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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道青城山，拜水都江堰①。岫列屏封，云蒸
雾锁，幽名广闻天下；波平镜鉴，堰卧堤飞，奇构
绝屹宇寰。钟山水之秀灵，毓人文之璀璨。百代
仰瞻，穆穆惠民勋绩；九维循蹈，煌煌治水范
闲②。

史河存亮迹③，宇内叹雄观④。元形⑤曜昡岷
江，功筑⑥晖昌灌县。肇由二李⑦，承接群贤。驭鳖
伏龙⑧，避涝防旱。继起文翁扩渠，流浥繁田⑨。诸
葛护堤，法设堰官⑩。士廉广开灌道，卢翊重睹
箴言。驯旱魃而兴邦国，除涝害以拯黎元。仁人
恐后，志士争先。吏民同奋，妇孺相勉。年缮岁
修，活水常来渠首；外疏内浚，洪霖无损平川。
由是秦初规格，历廿百载犹备；时下效能，滋万
千顷未阑。致用迄今，谋远者奉为圭臬；权宜因
地，尚实者视作标杆。岁月从流，叠涌翻新之浪；
光阴执笔，勾销泥古之篇。臧否历来功业，无情
唯是时间。暂者若昙葩，乍现枝头；亘者犹星斗，
长明霄汉。幸甚，逶迤古堰悠悠，吞吐水波潺潺。

天工开系统，玄造立枢垣。借山形而坐西
北，依水脉而望东南。发轫制宜，践从顺势；示拙
藏巧，行自开端。控浪相机以引，导流无坝以
拦。岷水不涸，其行则远；岷山不崩，其稳若磐。
更有抽心截角，作堰淘滩。循物理而求体用，
法自然以定方圆。鱼嘴分波，划江内外；金堤飞
沙，控流湍缓；宝瓶吐露，酌量窄宽。四六分水，
告别天殃，增减凭依晴雨；二八分沙，恢弘体统，
势能取自波澜。一而生再，再则衍三。形容肯綮，
鼎足关联。方位各居，相生同固济；径途有别，互
补自循环。体系运行，岂唯蒲阳、柏条、江安、走
马之流，派分渠首；功能覆盖，不啻灌溉、航运、
生态、观光其类，综合诸般。匠心发乎朴素，宏图
展自平凡。水到渠成，成在居高能下；目张纲举，
举措就简删繁。

至道象天地，高行法自然。肇基于上古，离
堆石裂，断陉火焙；开堰自洪荒，落差目测，流
量心权。措画时惊神鬼，法门一合人天。无坝引

水，妙在勿争，兴利而不伤物类；浅堤泄洪，谛
由能舍，弭灾而不树屏藩。一堰作而西蜀兴，平
原勃而琼英绚。清涟漾，素练挥，襟带动，幕帷
掀。稻穗夜敲蛙鼓，莺声晓拂柳绵。夏雨沛而冬
阳暖，春华茂而秋实蕃。四时浸润，九里堤边，
从知物候；万类欣荣，百花潭外，可窥豹斑。玉
垒看云，草堂听雨，江楼望月，桥首送仙。绿道
迂回店幌，林荫漫撒市廛。城郭亭台，分明锦
绣，嫣红姹紫，隐约霞烟。魂萦梦绕，观光之客
如归；心旷神怡，过境之宾忘返。生态藉此更
优，宜人居处；环境因之愈美，引人留连。九天
开出画图，造化更钟盆地；连片蔚为葱郁，城
乡宛在花园。

惠民生景福，泽天府百源。寻根古蜀，开
国茫然。人同鱼鳖，道载饥寒。且穷且厄，维苦
维艰。乃有上哲临，开玉垒；仁心发，引甘泉。溪
塘池井，棋布星罗；干斗支渠，横通纵贯。霏霏淫
雨，弗忧泽国祸水；炎炎烈日，无虑赤地灾愆。竣
役硕勋，顿开生面。于乃耕垄亩，通阡陌，理荒
秽，垦乡原。植桑种稻，捕鱼养蚕。丰登黍稷，尽
足衣衫。渐至“水旱从人，不知饥馑，时无荒
年”，天府之名符焉。总总林林，国资农本，益彰
充裕；融融泄泄，黄发垂髫，乐享宁安。濯锦江
滨，浣女手挥云彩；采桑陌上，村姑鬓插玉簪。陆
海频增米廪，秋池竞作鱼筌。鱼米之乡，益扬并
论；庶饶之地，今古续延。缤翻气象，朗照汗青；
一体城村，长铺画卷。玉槛雕栏，仍邻碧水；明窗
广厦，欲比层巅。物阜恢隆都会，民殷转益市圈。
四方辐辏，纷至五湖冠冕；百世繁华，沓来万里
车船。漠漠平畴，蜀景非唯昨日烁；熙熙重镇，芙
蓉更胜旧时妍。

