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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溪神石的传说
在西溪南端水口，也就是万绿
湖畔忠信河与西溪河的交汇处，有
一座突兀挺立的山峰，叫“神石”。
神秘莫测的神石，庄严肃穆地守在
万绿湖最后的秘境——西溪，那个
隐藏在九连南麓的世外桃源。
传说，
神石本来是东胜神洲蓬莱
仙境的一座山峰。据西溪老人说，
关
于神石，
流传着这样的一首诗：
“蓬莱本三峰，一峰遗西溪。
势压青潭笔，山乃神石移。”这首
诗，不但昭示着神石的前世今生，
还蕴藏着神石的美丽传说。诗中
“青潭笔”峰位于河对岸的双江镇，
虽然也高耸入云，但却没有“神石”
雄伟磅礴的气势。
话说明朝成化二十一年，河源
境内新丰江河水泛滥，暴涨入城，
房屋坍塌，民不聊生。为救万民于
水火，玉皇大帝急命蓬莱仙客赶一
石山，前往河源阿婆山脚下，堵住
新丰江注入河源的入口，以解河源
倒悬之急、累卵之危。
蓬莱仙客接到限于天亮前赶
到阿婆山的旨令，连夜赶着蓬莱仙
岛上的巨石，匆匆地上路了。子夜
时分，刚好赶到了西溪村。赶着巨
石准备过河的蓬莱仙客，看看时间
尚早，便停下手中的赶山鞭，坐下
来打个盹，没想到竟然睡着了。恰
好伯公坳的土地伯公巡山回来，见
到了眼前的一幕。
“好家伙！”伯公坳的土地伯公
暗暗叫好，看到这么漂亮的神石，

贪由心生，想将巨石留在西溪，好
在上面建造一栋华丽的土地庙。
怎么办才好呢？聪明的土地
伯公眉头一皱，计上心来，便躲在
树下的草丛里，
“喔喔喔”地学起鸡
叫来……顿时，四野鸡叫，此起彼
伏，鸣声不绝于耳。仙客听到鸡
鸣，
以为天亮了，
猛地睁开眼睛！
可 是 ，想 到 自 己 已 经 延 误 了
时 辰 ，连 叫“ 罢 罢 罢 ”，把 巨 石 留
在河边，顺手将赶山神鞭一丢，急
忙腾云驾雾自个儿去了。因此，
巨石就永远地留在了西溪，被称
为“神石”；而蓬莱仙客的赶山神
鞭，就化成今天那条弯弯曲曲的
西溪河。
留在西溪的神石，没有能在天
亮前被赶到阿婆山脚下，堵住新丰
江流入河源的入口，滔天的洪水依
然汹涌入城。玉皇大帝知道后，勃
然大怒，贬蓬莱仙客为河源城隍，
责令其从此守护河源城池，保证不
被水淹；又将土地伯公的神格降为
最低级，归由城隍管辖，这就是土
地伯公常年住在树下或路旁、成了
城隍下辖小神的由来。
被贬为河源城隍的蓬莱仙客，
为防大水再次倒灌入城，罚西溪土
地伯公每天夜里在河源城筑城
墙。三年后，将河源所有城墙加高
了三尺，由原来一丈二尺高的城
墙增至一丈五尺高。河源城至今
还流传这样一句话：
“ 槎江城墙增
三尺，挖去伯公两条壁！”
（槎江是

