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社址：西安市莲湖路239号 邮政编码 710003 广告经营许可证：陕工商广字01—018号 陕西日报印刷厂印 地址：西安市环城南路东段1号 本期零售价壹元伍角

电话：029-87344644 E-mail:grbfkb2008@163.com

憩心亭编辑：刘诗萌 美编：张 瑜 校对：古 月版4
2022年11月28日 星期一

□□刘诗萌刘诗萌

今夕今夕，，月照顺陵月照顺陵

夏风徐徐，渭水缓缓地流过河滩，下班
后我驾着车奔向咸阳北塬。沿途麦子一片
焦黄，一座座汉唐陵冢如卧麒麟，一轮明月
高高悬挂在高冢上空。

我家住在渭河桥头，打我记事起，母亲
就常常给我讲渭河的故事，指着北塬上那
些高耸的大土疙瘩，告诉我：那些是汉代的
茂陵、平陵、安陵、长陵、阳陵，依次由西向
东绵延而去。再往北走出几十里地，是横
亘东西的渭北旱腰带，高耸的九嵕山是唐
太宗昭陵，像一把扇柄，在打开的扇形土地
上，埋葬着上万个皇亲国戚。西侧是扇翼
梁山，山腹里长眠着唐高宗李治和皇后武
则天二圣。站在山巅目光飘向东南方向底
张镇陈家村（今天顺陵村），可遥遥望见女
皇母亲杨氏的顺陵。

今夜，随了心愿，我和母亲去空港新
城，正好路过顺陵，此刻正有一轮朗月高悬
于明净的苍穹，司马道两旁班列的石人、石
羊、石狮，斑驳的青石身上披着朗朗的清
辉，姿态忠诚而生动，呼之欲迎。

夜静月朗，熟透的麦香浸着月华的清
冽弥漫在原野上，陵前空旷平坦的草坪上，
滴水灌溉的喷嘴吐出一道道水花在空中弯
出优美的弧度，高大的石碑耸立在神道一
侧。据说这块石碑是明嘉靖年间陕西地
震，村民把咸阳塬上的石碑运去拦坝防洪，
造成了毁碑之事。为此，当地人还编了一
段顺口溜：“咸阳知县太懵懂，宝贝拿来堵
窟窿。”后来，这块毁碑被人发现后，又被文
物保护单位送回原地修复立于陵前。有意
思的是这块石碑高过了乾陵的无字碑，而
且由太子李旦书写。说实在的，以杨氏王
妃的身份，身后竟能配享等同帝王规格的
礼遇，真是值得好好探究一番。

借着月光，我仔细辨认碑石上水渍侵
蚀的残句，勉强读出些意思，在手机上搜索
毁碑之前宋代拓本及典籍记录全文，心里
的迷一下被解开了，喜出望外，如获至宝。

唐代是中国历史上东西方文化交流空
前繁荣的时代，万国来朝，互通有无，有乾
陵上的 61蕃臣石像佐证，其音律诗词书法
都登上了巅峰，唐太宗诗词歌赋音律样样
精通，留下传世诗作万余首。从小进宫受
皇家熏陶的武则天更是重视精文习律、碑

石名文，尤其擅长飞白和行书。她的儿子
李旦亦擅长书法，留存后世的有曲阜孔子
庙堂碑额、西安碑林景云观钟铭，但这块
顺陵碑，却是他书写文字最多的碑铭。武
则天十分重视李旦的书法，咸亨元年（670
年）母亲杨氏亡后，她命亲侄子武三思撰
写碑文，由儿子李旦楷书，史家给予碑文
极高的评价：“书法方正细劲，楷书稍兼篆
隶笔意。”窦蒙称“其好史书，尚质，书法古
体，不乐浮华。”《全唐石拓顺陵碑孤本》序
中说，“墨气深湛”“笔锋精彩”，为“唐拓精
研”。由于书法艺术绝伦，顺陵碑也于
1961 年被国务院公布为第一批全国重点

