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玉，珠宝之首，在世界各地
广受推崇，尤其在中国。

早在新石器时期，玉就已经
进入了人们的生活，是财富地位
的象征。“玉”原为“王”，中华民
族对之顶礼膜拜，玉尊贵之至，
只有君王才有资格佩戴；又，“玉
者，国之重器，朝廷大宝”，象征
国家最高权力的帝王大印就是
玉玺。于是乎，民间一旦发现
玉，拥有者打死也要进贡给君
王，和氏璧，就是历史上最著名
的关于王与玉的故事，可谓骇人
听闻，令人惊心动魄。

后 来 ，“ 王 ”逐 渐 演 化 为
“玉”，开始化干戈为玉帛。干戈
是国之力，玉则是国之瑰，因此，
周穆王西巡时带上大量玉随行，
以表求取和平之诚。从那时候
起，玉，就成为中华民族重要的
文化符号，代表心灵、礼仪、文
化，《周礼》曰：“以玉作六器，礼
天地四方。以苍璧礼天，以黄琮
礼地，以青圭礼东方，以赤璋礼
南方，以白琥礼西方，以玄璜礼
北方。”后来，有一条“玉石之路”
专为玉石贸易而诞生，再后来，
玉，成为丝绸之路上的主打商
品。

玉极坚硬，却又温润，是故
孔圣人对玉推崇备至，“君子比
德于玉焉”。管子说玉有九德，
荀子说玉有七德，许慎说玉有五
德，象征“仁、义、智、勇、洁”，因
而，“君子必佩玉”“君子温其如
玉，故君子贵之也”“君子无故，
玉不去身”“宁为玉碎，不为瓦
全”，以玉比人喻事，以玉寄托高
洁理想，意在提醒自己牢记玉的
品德，务必守身如玉般修身养
性。

在圣贤们抬爱下，在君子们
厚爱下，玉在中华民族传统文化
中独树一帜，寓意“美好、高贵、
吉祥、柔和、安谧”，是故，无论赞
扬人之美貌、美德或其他事物之
美，总是用玉来作比：玉容、玉
姿、玉言、玉声、玉手、玉臂、玉
腿、玉肌、玉照、玉泉、琼浆玉液、
琼楼玉宇、如花似玉、亭亭玉立、
金枝玉叶、珠圆玉润、软玉温香、
玉色瑗姿、美如冠玉、芝兰玉树、
冰清玉洁、浑金璞玉、金科玉律、
珠玉在前、玉成其事……不胜枚
举。称三界的最高统治者为玉
皇大帝，简直就是登峰造极了。
玉，激发了人们无限的想象力和
表现力。

想起一则文坛趣闻。当代
著名画家、作家黄永玉本名黄永
裕，最初发表作品时用的是本
名。他的表叔沈从文建议他改
笔名为黄永玉，沈文豪说：“永裕
不过是小康富裕，适合于一个布
店老板而已，永玉则永远光泽明
透。”他接受表叔建议，从此，“黄
永玉”名扬天下。唉，早知道

“玉”对扬名立万影响力这么大，
我当初取个笔名叫杨玉嬛该多
好。

神、人、鬼之间，有着说不清
道不明的爱恨情仇，因为玉富灵
性，人们相信，在身上挂块玉牌
或戴件玉饰，就可以与神灵相
通，三界之间便能够靠玉来通
灵。玉之所以能够为“宝”，关键
就在于“通灵”。所以，玉不仅是
王公贵胄生前炫耀身份地位的
专享品，也是他们死后的陪葬
品。但也不是谁想用玉陪葬谁
就可以做到的，即便君王，倘若
无德，死后亦不可陪葬玉器。这
是因为在长期的历史进程中，国
人形成了根深蒂固的全民尊玉、
爱玉的民族心理，玉的神化和灵
物概念、特殊权力观点，皆植根
于此。

佛道雅称玉为“大地舍利
子”，认为玉是具有祛邪避凶法
力的灵石。佛家对玉如此崇尚，
于是，人们更加认定玉之灵性不
仅能辟邪、镇宅，还能给人带来
难以言传的喜瑞、吉祥。对于男
女爱情来说，玉也有剪不断理还
乱的情愫，“华夏玉道，通神达
俗，君威国祚玉为鉴，男欢女爱
玉作证。”男女传情达意，“何以
赠之，环瑰玉佩”。