诗歌
□吴楚生

河源的旧称）说的就是城隍罚土
地伯公将河源城墙加高三尺这件
事。从此，土地伯公庙多以两块石
头为壁，一块为顶，俗称“磊”型土
地庙。西溪土地伯公从此就住在
伯公坳的路旁，守着那简陋破旧的
土地庙。
神石耸立在西溪河口，构成了
风水先生口中常说的“狮象守水
口”风水宝地格局。据说，
“狮象守
水口，世代出公侯”。那时，途经西
溪水口的大小官员，都要停止鸣
锣、下轿下马，步行而过。可惜的
是，进入水口之后，见到横亘在西
溪河的水渚（就是西溪河中的那块
小陆地，俗称“死牛堵洞”
），可以推
断西溪“出”不了“公侯”，便继续上
轿上马，
鸣锣开道，
簇拥而过。
当然，
传说归传说，
玉皇大帝也
好，
城隍伯公也罢，
都是虚构的；
而西
溪
“神石”
山突兀耸立在西溪河与忠
信河交汇处，郁郁葱葱，莽莽苍苍，
倒成了现实中一个观光览胜的好
去处。1958 年，举世瞩目的新丰
江水库破土动工，勤 劳勇敢的河
源人在中国共产党的英明领导
下，在阿婆山峡谷修建了拦河大
坝，将桀骜不驯的新丰江改造成
福泽万民的“幸福江”。今天的新
丰江大坝，雄伟地屹立在阿婆山
脚下，也不需要什么“神石”来堵住
新丰江注入河源的入口；新丰江水
库，已经成为华南最大的生态旅游
名胜——万绿湖。

给渺小一个机会

□陈少华

风很小，
风很小，
从一些野草的叶片上
可以看到不经意的方向
或深或浅的根须，
或深或浅的根须
，
如同巢穴
被蚂蚁练习搬家
要下雨了，
要下雨了
，
欲断魂
姥爷在世的时候，
常迎着风
把所有的黄纸折成方形
再用狼毫写上不在世的姓名
沾亲带故的，
就几滴墨汁
那砚台，
瓦窑中烧制
比剩下的骨头还硬，
他说
莺飞草长，
插柳成荫，
碑石
年复一年只作了一个标记
认领又彼此难以割舍
就一叠黄纸啊，
掏心相遇一次
难以掩饰日常的匆忙
等身体松弛，
胖瘦都不一样了

南 越 诸 峰 ，龙 川 霍 山 独 称
一绝。
“霍山佳气绕葱茏，势压循州
第一峰”，这句诗是苏轼对霍山的
评价，霍山位于龙川中部，以险峻
的丹霞赤壁和秀岩奇石冠绝天
下。霍山名胜颇多，有险峻峰峦三
百七十二，著名者有四十八峰，二
十七岩，八大洞府，十一泉池，每一
个都令人感慨万千。
相传，女娲补天之时将剩下的
一点砂浆撒入人间，正巧就落在霍
山，因此霍山便奇石嶙峋，横空万
丈。不过按照现代科学的角度去
解释，数万年前，霍山此地是一片
汪洋，而通过地壳的运动以及风化
作用逐渐形成了这一道难寻其二
的丹霞赤壁山。
早晨，
霍山刚刚起雾，
走在那险
峻的山路之上，
向下一看，
令人不禁
失色。此时，
一阵清凉擦肩而过，
清
风拂过之处，
必有回响之音，
走在万
丈高空之间如同仙人御风而行。
周围的岩壁都是由一块又一块小
石头堆积而成的，这就如同人类社
会，
每一个人、
每一个事物都有着存
在的意义，说不定少了其中哪块石
头，
这座山就荡然无存了……
石头的夹缝里面，依稀能辨别
出一些海螺和蚌的化石的踪迹，感
受这千百万年时光在这条山路上
流淌，中华民族的盛世余韵和这大
自然千百万年的时光在此交汇，让
人不自觉地想流下一行热泪，感慨
一句：人生奈何几 多 长 啊 ！ 而 这
大自然却在时间的流淌中留下了
踪迹，我们的每一个脚步都随着
海螺和蚌在两个时空中相互连接
着，千百万年的时光就在你的脚
下，流逝着……
当年苏轼也是走过这样的山
路，登至山顶，在船头石发出“船头
昔日仙曾渡，瓮里当年酒更浓”的
感慨。船头石是霍山的主峰，因为
其形状酷似船头故得此名，从此望
去霍山的美景一览无遗。