文物保护单位。
顺陵碑在唐代独树一帜，其珍贵不仅

限于它空前绝伦的书法价值，统观全篇，更
是研究武则天的成长以及后来辅佐高宗、
执掌皇权、治国理政作为的重要稀有资
料。武三思了解女皇姑姑及杨氏家族，又
能揣摩武则天立碑的心思，在碑文中极力
赞颂了杨夫人的才学、容貌和品德，记述了
武则天从童年到当皇后这一阶段对人生的
重要影响。同时，也夹杂了感生、天命、神
灵、占卜、祥瑞等意思，为武则天顺应天命
登上皇位正名，写得言之凿凿、入木三分，
令人信服。通过顺陵碑文，我大概了解了

杨夫人与女儿武则天之间的母爱之深、育
化辅佐之德等许多鲜为人知的事迹，又通
过正史或其他，了解了顺陵的前生与今世，
油然而生感叹和唏嘘。

以我浅见，杨氏和武则天母女育化恩
爱的故事应为华族古今旷世之第一。杨氏
一族在史书中本无传记，两唐书也只是在
武士彟词条下提到了几句。杨氏的父亲杨
达，伯父杨雄，是当时隋朝的观王，他的儿
子杨恭仁是后来的唐朝宰相。杨氏 44岁
时，在唐高祖撮合下，嫁给了大唐的开国功
臣武士彟。顺陵碑文中，记载杨氏出生于
弘农仙掌（今华阴）一个官僚贵族书香之

家，自幼知书达礼，文化修养根基甚厚，又
生活在崇佛信教色彩浓厚的家庭，是个虔
诚的佛教徒，这些都促使她形成了独特的
人生观和世界观。后来丈夫去世独身寡
居，她更是一心向佛，晨昏诵经，寄托情志
与心怀。最让人称道的，是当武则天同她
两个同父异母的兄长及两位堂兄之间产生
矛盾后，母亲杨氏心居公正，不偏不倚，耐
心沟通，调解说和，化解了矛盾，碑文中对
此多有溢美称赞。说实在的，武则天能在
男权统治的唐代封建社会中脱颖而出，成
为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并且在她治
理期间，明察善断，文韬武略，知人善任，开

创殿试、武举、士官制度，重视人才选拔，又
奖励农桑，改革吏治，军事上曾一度收复安
西四镇，延长了唐朝的开元盛世，这与母亲
对她从小的言传身教和后来的耳提面命大
有关系。

从顺陵碑文中，我们能看出武则天对
母亲杨氏“理籍劬劳，方资顾复，宣和谕善”
的怀念和感恩，碑文在写这对母女的生活、
情感方面用了不少宗教词语。武则天从小
跟随母亲去寺庙礼佛诵经，这种长期潜移默
化的影响，支配着她的人生处世观念，她巧
妙利用崇佛来运筹帷幄，应对来自李唐朝廷
各方面激烈的争夺和挑战，不断维护和巩固
自己的统治地位。在武则天身上我似乎可
以看到她母亲杨氏的影子，而从母亲杨氏身
上，也折射出了武则天生活的另一个侧面。

“图书河洛，龟负凤衔”，是碑文中记述
武则天修建顺陵时天人感应，天授神权思
想的极致体现。武则天当皇后期间，既好
道教又倡导佛教，还特别重视瑞应灵验之
说。顺陵园的扩建是上承天意，下合人愿，
内城外城依照“河图洛书”而布局。武则天
通晓文史，在号墓为陵起名上颇费心思，陵
名的确定同她参政后宣扬“天”旨，“佛”意
分不开。“顺”和“孝”在广义上是一个意思，
不顺就不孝，学佛是尽大孝、顺众生，所以
顺陵的“顺”字既包含着佛意，又体现了尽
孝的思想。

顺陵碑，留存武则天当女皇帝后创造
的不少新字，尤其是“曌”字最为醒目。此
刻，万籁俱寂，安静得能听见大地均匀地呼
吸，月亮仿佛专为这“曌”字长得特别圆润，
如同天灯，朗照着乾陵，也朗照着顺陵。在
顺陵高冢上葱茏茂盛的树木上闪着磷火一
样的光，司马道两旁的石人、石马、石狮，个
个披着一身月华，忠诚守护着这美好的夜
晚，身后是近年新栽的樱花林。