拜水都江，赏心秦堰。追昔回眸，触怀长
叹。兴低筑而现高瞻，光被四表；师前事而鉴恒
用，德泽永年。善作厥成，知依物序；善终由
始，行与时迁。传世之功，必萌乎济世；空前之
业，岂囿于承前？

注释：

①余秋雨为都江堰景区题词“问道青城山，
拜水都江堰”。

②范闲：模范，样板。见汉·蔡邕《篆势》：“摛
华艳于纨素，为学艺之范闲。”

③亮迹：显著的功绩。见晋·陆机《汉高祖功
臣颂》：“贞轨偕没，亮迹双升。”

④雄观：壮观。见宋·叶梦得《石林诗话》：
“两山相对，遂为一时雄观。”

⑤元形：大自然赋予的形态，指万物。见隋·
王通《中说·立命》：“地者，统元形焉，非止山川
丘陵之谓也。”

⑥功筑：指土木工程。见《尚书·大传》卷三：
“谨功筑，遏沟渎，修囷仓，决刑狱，趣收敛。”

⑦二李：指始建都江堰的李冰父子。
⑧伏龙：传说李冰治水锁伏孽龙，今离堆公

园中有伏龙观。
⑨繁田：“繁”，古地名；“繁田”，指彭州。《都

江堰水利述要》载：文翁带领百姓“穿湔江，灌溉
繁田一千七百顷”，是第一个扩大都江堰灌区的
治蜀官员。

⑩堰官：《水经注》载：“诸葛亮北征，以此堰为
农本，国之所资，以征丁千二百人主护之，有堰官。”
自此，历代均设专职官吏，负责都江堰水利工程。

士廉：高俭，唐朝贞观年间谪任益州长
史，在原都江堰基础上，增开新渠，灌溉农田。

卢翊：明朝正德年间任四川按察司佥事，
提督水利，组织民力大量清除河道淤泥，深挖到
李冰治水时所刻有“深淘滩，低作堰”铁板乃止。

渠首：主要由鱼嘴分水堤、飞沙堰、宝瓶
口三部分构成。

玄造：指造化。见唐·元结《闵荒》：“令行
山川改，功与玄造侔。”

无坝：无坝引水，是都江堰水利工程的显
著特征。

抽心截角：“遇弯截角，逢正抽心”，是李
冰治理岷江和解决灌区输水及疏通排洪河道的
方法。

作堰淘滩：指“深淘滩、低作堰”六字要诀。
金堤：唐朝时飞沙堰的别名。
蒲阳、柏条、江安、走马：都江堰四条干渠。
断陉火焙：以火烘烤山岩，然后泼水降

温，运用热胀冷缩原理令其崩裂。
九天开出画图：缩用唐·李白《上皇西巡

南京歌十首》（其二）：“九天开出一成都，万户千
门入画图。”

景福：洪福，大福。见《诗经》：“以享以祀，
以介景福。”

百源：众水之源。见宋·苏辙《溯潮》：“初
来似欲倾沧海，正满真能倒百源。”

开国茫然：语出唐·李白《蜀道难》：“蚕丛
及鱼凫，开国何茫然。”

人同鱼鳖：指洪水泛滥之时，听天由命，
完全不能自主生存。

理荒秽：铲除杂草。见晋·陶渊明《归田园
居》：“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

据《华阳国志》：“水旱从人，不知饥馑，时
无荒年，天下谓之天府”。

陆海：《华阳国志》记述：（都江堰）“灌溉
三郡，开稻田。于是蜀沃野千里，号为陆海。”

益扬并论：唐安史之乱后，扬州、成都成为
全国最繁华的工商业城市，有“扬一益二”之称。

都江：岷江的别称。
光被四表：形容盛德善行远播四方。见

《尚书·尧典》：“光被四表，格以上下。”
永年：指长久。见东晋·陆机《辩亡论下》：

“敦率遗典，勤民谨政，循定策，守常险，则可以
长世永年，未有危亡之患也。”

物序：指事物的规律。见南朝·梁·刘勰
《文心雕龙·宗经》：“经也者，恒久之至道，不刊
之鸿教也，故象天地，效鬼神，参物序，制人纪。”

少时读柳宗元，知道湖南有永州，知道永
州，便知道有江永，江永风景奇异，山水绝佳，
乃女书发祥地。比如闻名于世的瑶族勾蓝古
寨，瑶族发祥地千家峒，千年古村落上甘棠等，
都令人十分神往。