山上的路周围依稀充斥着映
山红、竹子、菊花，在这石壁上生
长，我不禁感慨这些植物是如何在
如此陡峭、坚硬的岩壁上扎根生长
的？中国红军长征不正和这些坚
□邓旭
强的植物一样吗？越草地，爬雪
山，反围剿，终会师。才让这伟大
西边的是酒瓮石，相传里面曾
的红军精神在这篇充满着黑暗和
源源不断地流出美酒，世人贪婪将
不公的大地上扎根，不断地开出各
此石流出美酒的孔凿大，结果里面
种花朵，
坚韧不拔！
的酒一滴无存。此石酷似酒瓮，中
随着山间浓雾的增大，
仿佛到
间却有着一个极大、极深的孔洞，
了仙境一般，
周围的云雾化作朵朵
假如真的和相传的一样，这个酒瓮
祥云，将我们托上云间，与先人们
石就像是给人类的警告。余秋雨
一起共赏眼前的美景。这云雾似
在《千年一叹》中曾经发出过这样
乎像是眼前的仙人洞散发出来的
的感叹——再也找不到慷慨的遗
仙气，相传宋蓝乔就在这仙人洞中
恨，只留下了几座可供凭吊、休息
的亭台。中华文化上下五千多年， 羽化而登仙。此时的仙人洞的洞门
似乎联通着仙界，
王母桃林、
天宫龙
正如这酒瓮美酒一般，一旦被凿开
马、
瑶池仙子、
天兵天将都由此门来
了，这尘封的美酒便失去了那清
到人间。怪不得百年前苏轼会在此
冽，那秦砖汉瓦的盛世余韵再也找
地写下：
石径面尘随风扫，
洞门无锁
不到了……
借云封。这样被云雾封住的仙人
不过，还好今日之霍山依旧能
洞，
让我对里面的情景更加好奇，
奈
够保持着它原本的样貌，没有被贪
何我没有腾云驾雾的本事，
只能对
恋美酒的世人所污染。
着仙人洞大发感慨。
北边是乳峰石，因为那两座山
你听，这石缝中有着水流的声
峰紧挨着，高低大小几乎无异，与
音，
霍山还有一大特色便是——霍山
婴儿的生命之源极其相近。今日
矿泉水，
此山泉络绎不绝，
千百年来
之霍山能够如此之幽静美丽，都是
都流不尽，
仿佛借助仙人洞连接着仙
大自然给予人类的无尽宝藏，正如
界的河流，
此水微咸、
极其冷冽，
如同
这乳峰石一般，追根溯源人类的母
天上之琼汁，
地下之甘露，
倘若用此
亲始终是大自然，而这乳峰石就像
酿酒，
怕是醉生梦死也不为过啊！
是一种警示牌，告诉着世人是大自
不知不觉，
又回到了山脚，向
然孕育了人类，人类是一个会感恩
上望去，
高峰已经被云雾包裹了起
的种族，看着眼前的情景我不禁想
来，更显得有几分神秘。胜地不
到，千百年后的人类再次登上船头
常，盛筵难再，此情此景也只有今
石，眼前的此番情景若能与如今一
致，那这孕育着人类甘甜的乳汁， 日在此霍山能够见识一番，那云雾
中我仿佛看到了苏轼的背影，在此
便值得存在，
也值得被世人铭记。
仙山中，时间不过是一种缥缈的东
船头石往下是天门，而天门之
西罢了，而这座山真正存在着的是
下是悬崖峭壁，中间只有一条细缝
千万年时光留下的盛世余韵与自
供人经过，此地名叫一线天，抬头
然之无尽时空……
仰望天空，才知道我们其实都是井
此 时 我 才 幡 然 醒 悟 ，此 乃 仙
底之蛙，对这个世界所知甚少，只
山，吾等凡夫俗子岂可久居，因怕
有不断地向内探索，在知识的海岸
破坏仙山的傲骨，我抱憾而去，他
拾起美丽的贝壳，才能让这仅存一
日必会再来，
再登船头，
御风而行。
线的天空变得更加开阔一些。

然，外婆温暖厚实的大手摸了摸
我的头，我抬眼，迎上外婆慈爱的
目光。她浅浅笑道：
“ 但是没关系
啊 。 你 看 ，大 海 也 曾 经 渺 小 过 。
因为每片海都是从一滴水开始自
己的生命。不管再怎么渺小，我
们都不能放弃，我们要有敢于面对
渺小的信心和抵抗流言蜚语的勇
气。你一定会成为一个非常非常
厉害的女孩！所以现在，我们要给
渺小一个机会呀。”此时此刻，我从
外婆的眼睛里看到一种信念。这
一瞬间，我想为了这份信念勇敢地
走下去。
在以后充满挫折的日子里，我
都不曾说过放弃。外婆带我看海的
那天，
永远地印刻在我的脑海里。
我知道，九年级并不是我的最
后一站，而是我渺小的最后一站，
我的前途将是辽阔的大海。