历史上，宫闱中，帝王、嫔妃养
生美容离不开玉，著名传说有武
则天玉粉养颜、有宋徽宗嗜玉成
癖、有慈禧持玉拂面、有香妃因佩
戴金香玉而浑身香气迷人，最著
名的传说当属关于杨贵妃的桥段：
杨氏衔玉而生，得名“玉环”……

随着时代变迁，终于，玉这
至尊珠宝，早已“旧时王谢堂前
燕，飞入寻常百姓家”，人们信奉
男无玉不壮、女无玉不美。佩玉
不但美观，玉更是越放越值钱，
故而老百姓一旦手有余钱，就会
升腾起一种强烈的欲望：买玉。
所谓“乱世黄金盛世玉”，所谓

“黄金有价玉无价”，说的都是收
藏之道。当然也有双管齐下的，

“金玉满堂”是达官贵人和平民

百姓共同的愿望。
陕西蓝田玉很有名，因为那

句“蓝田日暖玉生烟”。其实蓝
田玉质地并不很润泽细腻，无非
颜色比较丰富。然而，玉，不是
普通商品而是文化产品啊，其最
大的价值和意义就在于此。几
千年来，玉文化对国人的深远影
响，是浸入到骨子里灵魂里的。

金香玉远比蓝田玉神秘、名
贵。

金香玉貌似质朴无华，因此
才有一句俗语“有眼不识金香
玉”；金香玉是稀世之宝，太难看
到，更难得到，所以“有钱难买金
香玉”。不过，古代皇宫贵族对
金香玉早有珍藏，且有诸多记
载，最早见于唐肃宗以金香玉赠
大臣为其辟邪；清代大才子纪晓
岚，在其主持编纂的《四库全书》
和其所著的《阅微草堂笔记》中，
更是对金香玉不吝赞美。

古占星学家认为：金香玉是
吉祥的象征，拥有者不仅每每能
逢凶化吉，还会得到意想不到的
好运。

自金香玉面世以来，人们对
她的热爱从未减退，“在古老的
陕西汉中，一座幽深的山中，蕴
藏着一种会散发出迷人香气的
美玉，这就是人们寻觅已久、只
见诸史料记载而难得一睹芳容
的奇珍玉石——金香玉”，这段
神文，广泛流传于世，刺激得一
些人做梦都在寻觅金香玉。

汉中，这座“琼台玉宇汉上
城”，是一座了不起的城市，尤其
对汉人来说。汉中是汉朝的起
点，汉族从这里诞生；汉中是汉
文化发源地，汉语、汉字、汉书、
汉学，皆起源于此。汉中还有汉
江、汉山，中国以汉中划分南
北。汉江，古有“天汉”之美称，
来源于《诗经》中“维天有汉，鉴
亦有光”；汉山，是周公祭天的神
山，曹操以诗句“周公吐哺，天下
归心”歌咏之。土厚水清的汉
中，“青山汉水蓄王气”；浩荡着
帝王气英雄魂的汉中，自古深山
藏美玉，“石韫玉而山辉”。而
今，在被联合国认可的“中国千
年古县”汉中南郑，在崇山峻岭
中的碑坝山，勘探到大储量的汉
玉，这真是爱玉者之福。

汉之玉，从远古走过来，从
宫廷走出来，从神坛走下来。

玉是石头精华，石之美者谓
之玉，而我从来没见过这么美的

玉石，赤橙黄绿青蓝紫，各种色
彩齐全，汉中玉因而被称为“中
国彩玉”。金香玉，则是汉之玉
中的极品。

美，是玉的最高法则。美玉
养美人，一笑倾国的绝代佳人褒
姒，就是汉中人。

因了机缘，我在汉中有幸目
睹了金香玉。那古朴醇厚的颜
色，深褐如泥土，不事张扬，不露
锋芒；那温润细腻的质地，如凝
练的油脂，渗透出迷醉心魂的芳
香；那纯正明亮的光芒，清新如
初阳，凛于内而形于外。金香玉