到江永，以上胜景绝不可错过，而女书
发祥地的江永，更让人思绪联翩。在漫长的
封建时代，在男尊女卑的世界，女性的地位
极其低下，他们为了争得平等、自由以及生
活和身心的愉悦，包括对美好婚姻、家庭幸
福生活的向往，在女性同胞间相互倾诉，共
诉衷肠。而这一切的内涵寓意，为了不让外
人和异性族人知晓，从而发明了一种只有她
们知晓并明白其意思的文字——女书，来进
行情感的交流和传递。这种绣于衣物、手帕、
腰带等的特殊文字，母亲只传女不传男，乃
至母亲离世，这些特殊的绣于物品上的文
字，也将焚化陪着亲人进入天堂。女书的传
世是极其少见的。在江永女书博物馆，我仿
佛看到了旧时女性生活的不易和艰辛，也看
到了她们的不屈和坚韧以及追求幸福生活
的信念和智慧。男女平等的道路，经历了多
少岁月曲折才得以实现。

江永，在这块神奇而又有着别一样风景的
大地上，着实让人留恋而感慨。

在千年古村上甘棠有一段石刻碑廊。这
些刻于山壁上的碑刻，是各个历史时期的重
要文化遗存，虽经风风雨雨的不断侵蚀，文
字内容仍然清晰可见，比如刚劲有力的“忠
孝廉洁”四字，传说是文天祥路过上甘棠村
时留下的手迹，当地人将它勒石永存，以昭
后人。以及“耕读传家”“诚信立命”等，无不
彰显中国的优秀传统文化在江永的传承流
淌，生生不息。

漫步在上甘棠村博物馆，透过厚重的历
史，我看到了曾经辉煌繁盛的上甘棠村，走
出各类拔尖人才 200 多人，无不得益于优秀
文化和教育的浸润培养，在文明之风日渐兴
盛的背景下，一股股浩然之气和勤学有为、
报效国家的风尚，如春光明媚般温暖着时代
和人心。

这种风尚，迄今仍然让我心生感动。
那天，在江永城里，我乘车去白水桥，不

仅有市民热心引导我乘几路公交车，而且到

达白水桥后，市民还专门叮嘱我，公路对面就
是返程的公交站，古道热肠与朴实的情怀，让
我对这个古县城更添一种好感。白水桥旁，高
大的桥碑上有一个硕大的草绿色的柚子雕
塑，这是江永的又一个标记，香柚之乡，我亲
切地称它为香柚之城。年产五十万吨香柚的
江永，不仅空气中弥漫着清香，且这种绿色
农产品深受人们喜爱，我来的时候正是柚子
大量成熟上市的季节，满城柚香，满城香柚，
让人有一种莫名的喜悦。这种有果中罐头之
称的水果，存放时间相对长久，不仅纯甜、果
汁足、化渣，且药用价值也十分明显。我的故
乡也产这种水果，不过均从这边引种，我一
气可以吃一个，因此当我下车了解完白水桥
的情况后，往回走到公交车站附近时，看到
路边一个硕大的门市里堆满了用镂空的线
袋装的香柚时，我震惊了。看管这些柚子的
是一位老太婆，大约 80 岁开外，精气神儿十
足，身体硬朗，她言谈清楚，很自豪地对我说
这些香柚是他们乡下家里自产的，是儿子儿
媳在生产经营。她帮儿子儿媳看管。闻着满
屋的香柚味儿，听着老太婆直爽的话，我内
心有了一种想购买的欲望。邮寄不是问题，
虽然江永属于湖南，而我故乡远在四川，因
为快递业的发达，这点不用担心。一问，老人
说一袋 80 元人民币，一袋总共十二三个，平
均一个不足十元，且香柚个头差别并不大，
品质不成问题。老人专门剥开一个，让我品
尝了一瓣，又叫孙儿从楼上下来与他在外忙
碌的父亲联系。很快他父亲与我通电话，大
约意思是让我放心，他们做生意讲的是诚
信，现在的问题是运费较贵，购买八袋，运费
要 200 多元，为了显示诚心，他让我运费出整
数 200 元，多出的他付。实在说，我在江永购
买香柚，实则还有一层用意，就是要考察一
下江永人的诚信度。卖主何师傅的一番言辞
我半信半疑。我把买香柚的钱和运费交给老
太婆并将收货地址留下便离开了。

几天后，当我结束了江永的行程，回到故
乡四川泸州，先前购买的香柚如数邮寄到我
的手中，当我闻到这来自异乡的柚子香，我的
担心显得多余，确实有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
腹之嫌。