据顺陵纪念馆馆长讲，围绕顺陵遗址保
护，空港新城规划了上千亩地，这里要建世
界上最大的母爱主题公园。母爱，是永恒的
主题，是人类心灵最清澈美好的泉，如此匠
心独具的构思，让千年顺陵立马活起来，焕
发出历史深处汩汩流淌的爱的血脉，在物
质浮躁的现世，滋润人们干渴的心灵，让
心灵有一片静谧安然的栖息之地。

空旷是一种舒展的自如。
远山有薄雾缭绕，也许是山的释

怀。不为遮蔽，只因高远而不可及所产
生的心绪。

有鸟在枝头鸣叫，寻求同伴。声音
有呼唤也有哀鸣。冬日的天空总是雾
蒙蒙的，鸟看不到远方，也看不到飞翔
的同伴。孤独与寂寥在鸟的叫声中格
外清晰，似乎没有遮掩，跳跃性地在田
野奔走。我就是在这个时候，走向冬
日的田野。

田野是渭北的田野，有起伏的山
峦，有一览无遗的麦田，亦有直入云端
的白杨树，也有挂满枝头的柿子树，一
切都显得那么亲切自然，似乎母土就
有这种力量或者蕴藏的能量，使归来
者漫步田野，心胸豁然开朗。

我走进一片空阔的小树林，树是槐

树，直愣愣地扎根在泥土地里，地上有发
青的草木，也有村里人喜欢的野菜。叫
什么小蒜、蒲公英、荠荠菜，只要用开水
一烫，拌上调料、泼上热油，再用蒜水一
浇，那个鲜美，实为人间绝品。我蹲下
身子，仔细看那些野草野菜，在草丛中
我发现紫蓝色的小花，鲜灵得可爱。那
劲节翠直，花瓣蓬勃，活生生一幅生命
烂漫图。我仔细观察，那些小花开得很
是有趣，有含苞待放的，藏在野草丛里，
探头看着天空，似乎期盼和等待就是自
己的禀赋，没有喧闹，静静地和草色相
融。而开放的，也不烂漫，就是淡紫色
的格调，在天空下绽放着自己的颜色。
生命似乎就应该这样，以平静、坦然，面
对天空、风雨、彩虹，给自己足够的力
量，展现活着的勇气。不为别的，只为
大地的丰厚和无私。因为小草也好，小

花也罢，他们知道自己是生长在大地之
上的，如果没有大地，他们就无法存
在。怀春和感恩，那是必然的。

我走向一处高坡，看见几孔残败的
窑洞，在冷清的风中，脱落着往日的颜
色，门窗也已经被人拆掉，窑洞里欢快
的笑声已成往事。随之而来的是小镇
上悬挂的灯笼，门扉上张贴的喜联，屋
子里老人喝茶时回旋的秦腔小调。我
走进窑洞，一架老犁铧还挂在窑洞的墙
上，一副牛拉车的套锁还摆在窑洞的墙
角，院墙上的柿子树光秃秃地挂着几颗
红透的柿子，像太阳的图腾给人温暖。
我在想，人老几辈子住过的窑洞，有多
少故事在这里发生，又有多少人事在这
里纠葛，死亡与活着，逝去与存在，随着
一阵风，都消失得无踪无影了。人不会
仅仅沉溺在过往中，更多的是向前看。
只要向前看，曾经的窑洞就是一幅画，
折叠在时间的某一个阶段，想找，已经
没有多少意义了。生命的奇迹在于创
造，在于更新。如果冬日的田野带给我
们的仅仅是空旷和舒朗，那人在这空囧
和舒朗中是否有一种危机感。我们不

能走丢自己，只有意识到冬在孕育春，
那田野的气象就弥足珍贵。要不那灿
然的小花，何以如此叫人迷恋。更不说
田野上蓬蓬勃勃的树木，在风中是如何
抖擞，如何气象万千了。

