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午后的一场骤雨丝毫未打湿
心情 ， 我的目光被头顶峰峦热辣
辣地牵引 ： 亘古苍碧一如往昔寂
然铺陈 ，雨后愈发深沉而清爽 ，如
端肃老者新浆洗过的青衫 ； 乳白
色山岚缠绵山腰 ， 初夏的微风里
忽厚忽薄 ， 像唐玄宗面前霓裳羽
衣舞翩翩时柔曼的飘带 ， 将人的
思绪引入缥缈的仙山琼阁 ； 湿漉
漉的空气里漫过峰顶滑落的气
息，浮荡似有似无的杜鹃花幽香 。

我深吸一口气 ， 似乎隐隐听见了
山头杜鹃花的低低笑语 ， 忙催促
尚自犹疑的友人登车 ， 向峰峦高
深处急急爬升而去。

这是位于浏阳东北的大围山，

属湘赣边界磅礴的罗霄山脉支脉，

与井冈山筋脉相连，淌着相同的热
血。 近年来，大围山以风姿卓异的
杜鹃与人流熙熙的 “杜鹃花节”而
越发声名远播， 似乎已与花炮、豆
豉、蒸菜等一道 ，成为浏阳这座汉
唐便置县的古城又一张硬扎扎的
名片。 于是，当浏阳的友人相约时，

我似乎接到了大围山芬芳漫溢的
请帖，心早已荡漾开来。

“火！ ”车子才向七星峰攀升一
小会儿 ，我悚然惊呼起来 ，眼前成

片的山野腾起了烈烈火焰，将雨后
洁净的苍穹染得通红，天上地下仿
佛 《水浒 》中林冲看守的大军草料
场刮刮杂杂烧将起来：“赤龙斗跃，

如何玉甲纷纷 ；粉蝶争飞 ，遮莫火
莲焰焰。 初疑炎帝纵神驹，此方刍
牧；又猜南方逐朱雀，遍处营巢。 ”

只是峰峦依旧静谧如初，不曾有令
林冲惊骇的“必必剥剥地爆响”。 朋
友笑了：那是盛开的杜鹃花。 我也
释然而笑。

须臾间 ， 我们已完全置身于
“火海”。 我小心寻觅“火焰”中隐伏
的木板游步道，任一束束芳香四溢
的“火苗”舔着我的全身，心也随之
熊熊燃烧着。 与我先前熟知的南方
丘陵矮小灌木丛中的映山红不同，

这里的每一株虽也算是灌木，却分
外健硕、挺拔。 挨挨挤挤、粗细不一
的枝头挂满了鲜红的喇叭形花瓣，

细嫩花蕊带着染红的露珠，颤颤巍
巍摇曳，像少女羞涩的脸额。 花株
下其它的小灌木与杂草也有，但似
乎已被火焰灼伤 ，畏畏缩缩 ，将更
阔的空间让了出来。

登上游步道尽头的三层观景
楼阁顶层，我终于从“火海”中逃逸
浮出。 但尚未松口气，低头看时，脚

下与四野依旧是奔突 、追逐 、回旋
的凶猛“火焰”。 我张开双臂，向阁
下的友人笑着大喊 ：“火并不能把
我征服， 未来的世纪会了解我，知
道我的价值。 ”朋友也笑起来。

他上来后介绍说，大围山的杜
鹃现有一万多亩，也不只有绯红如
霞似火的红杜鹃， 也就是映山红，

还有粉红的鹿角杜鹃、 云锦杜鹃，

纯白的猴头杜鹃、淡紫的红毛杜鹃
等 30 多种， 许多还是大围山所仅
有的珍品。 他遥指远处火焰似乎暗
淡下去的几大块 ：“所以那儿就像
火海中安静的几眼池塘。 ”

我沉吟间，朋友又一脸恭肃地
说 ：“大围山不只有漫无涯际的花
海，也有深厚的人文底蕴与荣耀过
往。 当年，毛泽东就在浏阳等地发
动秋收起义，队伍还在大围山歇宿
过，或许就睡在这些花株下。 ”

我肃然点头。 “啼血万山都是
红”，先驱们当年在大围山引燃的是
另一团火，后来烧到了井冈山，从此
“岭上开遍映山红”，烧出了和平、温
煦的万里江山。

清风徐徐而来，我披风骋目。近
处，是一丛丛、一簇簇蓬勃的火焰，

又如千万朵红霞跌落山间；远处，云

端耸峙而出的山峦依旧层叠， 淌溢
千秋浓翠， 云霭在山坳处海浪般翻
腾、聚合；更远处，白云稀薄处偶尔
露出的山脚， 星星点点散落簇新的
村舍，粉墙红瓦，清幽而安谧。