其实，在江永，处处别有一番风景。

工作和生活了一天之后，躺在床上，看报
读书，莫过于人生最大的乐趣。夜深人静的时
候，沉下来想想，觉得这辈子最大的愿望，做一
个读书人。

从小喜爱读书，至今依然。读书使我们开
阔眼界，拓展视野，明白是非，懂得做人和做事
的道理。书的方寸之间，打开了一扇扇窗户，让
我们看到了广阔的世界，看到了银河外的星
体，看到了千百年历史的沉浮，看到了昨天和
明天的美好，我们每一个人的内心世界都变得
丰富而充实。

我没去过泰山，没去过京华和华北平原，
也没去过非洲和欧洲；但我却见过泰山日出壮
观的景象，听过南京鸡鸣寺的钟声，体会过华
北平原跑马的奔腾壮观，领略过非洲大陆美丽
的热带雨林和异国他乡的风土风情，更被南极
冰天雪地的冷静高远和圣洁深深陶醉和吸引。

这是因为读书可使我身临其境，如闻其
见。读书使我们心归于宁静，浮华顿消，烦躁远
去，灵魂净化，思想升华，情趣高雅。书一本一
本读，时光从指缝间溜走，蓦然抬头，那份书卷
之意从内心悄然映在脸上。

我们天生一个头脑，读书让我们多份智
慧，读一本好书就像与一智慧的人在谈一席
话。让我们懂得一个道理，“你有一个苹果，我
有一个苹果，互相交换，每人还是有一个苹果。
你有一种思想，我有一种思想，互相交流，每人
可拥有两种思想。”

黄庭坚说：“人不读书，则尘俗生其间，照
镜则面目可憎，对人则语言无味。”话说得虽然
有点过，细细想来，似乎也不曾落了俗。我更喜
欢作家张抗抗书中的一段话：“读书分两类，一
类是写作的实用性需要，但我喜欢另一类阅
读。他看上去毫无用处，但犹如森林氧吧和甘
泉，改善你的呼吸和血液，改造你的知识结构
与空间。他渗透的作用是长远而无形的，没有
任何急功近利和立竿见影的打算。因为人们的
功利性阅读，我们错过了多少曲径通幽深藏不
露的好书。”其实一个人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最
难得的是，保持一种健康向上的心态，使自己
不至沉陷于日常凡事带来的烦恼之中。读书，
可以为自己营造充实高尚的精神世界，并从这
种高尚的精神活动中享受一种特殊的欢乐。

中国的读书人对“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深信不疑，一个人如果不善读书，以形成自己
独有的精神世界，那么这样的人内心肯定是软
弱的。因为在繁杂纷乱的尘世中，每个人都可
能会遭遇不同程度的挫折和逆境，倘若消沉其
中，一味地放任自流，自甘庸俗，其结果将变成
碌碌无为的人。但倘若你是一个自得其乐的读
书人，并且善于从书本中取其精华，形成自己
的世界观，情况则会截然相反。

在我看来，真正的读书，不只是读书人独特
的生存状态，更是一份宁静的心态，而与功名利
禄无关。把读书说成是人对精神的武装，不如说
是人生至高的享受。马克思说书是他的奴隶，不
如说是难得的伴侣。很多享受都有厌倦的时候，
唯有读书除外。生活中一些亲人和朋友都会有
离你而去的时候，唯有书一生不变。

在与书的交流中，心灵激发的喜怒哀乐焕
发出各种异彩，所有潜藏在书本中的人和事，便
同样随之复活，与读书人欣然相遇、相知、相契，
读书人于是获得了一种无法言传更无法替代的
人生体验。一位学者说：“只有书籍，才能让这么
悠远的历史连成缆索，才能让这么庞大的人种
产生凝聚，才能让这么广阔的土地长存文明火
种。”读书使人看到宇宙的奇幻世界、多姿多彩，
读书使生命充实，使人醒神益志，远瞩高瞻。见
多才能识广，在接触新鲜事物、体验不同文化的
过程中，会更深刻地了解自己、理解别人，心胸
会变得宽广，人生的格局会徐徐展开。

我爱书，好书和好女子一样，产生魅力和
磁场，似乎有一种想与之亲近的冲动，与其共
享生命的时间。爱读书的人和不爱读书的人，
小时候可能并没有多大区别，但是等他们长大
后，谈吐举止会迥然不同。很多人说起读书，都
会有这样的感受，小时候读过的书，长大后书
名和作者都忘记了，情节也不太清楚；但是自
己被某一个细节深深地震撼过，这个细节静静
地躺在心灵深处，一旦在某一个时间点被激
发，就会喷薄而出，影响以后的人生。