“色可以濡目，性可以涤身，光可
以照心”。她聚天地之精华、得
日月之灵气而成国色天香，她至
朴至艳、至拙至巧、至简至美。

女人常常把梦想寄托在珠
玉上，其中最爱首推玉镯。自大
汶口文化时期出现玉镯以来，女
人对玉镯的热爱一直盛行不
衰。春秋时期的扁圆形玉镯款
式，依然是现代台湾妇女最钟情
的“福镯”。隋、唐、宋朝，女子佩
戴玉镯成风，连佛教题材绘画，
壁画中的仕女、飞天、菩萨，也大
都离不开玉镯；到了明、清、民
国，玉镯材质之佳、款式之多、造
型之美、工艺之精，空前绝后。
老年女子钟爱玉镯，则多是为了
辟邪——据说只要玉镯在腕，即
使不慎摔跤跌倒，身体也不会受
伤，自有玉镯护佑。

多年前，看过由白先勇小说
改编拍摄的影片《玉卿嫂》，记
忆犹新。因家庭变故，柳家少
奶奶单玉卿沦为帮佣玉卿嫂，
影片里，玉卿嫂试水温时，皓腕
在眼前那么一晃，玉手在水里
那么一飞，不用前戏交代，一看
就知道她是从富人家出来的。
玉卿嫂洗衣服的画面，也让我
永生难忘：一下一下，玉手在搓
衣板上来来回回；一荡一荡，那
玉镯荡得我心旌摇曳。玉卿嫂
那么笃定、平静、温婉，一派心
如止水的模样，这样的处变不
惊，这样的外柔内刚，应当来自
于她内心的底气和她留存的梦
想吧，那可都是由她玉腕上的
贵重玉镯做底子的啊。观赏过
电影《玉卿嫂》之后，我的首饰
渐渐演化为手饰：玉镯；见识过
汉之玉后，我的手饰梦想壮大
了：金香玉手镯。

梦想还是要有的，万一实现
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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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歌行板如歌行板

寻 秋 西 江 口
·非彼羊·

今年国庆长假第四天，在
朋友邀请下，参加了一次野外
徒步活动。

这是我喜欢的一种消闲方
式。平时不爱热闹，乐于僻处，
人多的地方倒不爱去，所以走
向大自然，用自己的双脚去丈
量山路，是一种适合我的选择。

这天，起了个早，草草用过
早餐，7 点半就出门了。到达集
合地点——古城广场时，头顶
阳光灿烂，视线格外明晰，平常
人就不多的阔大广场，平坦如
垠，见不到一个人影，显得安详
静谧。

走过广场，看到大家将要
乘坐的中巴车早等在路旁，不
少穿红白两色汗衫等热装、背
着背包的人聚在那——那是这
次徒步的伙伴。时间到，清点
过人数，车辆启动。不一时，抵
达目的地，在计划徒步起始点
下车。

这个地方是熟悉的，原先去
大广山走过这里，好像也是车停
在此，然后徒步前行。今天去的
不是大广山，而是西江口——十
八湾线路。

走出一段平整水泥路，踏
上曲折不平登山土路。道路
窄，凹凸坑洼，长着杂草，虽然
不如行走水泥路方便，但脚底
软实，踩上去没有水泥路面坚
硬，步子有弹性，正是行走山
路，想要体验的另外一种徒步
滋味。

一株柚子树出现在眼前，滚
圆饱挺的柚子翻着白亮的肚皮，
高悬头顶，好吃者不由举起登山
手杖，对着果实用力狠狠击打过
去，只待摘得一只尝滋味。手杖
碰着果子，被反弹开来，并不见
果子落下。

目的没有达到，又有人捡了

路旁石块，对着果子抛过去。打
着了，打着了，滚圆的果子咔嚓
一声，从浓密的叶子里直落了下
来，跌向低洼的沟里，一咕噜滚
远了。好吃者一阵欢动，追着果
子奔过去，利索翻开杂草，将果
子搂进怀里。

一旁另外早拾得果子者，放
了手杖和遮阳伞，拿出少有力
道，将五指插进硬实果皮里，三
两下撕开道口子，极速将果仁取
出，再撕一瓣，剥开就往嘴里塞，
鲜嫩酸甜汁水穿过牙缝，刺激舌
尖味蕾，再咕嘟一下往喉头钻
——哎呀，好吃——你要不要尝
尝——给你——给你——

