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蜜蜂注定是为花而生的
花开烂漫的时候
到处都能见到蜜蜂忙碌的身影

蜜蜂在花间穿行
每朵花在颤抖中期待
蜜蜂的垂爱

花朵将自己的初恋交给蜜蜂
蜜蜂却飞走了
花朵在甜蜜的回忆中
走完一生

蜜蜂与花朵
□李小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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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的旅游的““深度深度””
□均善

经常旅游的人，会对所谓的深度游
不陌生。

何谓深度游？其实也是旅行社发明
的噱头。深度游的深度，无非是在一地多
待几天，多看些景点。真正深度了解一国
一城人文历史者寥寥无几，深度游的深
度，其实一样地肤浅和无知，或只是多住
了几晚，多拍了一些照片，仅此而已。

任何一国一城，都有其与众不同的
特色文化及人文历史，比如西安。

来到西安，一天两天的游览，无非看
看兵马俑，再看看乾陵。兵马俑和乾陵，
与西安究竟有多大的关系？任何一个生
活在西安的人都会知晓，兵马俑和乾陵，
并不能代表西安，既代表不了今天的西
安，也代表不了历史的西安。

有人说，来到中国，不到西安，就等
于没有来中国；来到西安，不看兵马俑，
就等于没来西安……说这些话的人，自
己也从未认真想过，它的逻辑性问题。

兵马俑或是西安的一张名片，但绝对
代表不了西安人文历史的全貌，甚或连历
史的基本概况都代表不了。与其看看兵马

俑，不如去历史博物馆看看历史的西安。
如果把西安当作深度游的目的地，

我就奉劝旅游的人，既要看看兵马俑，也
要看看大雁塔和小雁塔；既要看看大雁
塔和小雁塔，也要看看城墙和碑林；既要
看看城墙和碑林，也要看看历史博物馆；
既要看看历史博物馆，也要看看乾陵和
茂陵；既要看看乾陵和茂陵，也要看看半
坡和周公庙；既要看看半坡和周公庙，也
要看看车马坑和汉长安城遗址……这样
七看八看，十天半月就过去了。所谓的
深度游，也就有了深度。

我在外地经常遇到去过西安的人，
他们说起西安，就把兵马俑抬出来。绝
大多数来过西安旅游的人，他的记忆里，

也只有兵马俑或大雁塔。其实，他们对
西安，还知之甚少，甚或基本不知道西安
是个什么样的城市，乃至这座城市的人
文特征。

西安如此，罗马或布拉格也是如此。
所以，真正的深度游，就应该沉下心

来，在一国一城做些详细的观摩和了解，
唯有这样的深度游，才会对自己曾经涉
足的地方有一个相对深入的了解和理
解。那种走马观花的深度游，其实都是
在浪费时间，浪费生命。即便一个人走
遍天涯，他也只是敷衍塞责地说个一二，
真正谈见识、论知识，就相形见绌了。

如今所谓的深度游，动辄就是西欧
五国、北欧四国、美国东西海岸、南美五

国……其实，很多时候连走马观花都做
不到。曾经有旅行社推荐游以色列，发
来的行程，无非是一个景点接着一个景
点。而真正让以色列屹立于世界民族之
林的法宝，却没有涉及。所以我建议，最
好能去以色列的学校看看，若能聆听一
下以色列的专家讲一讲他们在教育上的
所作所为，这次以色列的旅游，就算是一
次真正意义上的深度游了。

而如今旅游最大的弊端，就在于从
一个景点到另一个景点，真正了解异国
他乡人文历史的旅游，目前还很少看到。

我曾在布拉格遇到一位法国的游
客，他背着背包，自己找个旅店，然后就
住下来。几乎天天在布拉格的古城转
悠，直到把布拉格的底细摸清了、看明
了，才心满意足地打道回府。这样的旅
游，才是真正的深度游。相比于中国人
那些跟团游，要有趣得多。

但愿中国人的深度游，能改变目前
这种“飞车观花”的旅
游模式，使游客真正能
从旅游中长点见识。

近几年来，传媒中不时就迸出
两个字：“掐架”。

因为新鲜，且列数条于后：
2009 年 7 月 20 日，《人民日

报·海外版》发表署名文章，标题
是：《民进党“自己跟自己掐架”图
个啥》，内容是说在长沙举行的两
岸经贸文化论坛期间，多位民进党
人士冲破民进党禁令，高调现身论
坛。其中有党籍“立委”许淑荣，前
新竹县县长范振宗。他们被民进
党中常委以“违犯党纪”而开除党
籍；（结果在7月23日，该二人被民
进党中评会作出了停权三年的处
分。）有人为其抱不平，说民进党籍