这一切，让我们去田野的麦地看
看。那些出土的麦苗，青油油、翠绿绿，
冒出泥土，迎着旭日，在父老乡亲的笑
声中，舒展着冬日的诗意。一把种子、一
滴汗水、一个眼神，把生命的浪漫和奇诡
演绎得如此令人回味无穷。梦想是有
的，就在我们和土地对话中开始飞翔。
天空有多高，梦想就能飞多远。可无论
怎么飞，那条牵着梦的红绳子，依然在
父老乡亲的手里，叫梦回归，梦就能回
归。回归时，火花满树，银光灼闪。那
是一场生命与未来握手时产生的闪电，
更是一场冬与春握手时产生的力感。

我喜欢这冬日的田野，空旷舒朗的
自然，明白晓畅的和谐。一切孕育必将
产生奇迹，一切释放必将有一个结果。
在冬日的田野，回味或沉湎，都是一场
磨炼和修行，一个人心中有爱，即使独
自行走，收获的必将是整个春天。

□董信义

冬日的田野冬日的田野

猝不及防，时光
便把记忆揉成枯黄
叶，静静地落下
入土为泥
储蓄新的力量
孤孑的树杈
依然踮起脚丫
追逐着宁静和梦想

一种颜色在吞噬着另一种颜色
一种生命在替代着另一种成长
人生韶华，如春水流淌
当光阴已逝
腰曲容苍

回顾历久弥坚青涩的岁月
犹如隔窗眺望河对岸
那片娇洁的月光
……

摘下日子
品尝流光的苦涩
仿佛树叶落尽依然守望

割裂的形象依然灿烂
霜染的白发诠释着岁月的沧桑
如弓 总保持着弯腰的姿势
如鹰 总渴望着在蓝天下翱翔

凛冽寒风在阡陌飞扬
雪压红梅依然花蕊清香
一种信仰 久已嵌入停滞的过去
不断追寻生活的本真
以一颗年轻的心
追逐未来自己的梦
我们定会
水流花香
一路芬芳

冬 望
□廉建军

晨晷沐微熹，

道阔行人只。

寒去春阳暖，

枫桥多芳姿。

壬寅·冬思
□春草

今年初，我住在了翠华山下，
寓所的窗外即山。白日望着山脊
遐想，夜间枕着山影入梦，真可以
说是山里人了。

虽说近在咫尺，却未曾攀临
山顶。这山绵延不绝，奇峰异岭，
宛若混沌的幽梦隔在身前。那日
晨间醒来，阳光破窗而入，在面前
摇摇晃晃如舞动的金蝶；向远山
望去，红叶翩跹，白云游走，山脊
半空罩了一层薄薄的紫霭。这才
意识到，眨眼，已是深秋。若再不
上去，岂不辜负了这温润而五彩
斑斓的秋光？即刻约上友人，驱
车朝山里盘旋而去。

到山底河畔时，尚有雾气。
一进景区，沿山路往高处走，雾气
渐薄，红叶近在眼前。进山的车
大多都开得快，人们迫不及待地
往山里跑，想来也是压抑许久了
吧。车尚未爬到山顶，雾就散尽
了，阳光灿烂，比鸟羽还要温顺，
天空仿佛镀了一层深蓝色的釉，
伸手可触。友人时而欢呼雀跃，时而闭眼凝思，沉浸在
秋日潮湿的梦里。翠华山顶，风猎猎地吹，站在迎客松
下，耳边如若潮水在天上涌，四周都是山，红绿相间，白
石林立，彼此窃窃私语。一回头，就听见山正在对着风
说闲话，乌鸦听得最清，因而站在松树上呀呀地叫。