这满山里，荡漾开山野果
实的酸酸滋味——

往里走，过了梯田，漫满杂
草的山坡不种水稻了，种开了泡
桐等速生树种，大的长得有一尺
来合围，枝叶撑上天了。树木一
片一片的，很显出些饱经风霜的
样子。

一看就知道，这是退耕还林
初期种上的一些树，只为尽量多
涵养水源需要的选择。在这些
泡桐中间，或更多的地方，现在
栽种下油茶树，经过两三年生
长，这些个子远不及泡桐招摇的
油茶树，也挂开果了，不及人高
的个头，一株一株，结着小个饱
满的茶籽。这是一种果实不大，
但含油量丰富的优种树，是经过
精挑细选引进的树种。再过得
些日子，等到了霜降，就是茶籽
完全成熟，开始采摘的时候，我
想，到时这些油茶树的主人，丰
收的喜悦一定比茶籽绽开的嘴
脸还灿烂。

没有道路了，走在前头的人
停下来，开始用准备的柴刀砍斫
杂枝杂叶开路。

是呀，自多年前开始封山育

林，现在山岭越发密实起来，平
常山路，大家不上山砍树斫柴，
少有人走了，路就被植被遮掩。
一年不砍斫清理，再过一年，可
能就难以寻找，难以行走了。

虽如此，大家要费很大力
气，花费更多时间通过，但心头
是欢快的，封山育林有效果，生
态好起来，水土得到涵养，受益
最大最多的，除了植被、野物，其
实还是人类。所以，对于我们这
些爱好野外徒步、热爱大自然，
喜欢与自然界打交道的人，怎么
不会感到欢喜呢？

一路上行，淙淙水响穿越耳
际，像钢琴大师的演奏，轻缓着，
抒情着；跳跃着，欢快着；写意
着，空旷着……似有似无，又清
清晰晰；在辽远，又在眼前；是迷
梦里，却又是真实的大白天……

就这样，伴随水响，来到一
片开阔地，出现一些荒芜的建
筑，土墙坍塌，房梁落寞，昔日
主人也将这里遗忘，往日的鸡
鸣狗吠，烟火缭绕，不知所踪。
大山在大工业时代，它曾经肩
负滋养山居烟火生活的使命已
经完成，那些日出而作、日落而
息收获微薄的僻远山岭岁月，
早被更为丰富滋润的山外天地
与时光替代，我们虽然怀念，但
不觉得可惜，时代的朝前让我
们明白，记忆里不愿意舍却的
东西，适应情感的珍存，但不一
定适应社会与发展步伐的需
要，所以，这一切的演变，再正
常不过。

对于这片山岭，这里的房
屋，我有着深深记忆。还是 30
多年前的学生时代，曾跟随高
中同学，从县城坐公共汽车至
乡里，在乡上同学亲戚家用过
午餐，再从乡里寻找进山道路，
又是大半天的徒步，由出发的

上午，至近黄昏才抵达。
那时，这里的山似乎还更

高，道路似乎更窄小，穿越的幽
静似乎更深邃。

当经过“长途”翻山越岭，
抵达这深山的村庄，我在心头几
乎要升起一种神秘的敬仰了。
真不知道，这重峦叠嶂的大山
里，还有人家，还有烟火，还有日
常饮食和世代温情故事。

时隔 30 余年，今天再次来
到这里，但一切已然物去人非，
往事不再，有些怅惘，但又释然！

深山的溪水洗涤了岁月和
人间，却将它的清澈与亘古的
穿越保留了下来。30 余年前及
之后的日子，我们无法复制与
重来，也无须复制与重来，而今
天，我们所拥有的，不比往日更
须好好把握吗？