“立委”高志鹏因涉嫌经济问题被
南投县法院判刑五年半。可经民
进党方面一说，什么事也没有了，
还有“绿委”力挺高的“清白”，并为
他献花。同样对“违犯党纪”的人，
结果是一个“开铡”，一个“献花”，
说明民进党纪是专门用来肃整对
其两岸政策有不同观点的人的。

2009年 9月 19日，《华商报》
载一新华社稿：标题是《美放弃东
欧反导计划震动世界》，小标题：
《美俄为反导没少掐架》。

2010年 3月 5日《信息日报》
报道：该年乒超联赛注册截止日
期已过，北京女队未能注上册，张怡宁、郭焱、丁宁三
位世界级名将更面临无球可打的境地，原因是北京女
队更名为中国移动北京女子乒乓球俱乐部，这惹怒了
中国乒超联赛的赞助商中国联通，联通甚至聘请律
师打算起诉，中国乒协也认为此合作有排他性，勒
令北京女队另换选助商，否则不予注册。该报道用
的小标题是《起因：赞助方联通与移动掐架》。

2010年 1月 29日，央视三套《欢乐今宵》，有黄宏
等人的小品和赵炎等人的相声，其中都有将两人的言
词交锋说成“两人掐起来”。

2010年3月8日，某电视台播出电视连续剧《高地》，
剧中人王奇对某朋友讲：“你让我爸（和你）再掐架吗？”

掐架，“架”在此处可理解为争斗，那“掐”作何解？
辞书上解释，“掐”，就是用指甲按或用指甲刺入。这个

“指”字，从字形和涵义看，与手有关，与指甲有关。用手
或指甲争斗，便是肢体起了冲突。与他们所谓的“掐
架”是两码事。他们所说的掐架，实际上说的是“打嘴
仗”，即言词交锋，以口舌来争斗。所以“掐架”便讲不
通了，应当是“鹐架”。“鹐（qiān）”字何谓，据《词海》解
释，是鸟啄食物。这个啄物，包括啄食，也包括争斗。

“鹐”从鸟，是说鸟类争斗靠的就是用嘴鹐。1984年 3
月27日，《人民日报》副刊上刊有叶逢还的杂文《鸡诫》，
就说同属鸡类，但鸡要鹐“别窝的鸡”，是说鸡类社会的
猜忌与妒恨。

曹植《斗鸡诗》：“群雄正翕赫，双翘自飞扬，挥羽激
清风，悍目发朱光。觜落轻毛散，严距往往伤。”魏晋时
的刘桢《斗鸡诗》：“轻举奋勾喙，电击复还翔”。说的鸡
在争斗时，利器就是鹐。

鹐，就要用嘴，也就是所谓的喙，所谓“觜落轻毛
散”，“轻举奋勾喙”是也。人类借用之，故称因为利害
而语言交锋为“鹐架”，并不含肢体动作。关中人直到
现在还说，某人与某人或某团体与某团体因利害问题
争执就是“鹐架”，或说“鹐个不停”，便是借用禽鸟的争
斗法作喻的。人类也真是聪明，知道借用动物的某些
特点或行为以喻人（如狼奔豕突，蛇蝎心肠，蚕食鲸吞
等）。这“鹐”就很形象和有力，能达到极佳的效果。

“鹐架”是借用，而“掐架”系生造，
“掐”得令人不知所云。所以对于“掐架”两
字，还是不用为好。（此文作于2010年） 语林指瑕

因为不慎落水湿了衣裳，旅伴们就
叫我坐在喀纳斯河边晒太阳。河边横
倒一棵古树，我就坐在上边静观风景。
巨大的树桩被人坐得溜光圆滑，旁边，
一位墨镜推在脑门上的人在数一沓美
元，食指蘸唾沫的声音啧啧作响。我的
背后是清凌河水欢流而下，前面是游
人、草地、牛群、松林，景深上以红青黄
碧为层次，声音上有喧静鸣寂为交错；
偶有白云与远山积雪相吻，阿尔泰山就
失去了庄严和肃穆，暧昧得一踏糊涂；
倘有静水映出这个苟且，水边的牛马就
露出了摇头甩尾的不屑。