□赵传昌

一场来自唐朝的雨，
打湿赶路人
远山黛青色
积雨云压低了谁浮起的思绪
把虔诚垒高
一座坟让悲怜和忏悔屈膝
清明是救赎的日子
一根艾草摇曳
泪眼中又看到双亲复活的灵魂
麦田风中推波
坟茔像绿海浮动的山峦
先辈恩重，
膜拜的碑碣
把冰冷的名字再揣暖三分

无题
□黄汉华

倚窗伫望
轻轻地
撩开那段时光
瞅见你
从我的心间
悄悄地走过

插画 小/小

看着她说：
“ 外婆，我不想学了，反
正我这么没用，世界有我没我都一
样，我如同沙子一样渺小。”她擦干
我的眼泪把我拉起来说：
“走，外婆
带你看海去！”
不一会儿，我们就来到外婆所
说的那片海，发现它是我的旧相
识，外婆曾经经常带我来海边玩，
无边的海水还是像以前一样汹涌
澎湃。外婆感慨道：
“ 时间怎么能
过得这么快，眨眼就是好几年。以
前你才一丁点大的时候，一个人在
海边捡贝壳，结果海浪把你拍倒
了，你就坐在地上哇哇大哭。我那
时就盼着你快点长大，也许你就
会勇敢一点，现在人是长大了，勇
气却一点没长。”我清楚地从外婆
那满是岁月痕迹的脸上看到了不
经意间流露出的悲伤。我的心抽
搐了一下，低下头不敢再看。突

清明雨

有人踉踉跄跄，
迷失归途
紧挨酒店的路边
大片杏花开了
一醉方休的清明
连杏花也开成了盛泪的酒盏

□周亦辰

谁都有一段渺小的曾经，幸运
的是你没有放弃那个曾经渺小的
自己。
——题记
时针转了一圈又一圈，初中的
列车过了一站又一站，转眼就来到
最后一站——九年级。每天繁忙
的学习和沉重的压力就像一颗定
时炸弹在我手中，不够优秀的成绩
让我焦躁和不知所措。就连每个
星期回家聚会，家里也是打着吃饭
的旗号对我进行“公开处刑”。叔
叔阿姨“亲切的问候”和爸妈毫不
留情的嘲讽在我的心上开了一枪
又一枪。
一次，我内心积蓄已久的火山
终于爆发了，我扔下筷子头也不回
地跑回房间，躲到角落放声大哭起
来。这时，刚刚在饭桌上一言不发
的外婆来到我跟前，我心如死灰地

霍山吟

纸上清明

曾以为
你是一朵雪莲
在我心间
绽放终生
也曾以为
你是一只小鸟
在我心间
筑巢垒窝
今夜
独酌一杯月色
烹调往事
邀月共醉到天明

感悟清明
□王晓阳

坐进清明的风雨中
任凭风撩起衣袖
把草木清香快递过来
这些时光的使者
看似温柔
却露出铁面的锋芒
带走一些美好和伤感
又送来新的味道和希望
比如梨花飘零 杏花怒放
一些墓地添了新坟
几声啼哭来到了人间
故乡的春色未曾减去半分
一群墨汁似的蝌蚪在水中交谈
似乎在书写新的春天

清明吟
□胡云秀

又是一年清明时
没有雨纷纷
断魂的人儿泪自流
那彳亍蜿蜒山道上的人
那辗转故乡与他乡的人
是什么让你我不惧奔波
是故乡的春色撩人
是屋后的草坡正茂
是那半山腰的坟堆
有阴阳两隔的亲人
文字会流淌
纸钱会湮灭
血缘是思念不朽的力量
时光磨砺了我的棱角
岁月碾皱了我的容颜
唯有那刻骨铭心的思念
一日复一日
一年复一年
忘不了 放不下
在某个繁星点点的夜
或伸手不见五指的漆黑里
默默地哀 深深地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