乌鸦朝东而立，说明东有奇景。向东行百来米，果真
就望见一池清水，在阳光下熠熠闪烁，透过身旁的黄栌，
可清晰地看到对岸的山峰，密密匝匝，层层叠叠，背后的
白云就像捉迷藏的少年，只能看到额头，风一紧，枫叶就
往下落，听不见鸟鸣，也看不见鸟群，只有日头悬在半
空，直晃人的眼睛。环池一周，竟不觉得疲累，遥遥看见
悬在半山的翠华庙，又重返回去，决定拾级而上，登上庙
宇。显然我们低估了庙宇的高度，还未攀至半山，就已
累得气喘吁吁。扶栏杆远眺，树影摇曳，山影朦胧，湖水
泛起白波，此番情况，仿佛曾在某地见过。遐想时，见一
道士迈碎步而来，身轻如燕，忽地就从身旁穿过，留下缥
缥缈缈的身影。我心中不服，拉着友人也加快了步伐，
一口气攀至山顶。只觉得双腿沉沉，眼前发黑，坐了半
天才缓过劲儿来。

山里的空气清新怡人，饱饱吸一口，甜津津的。我对
友人讲，要是在这里生活，少说也要多活三五年的。说
完，竟有点羡慕起住在山里的道士了。仿佛刚经了一场
梦，一切都从林间消逝，山缓缓朝远方退去，白云变幻出
怪兽的形态，枫叶在悬崖边黯然啜泣，不知何时，对面的
山前蒙了一层迷雾，许久不见散去，风在耳边鼓荡起伏，
一会儿高一会儿低，隐隐间，似乎能感受到山的哀愁。
从年初住到山下，就常站在窗口远望，一日日寂寞地阅
读、写作，迟缓地做着清澈的美梦，夜里总能听到从远山
传来的各种声音，混杂着猫头鹰悲戚的啼鸣。在山下，
虽枕着鸟鸣入梦，却是寂寞的、孤独的，被梦牵扯的。

当我站在山巅，被猎猎的风围困，苦闷竟同鸟群一起
消失在山间。那时我就是山上的草、凋落的红叶、羞涩
的猕猴，眼前的这一池清水，或许只是翠华山昨夜流淌的
泪水。一时我竟不知是在山间，还是在云上。多年后，天
池可还记得我今日的哀愁？

云层还在山后翻涌，不一会儿，就变幻出新的形状，
想来在这深秋也是极少见的吧。游人虽多，耳根却清，
山谷里回荡着比晚霞还轻盈的寂静，甚至能听到时间流
逝的声响，滴滴答答，不绝于耳。杨树叶繁星般缀在半
空，天空比海水还要蓝，将思绪拉回，鸦声渐远，原来头
上空是蔚蓝的海。

抚摸树身，树叶从眼前落下，像飞舞的蝴蝶。我避开
人工小道，尽量走在盖满落叶的湿地上，踩在上面，能感受
到大地的心跳，能感受到树木跳动的灵魂。在山间漫步，
就该像个山民一样踩踏，山是有记忆有感情的，你敞开心
和它谈心，它也就向你敞开了心扉，把它的寂寥和忧愁一
股脑儿地告诉你。

翠华山并不奢盼你的理解，毕竟它有天池的陪伴。天
池就是翠华山的心。有天池，翠华山才是飞舞的，是灵动
的，是悠远的。人们把自己的烦恼、委屈、哀愁、无望、失
落和幸福全抛给了山，山默然承受着，不回应、不反抗、不
伤痛，只是在夜里独自哭泣。翠华山的泪水就是天池。

在翠华山的林间行走，我隐隐听到群山在哭泣，我想
那在空中打旋的红叶也定然听到了，道士听到了，天池里
的鱼听到了，草木听到了，无人发现的溪水听到了，隐没在
山背后的云层听到了，落日听到了，乌鸦也听到了。山在
秋日里总要哭上一阵吧，不然这天池怎会如此清澈？如此
动人？就像一个晶莹的梦悬在山间。

山用它的泪水，把我的心清洗了一遍。来时我心中多
少有点失落，此时身体里却充满着山的昂扬之气，一股蓬
勃的爱情力量在心中来回激荡。我似乎在山里治愈了那
个失魂落魄的自我，那个唉声叹气的悲观的自我。此时此
刻，站在天池边上，我的心就是一座山。

下山时，日暮西山，群山昏昏睡去，丛林静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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