河边刚有一对男女搂得正紧，以水
为背景照相的一群人就吵开了。一个主
张叫那搂抱的情侣让开，理由是在这公
众场地，隐私不宜；另外的人主张换个景
点，说扰人甜蜜也是无德。双方僵持，快
乐的拍照留念瞬间变成了分裂的信号，
这于我十分不忍。走过去，我咳嗽两声，
在两位情侣回头之际，我倚老卖老地打
出系列手语：先双手绞转，继之合十祝
福，再单手朝后示意，终于抱拳鞠躬。先
是男生醒悟，噢噢地抱拳回礼，又慌慌地
扯起女生，她的裙裾却被树枝挂住，趔趄
又狼狈；要照相的人就过来，连说不急不
急、对不起对不起。我又回到古树上去
弛然而卧，照相的其他人过来向我竖大

拇指致意，连说：“老者高人老者高人。”
那就继续当老者。看他们在河边这

样摆那样摆着照相，听他们闽粤那边的
客家口音，就觉得这儿的吃住行都该让
他们优先，从中国的东南角来到最西北
的国境边，想他们跑得太远应该是爱得
太深。刚才的一对情侣给我一瓶水，我
没拒绝。小情侣目光殷殷地看人在河边
照相，愧疚的面情中等待道歉。我挥手

示意他们：玩儿去吧。小情侣双双朝我
鞠一躬，踯躅着离去。

旁边数美元的人说话了：“老者您今
天赚大了啊！”看我疑惑不解，他又说：

“你没有说一句话，就赚了一个抱拳、六
个拇指、两个鞠躬，还有一瓶水！”我正想
说一句什么，却有一群女人拉扯我，我朝
旁边一让再让，女人们却把一堆行李放
我身边，大小的包、各色的衣、软硬的食

品、带色的饮料；这伙人前呼后叫着去看
马、看牛，去和它们合影，又回头朝我高
喊：“大爷您帮我们照看一下行李！”

这下有了责任。我们一行，三个女
伴去看成吉思汗点将台了，老南和小
侯去下游的河畔捡石头，想解手都没
人替换啊！耳边还是美元划动的嘈嘈
声，只是旁边多了一个小美女和点钞人
的搭话。

风景这儿那儿都有。自然之景有牛
羊山水，人的风景有男女坐卧。正想着
阿尔泰山那边一个水银湖的故事，却有
两个美少妇向我走来，很恭谦地说：“请
大爷帮我俩拍一张合影。”

拍了，不满意，重拍。她们既要地上
的河水，还要天上的雪山白云，又要长发
上泛出金光。我照实拍了，他们却嫌人
太小。就再试着拍几张，她们研究了半

天，自己醒悟了，说要人大，就只能占住
一头，背景只能是天，或者地，就对我说：

“难为大爷了！”我就再次接过手机，为人
民服务，拍了单照拍合照，拍了正面拍侧
面；她们审看时惊呼：“大爷你是神手
啊！”原来，拍侧影时，正有一束逆光从林
隙投射下来，在披肩的长发上泛出金色，
从树缝溢出的这束逆光经散射折射，成
五彩的扇面，整个人上身就辉煌通透了！

两人蹦着跳着高叫：“佛光！佛光！
我们拍到佛光了！”立即，忽啦啦围上来
一群人，争相欣赏俩少妇照片的神奇。
说中间，十几个手机向我递过来，我就轮
流给她们拍那“佛光”。正拍着，我的几
个旅伴都回来了，老南酸酸地说：“你今
天是饱赏美景啊？”

我说：“都快忙死了。”就把手机交给
老南，给妇女们说：“这是佛光高手！”
老南举起手机，那束逆光却沉到哈萨
克斯坦那边去了，林梢树缝是一片乌
黑。老南给妇女们说：“神圣的事物是
转瞬即逝！”就有妇女自责：“是咱们没
有慧根呀！”

正说着，一个女人疯疯地跑来拉住
我问：“大爷，你帮我们看管的行李呢？”

古树桩上，空空如
也，一只水鸟正在那里
梳啄羽毛……

守 望 风 景
□孙见喜

屐痕处处

笔走龙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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枫叶如火
桂香渐浓
你的背影还停留在
上一个路口
那是一幅忧伤的画卷
等待着时光来改变

雁过秋高
雨落天凉
我的视线不曾远离你
徘徊的脚步
这是一场漫长的守候
春去冬来晓光初透

风起云涌
月圆星稀
有盏灯终将点亮你
孤独的旅程
这是一次化茧成蝶的历练
生命从此绚烂璀璨

隔着几个季节
仍见你豪情满怀
步履匆忙
秋渐深
露更寒
我踩着柔软的黄叶
走过秋天等你归来

走
过
秋
天
等
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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