高尔基说：“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当
今科技社会发展迅猛，你没有理由不静下来读
书，在每一分钟空闲时间里享受它，享受极致
的快乐，享受生命的终结，最终获得无与伦比
的人生，而失去的只不过是过眼烟云。

一生读书，一生与书相伴，不亦快哉，不亦
乐乎！

都江古堰赋
□ 陶武先

一
追溯青衣江的流水，就能抵达青衣羌国故地。
我翻阅了整个南方，才看见那散落在雅安

大地上的遗址
长满了中国古老的文字。
一束束古老的光，与雅安的山水一一对应
我在雅安的高颐阙，能读懂历史深处的嬗

变吗？
那些石质的脸谱，带着羌人远古的体温
或许，在石刻的背后，是羌族踏破山水的发言
我于高处，观青衣江辽阔的水域
群山寂静，像沉默的另一个版本。
谁知道，这风流的青衣江，只不过是锦绣山

河里的一条云袖
被雅安摆动着。
你看，芦山范敏阙像一本陈旧的古书
每一页都堆满了时光的褶皱
我无意于说出那个词：沧海桑田
这埋藏在大地中的石器，像一枚枚沉睡的

文字
它们组合在一起，去辨别雅安古老的身份。

二
青衣江畔，沉寂多年的河岸开出众多的花朵
那彝族、羌族、苗族、土家族、瑶族、白族、傣

族、布依族
像青衣江的一根根肋骨
串联起一首关于雅安民族走廊的盛大民谣。
面向青衣江，听见江水嘶鸣
这雄壮而无垠的人间，需要安抚雅安更多

的风雅
周公河、荥河、芦山河、田湾河、安顺河、流沙河
都是雅安生出来的孩子
它们安静地流淌着，让雅安成了山水的乐园。
我们在此处，体味着中国喂养给我们的方

位语意：
北依青衣江，南靠大渡河
如果可能，我宁愿用月光覆盖着的乡愁
去皈依雅安的灯火。

三
在蒙顶山，我采撷古典的词汇向雅安献礼
这是时光孕育的一种尊敬啊！
在山水编织的河山里，珙桐高举雅安古老

的名片
我知道，南丝绸之路引领着千年的时光，那

么漫长
从富林文化到古离堆
我看见在雅安书页上翻滚的日月，把雅安

的每一个角路都照亮了
一个人，于蒙顶山顶遥望
依稀听见汉代石兽猛虎下山的声音
沿着青衣江的流水，凝合成雅安的满城春色。

四
在碧峡峰的深处，萦绕不断的群山石兽
一一对应着金丝猴、苏门羚，它们在峰中鸣叫
像时光的回声。
我热爱雅安，不过是爱它的溪水、群山和那

几盏灯火
我喜欢：
这头顶的星空与脚下的大地
它们是雅安的两个维度，上指星光灿烂
下落上里古镇
让青石巷的影子掌控着雅安不停息的风声
我想，一个人只有靠近内心的光亮时
才能看见群山的悲喜
夹金山与二郎山对峙，这暮色下的色彩
是雅安最柔软的言辞。
我不向往轮回，只羡慕此处安眠的红色文化
那大渡河的水声
洗净了雅安的身子，我予远方赠予雅安的

百鸟朝凤
煽动着雅安新的古朴。
这一座城，不虚拟灯火辉煌
只打捞鲜活的人间。

五
神笑了一下，雅安就漏下了数不尽的雨水
高处的暖流撞击青藏高原，雨下在群山的

思想上
雅安被雨水托举，于孤独之中滋养草木
我们从约定的时间里归来，听见命运反刍

的声音
雅安不过是把李白写下的月光
倾洒在大地上。我站在神木垒前，为青翠的

茶海、木林喝彩
这叠合在一起的云烟
成就了天府之肺。

六
盐城古道，向我招手。
我踏着雅安的温暖而去，是时候与古老的

事物和解了
我必须与它统一言辞
予大地寂静
我站在大地上，捕捉到了唐代白马泉的澄净
金凤寺里，我听见风里带着说不尽的悲悯
是谁掌管一柄木刀，让木头开了花
回头看见，那些雕花的建筑，成了远山淡水

的美学地图
或许，木刀成笔，正书写一阙雅安建筑的曲

子词。

溯源“雅安”之名 见证绿色发展
——著名作家走进“天府之肺 熊猫故乡”

雅安的美学地图
□ 曹文生（陕西）

读书琐谈
□ 冯国平（成都）

江永，别一样的风景
□ 杨雪（泸州）

都江堰景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