友人与我比肩而立，也默然沉
浸在眼前画图般的景致里。 良久，

他缓缓说 ： 大围山所在的大围山
镇，因地处湘赣交界处的偏远山区，

过去是浏阳比较穷的地方，两年前
全镇还有 665 户 2002 个建档立
卡贫困人口。 这两年来，长沙、浏阳
和镇里安排 513 名干部进村入户，

以一对一结对式全覆盖帮扶脱贫。

镇政府又依托大围山这一国家级
生态旅游示范区，引导贫困户发展
特色种植养殖、开办农家乐、家庭旅
馆或参加旅游务工服务、销售土特
产等，扶贫效果很是显著，每年至少
能为贫困户增收 150 万元以上 。

“杜鹃花节”就是镇政府和帮扶干部
们一个颇有影响的创意，四方游客
纷纷而来，一张张笑脸与满山杜鹃
相映红，全体贫困户今年如期脱贫
不是问题。

我蓦然想， 大围山遍野燃烧的杜
鹃与山脚村舍火红的日子， 足以告慰
先驱们当年点燃的那一团烈火了吧？

汉风凛冽
陈应松

身着褐衣的凿石者，紧攥着灼热的錾

子和铁锤 ，对准巨大的石头 ，凿着 ，凿着

……这是汉代无数为逝者忙碌的工匠们，

映在历史帷幕上悲壮沉重的姿势；顺着背

脊和胸膛滚下的汗水， 冲洗着厚厚的粉

尘，留下一道道闪着盐晶的沟壑。 叮叮当

当镌刻画像的铁质声音， 迸溅、 轰响、翻

滚， 直至被深邃的时间吞噬得一干二净。

那些粗陋、细致的刻痕终于冷却 ，留给了

历史。

是史诗。 这激越的汉风，不曾偃息过，

曾经幽咽，从未掐灭。 铁写的、铁磨的历

史，錾尖的墨水，心灵的诗篇，在天地浩宇

间呼啸。 石头，沉重滞缓、不易被时间风化

和打败的物质，从一开始就沉默着，变成

血脉的风暴。 内部的火焰灼烫，坚守着坚

硬的秉德。 强悍粗莽的体积，它神秘的黑

暗深处，潜藏着一个朝代的骨骼。

用铁錾解救出囚禁的生命，解开身体

的锁链———他们曾经生活并将永远生活

在那个令人神往的汉代。 还有兽，禽，子虚

乌有的传说中的仙灵，闪烁在汉代人的想

象中。 怪兽，异禽，腾跃的影像，被錾子凿

下的一刹那所捕捉， 将它们狠狠地摁住，

摁在石头上，将它们压入石头，像远古生

命凝固的化石……一个时代的悲欢 、想

象、渴望和骄傲，一个时代的响动和脉跳：

农耕、捕猎、征战、婚嫁、殡丧、庖厨、骑马、

梦境，以及出现在灵魂天穹上怪力乱神的

世界，朱雀、玄武、渊龙、彩凤、玉兔、麒麟、

羽人……“左朱雀之茇茇兮 ，右苍龙之跃

跃。 ”（宋玉）这热气腾腾的三界，从深古的

墓室、威严的汉阙、亲切的宗祠、王侯贵爵

亡灵的神道，再次向我们袭来。 力。 美。 气

势。 狂放。 粗拙。 恣肆。 在血汗和艺术的

祭奠之处，在磨亮的石头上，繁密茁壮的

时空里，诸神充满。

石头之书。 一个怎样的汉代才配得上

这上面的线条与图案？ 什么样的艺术才配

装饰这生与死的舞蹈？ 永恒不朽的石头，

从无数山体崩裂而出，掠过飞尘，狰狞扭

曲，倾轧蒸腾，点燃祭祀的灯，标示时间的

方向……疾风初起。 这石头横空出世的壮

观景象，在众神狂欢过后，拉开了汉代神

秘的长卷。 这浩瀚长卷，无声的石之河，历

史的倒影，成为我们远去的玄想、仰望和

怀念。

将一座山齐刷刷地劈下 ，不对 ，应是

凿下，像刀切斧削一样壁立千仞。 狮子山

楚王陵的墓道，既是石刻，也是石切。 难道

这些凿石工，不是农民，不是石匠，不是在

蒙面的粉尘中谋生的卑贱者？ 来自田野的

雕刻大师，他们谙熟生命在石头上存在的

秘密，抽出每一根线条的黄金，他们是揭

示秘密的人。 一切艺术诞生于旷野。

在狮子山楚王墓前， 有许多庞大的、

未凿完的石头，它们横七竖八、犬牙交错

地胡乱堆砌在那儿，这是一个未完工的工

地， 似乎看得到石匠们尚未走远的样子，

他们从沉重的巨石里爬出来，像一只只甲

虫，满手老茧和血渍，看着自己即将完成

的杰作，在一个血红的黎明悄然离去……

……凿石者在石头上留下了温驯的牛

和尖锐的犁———它们可爱地耕耘着汉代的

大地。 嬉戏的羊、飞翔的大鸟和心怀叵测栖