越过西江口后，我们走上
往十八湾的回程道，一路上仍
然看不尽的堆翠披绿，穿过人

工林，又来到茂密修竹坡，走过
一山又一山，看过一路又一路，
感到在这秋天，这大自然的山
岭，向我们打开了一本别有洞
天的无字大书。

抵达车行道，开过来的车
子载上我们，一路下坡来到吃
饭地点，这里的地名让我深深
记住：磨形里——竹隐湖——
新 泉 传 统 古 民 居 —— 时 光驿
站——

这些名字，有着山野的朴
实，有着诗一样的意境，有着令
人想像不尽、留念不已的温馨
与希望。

午餐菜肴的丰美，更钻进
胃里，穿越肚腹——让人深切
体会到山乡的蒸蒸日上与今天
生活的岁月静好！

西江口，我来了，我走了，
但在时光的驿站里，在传统的
民居里，你是永远的活跃与鲜
亮！

立冬时立冬时节节（（组诗组诗））

··严来斌··

初冬

美丽的事物都开始入冬美丽的事物都开始入冬
窗角的幼芽缩回了泥土的怀抱窗角的幼芽缩回了泥土的怀抱
街上奔波不停的车辆还在为生活忙碌街上奔波不停的车辆还在为生活忙碌

北风凛冽地吹着北风凛冽地吹着
大地上的人蜷缩着向屋子里走去大地上的人蜷缩着向屋子里走去
一处灯火一处灯火，，亮了良久亮了良久

故乡的母亲鬓发花白故乡的母亲鬓发花白
蹒跚的步履在厨房烧一盘农家菜蹒跚的步履在厨房烧一盘农家菜
灯火灯火，，有时是天穹明灭不定的北斗星有时是天穹明灭不定的北斗星

晨雾

晨雾封锁小城晨雾封锁小城
冬日的小吃冬日的小吃
冒着四溢的香味冒着四溢的香味

大门紧闭的小巷子开始叶落南方大门紧闭的小巷子开始叶落南方
漫长的小路是一枚生锈的钥匙漫长的小路是一枚生锈的钥匙

惊鸿一瞥的人生惊鸿一瞥的人生
在大雾中的街巷间托物言志在大雾中的街巷间托物言志

暖阳

大街上三两搬出椅子晒太阳的人大街上三两搬出椅子晒太阳的人
阴雨之后的晴日挂在冬日蔚蓝的天空阴雨之后的晴日挂在冬日蔚蓝的天空

一碧万顷的蓝天一碧万顷的蓝天
像宿醉的大海像宿醉的大海

一轮暖阳在人间续写冬日的故事一轮暖阳在人间续写冬日的故事
隔壁大叔慵懒的橘猫是书中温驯的动词隔壁大叔慵懒的橘猫是书中温驯的动词

小雪

一夜之间一夜之间
万物冬眠万物冬眠

小雪在老房子的瓦片上小雪在老房子的瓦片上
定居定居

一片雪一片雪
覆盖另一片雪覆盖另一片雪

像是为自己盖上了一床被子像是为自己盖上了一床被子
同时为人间送去了一场丰年同时为人间送去了一场丰年

嵌在心底的歌有很多很
多，尽管时光走过许久，意境合
人时，那些记忆里的歌，便会从
心底飞出来。

孩 提 时 ，家 里 下 放 到 农
村，大山沟里，常常能听到母
亲唱的歌，《不忘阶级苦》《听
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那飘
荡的旋律把场景交织成悠扬
淳朴的画面，似谆谆教诲，娓
娓道来。长大后，我特意买下
了这两首歌的音带，闲暇里，
返璞归真的音乐便伴我走回
从前，那遥远的村庄、久远的
故事，于是尘嚣远去，唯余天
籁，清幽明净。

求学时唱《映山红》、唱《大
海啊故乡》，绕梁三日，余音不
尽，催人奋进。为人父母后，又
给儿子唱起了《小汽车》《我是
公社小社员》……生活里，每个
人都是自己的诗人与歌者。谁
能说，人生成长的履历没有歌
的印迹呢？歌是最好的教科
书，让人流泪，让人大笑，让人
忘却烦恼。有歌声，生活中便
多了几分诗意。

近些年，潜心工作，忙碌

中，歌声渐行渐远，可当休闲或
远行时，歌便会自然而然地弹
出来，让往事鲜活灵动，也如酣
畅淋漓的夏雨，滋润思绪，又如
清冽甘甜的秋泉，消解忧伤。

母亲做过音乐老师，十几
年前确诊癌症，虚弱又倔强的
她拒绝了放疗化疗，选择了歌
声与中药。而今，母亲仍然每
天唱一个小时歌，从无歇息。
只有在歌声中，她可以陶醉，可
以忘却一切，也只有在歌声中，
她一片一片拾回数十年的记
忆。歌声，延缓了年龄给器官
带来的老化，也把令人生厌的
癌细胞赶到了九霄云外……舒
喉吊嗓，一片天籁。歌给母亲
带来了充实与快乐，她常说：生
活在歌声里的人才是真正幸福
的、快乐的。

好歌令人难忘，不仅因为
歌中意境深邃，更有歌中的词
曲对人的激励和鞭策，我想，伴
我半生有余的营养剂，或许并
不是我以为的文字和数字，而
是音乐，是歌声。这些歌，在我
心中永远不老。

好歌的记忆
·刘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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