感。 刘邦拔剑斩蛇、关公劈石、
四姑奶奶送麟子、观音菩萨避雨檐
等传说源远流长，美妙动听。

上世纪 80 年代初， 便有人三
五合群到白云山景区参观游玩。 当
时虽不叫旅游，但旅游消费已明显
显现。 白云山景区所在地的枣园供
销社主任冯九胜，抢抓商机，在白
云山景区大门口旁边，新建了五间
门市，两间为食品零售门市，卖些
食品饮料等，两间为饭店，一间为
职工宿舍。

为了宣传白云山景区，枣园供
销社确定印刷白云山宣传画册，县
供销社领导把这个任务交给了我
和李有会科长。 为拍好照片，我们
反复研究方案， 确定拍摄内容，一

切准备好后， 于 1984 年 4 月 20
日，乘坐长途公共汽车到枣园供销
社， 下午 1 点半坐车，5 点多钟才
到，简单吃过晚饭，冯主任给我们
讲了一些他的想法后，用供销社的
汽车把我们送到白云山下，以便第
二天起早上山拍日出。 到白云山
下，已是晚上 8 点多钟。 供销社饭
店有两名职工，当晚有一名职工回
家，值班的叫吴秀军，是供销社一
个老主任的儿子， 他认识李科长，
他对我们很热情。

吴秀军给我们讲了很多有关
白云山的传说。 相传，白云山是玉
皇大帝四女儿修炼成仙的地方，比
较灵验。 传说有一夫妇结婚多年，
膝下无子，去年这个时候到山上求
子， 今年果然生了一个大胖儿子，
前天刚到山上还了愿。 还说有父子
二人，上山打柴，天黑未能下山，就
睡在山上，儿子在夜时梦见两个仙
女踏云路过，因生非分之想，第二
天就双目失明。说着说着不觉到 10
点多钟。 我们刚拉灭灯准备睡觉，
他又过来叫门， 说晚上有两只狼，
要来拱门子，要东西吃，如果听到
动静，千万不要开门，冰箱里有准
备好的骨头， 打开门头上的横窗，
扔出去两块，狼就走了。 他说的很
轻松，因为狼隔三差五就来要东西
吃，他也习惯了，平时，饭店里用的
肉，都要把骨头留下来，放在冰箱
里，留着喂狼。 我家是平原区，听说
狼的事就少，更没有见过狼，听说

有狼就心里紧张和害怕，越是害怕
越是睡不着。 饭店东边的山坡上有
一根铁管， 是从山上往下引水用
的，白天不觉得怎么样，晚上夜静
了，从铁管里流出的水，滴答滴答
地落在下边的水池里， 声音非常
大，耳朵听着滴水声，心里想着狼
的事，一晚上怎么也睡不着，不知
啥时刚有点睡意，李科长就叫我起
床，说该出发了。 从山下爬到山项，
身体素质好的， 也要爬 1 个多小
时，所以凌晨 4 点钟，李科长就催
着出发。 由于天还很黑，我们顺路
一步一步地往上爬，但心里非常害
怕，一是害怕有狼，二是害怕有蛇，
总觉得身后有动静， 心里害怕，脚
步就稀。 很快我们就到了山顶，坐
在东顶的凉厅上刚休息有 10 分
钟，东方天空已露出鱼肚白，太阳
快出来了，我们赶紧找位置 ，选
角度， 随着太阳的慢慢升起，
拍了很多张照片 。下山时又拍
了姐妹柏、 千年古松、 熊洞 、
白羊化石等景点的照片 ，回到
单位后，我们还收集整理了一
些有关白云山的民间传说。后
来因多种原因， 虽然画册没有印
刷出版，但我们拍的照片得到了县
旅游局领导的好评和认可，所拍的
日出照片还在市级摄影赛上获得
了奖项。

诗韵太行
苗伟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