居在屋顶及车轼上的神鸟。 扬鞭的农夫、握

锄的农夫和播种的孩子。 接吻和交媾的男

女。 炮鳖烩鲤的美食家。 执桴击鼓，羽葆飘

扬，投琼著局、嬉耍玩乐的艺人。

……凿石者在石头上留下了歌吟、吹

奏和长袖起舞的仕女。 留下了织布、络纱、

摇纬的农妇。 迎宾的侍仆、下棋的闲客、烧

烤肉串的饕餮者。 背牛、扛鼎、拔树、伏虎

的力士（他们的脚插进了泥土深处）。

……凿石者在石头上留下了头戴斗

笠 ，身着蓑衣 ，手持耒耜 ，引凤升天的炎

帝。 熊首人身，口吐仙气，体生双翼，乘黄

升仙的黄帝。 青鸟为其衔食的西王母。 在

楼阙上亮翅的三足鸟和诡异的九头兽、九

尾狐，以及人首蛇身、马首人身、鸟首人身

的众神……

无数梦幻与现实的场景，雷公雨师出

行、象奴戏象、转石成雷、水人弄蛇、幻人

吐火的百戏图。 羽人戏麒麟、傩舞图、秦皇

泗水取鼎图（众人拉鼎，上有飞鹿神骏，下

有鱼鹤怪鸟，那条啮咬鼎绳的龙，惊恐紧

张）。 车骑过桥、宾主宴饮、侍者献食、仙人

点灯、玉免守鼎……水中的鱼车 ，蟾蜍驾

车，玉兔驾车、飞鹤驾车、祥龙驾车、神鹿

驾车，虹龙、星象蟾蜍、风神、伏羲、女娲相

送的盛大升天……超凡的艺术想象，让笨

拙的石头成为天空和灵山，成为神祇的圣

庙，成为诸神飞翔的穹窿。 死亡像一场狂

欢，是生命的另一次开始。 削去楚辞“魂兮

归来哀江南”的凄惋幽愤，生命不可终结，

永远高亢存在，这澎湃烂漫的灵魄，精鹜

八极、同气相求，犹如天地初创时的大典。

云龙风虎的遒劲造型， 挟风云雷电，

携日月星辰。 浑圆饱满的线条，以大朴不

雕之雕，大道无言之言，大象无形之形，组

成了石头上的大汉风景。 什么叫汉唐气

象？ 在徐州，在我见到的汉画像石上，一个

时代的伟大气魄和盛世年景如辎重和沉

雷从天庭滚滚而来，撼人心魄。

沧桑历尽 ， 从荒野上挺立起来的石

头，就像汉代，仍在遥远的地平线闪光。 那

些灵魂的仰望者，对天堂的渴盼是从神道

开始的，石阙、石碑、石柱、石人、辟邪、石

虎、石马、石牛、石羊，如仙槎，生双翼。 至

石椁、石棺、石阙、石祠……笨重的石雕 ，

因紧贴大地的煌煌匠心 ， 而让其身轻似

燕，飞入袅袅青空，冲破云烟，进入太虚圣

境，脚下，仍是磅礴汉家厚土。

两汉文化是以荆楚文化为重要基础

形成的，“汉风楚韵”是徐州历史的真相与

格调。 楚是汉的旋律和回声，荆楚浪漫恣

肆、奇诡炙热、“独与天地精神往来”的艺

术气漩，汇入汉代气势汹涌，古拙天成和

浑厚沉雄的血脉狂潮之中。 这涅槃般的淬

炼，视死如生的冥想，击破了天堂和世俗

的边界，穿越了历史的沉幕风烟，回肠荡

气，虹腾霞落。

徐州，汉文化的重要发源地，“大汉起

于小沛， 大汉根在安国”。 虽然汉兴起于

楚，但两汉是汉族自我确认的时代。 她的

自信、青春、强劲和力比多膨胀高昂，其他

朝代无可比拟。 她开疆拓土，到达过河西

走廊和南疆的沙漠深处，你能强烈地感受

到。 我想起“三十六人抚西域，六头火炬走

匈奴”的班超，这位以三十六人平定西域

的杰出汉使， 以强大的胆略和吸附力，收

服了西域五十多个国家。 没有像班超这样

挟持大汉之风的吹彻， 吞吐八荒的豪杰，

没有汉画像石这种体量的艺术之魅，文景

之治 、昭宣中兴、光武中兴又有什么神采

和气韵？

“大风起兮云飞扬， 威加海内兮归故

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 ”大风，猛士，这就

是徐州汉画像石透射出的凛冽之气，无数

灵跃的石头垒砌着，占领了惊涛轰鸣的历

史河岸，带来森严激荡的气象，横亘在千

山暮雪，万里长云的时空，雄浑、苍劲，成

为汉代的丰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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