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湖南湘西的大山深处， 有一个
名为矮寨的苗族小镇。1949年以前，不
仅普通的外族人很难进入矮寨， 甚至
朝廷、 官府的军队也很难攻克。 传说
中， 矮寨镇以其境内几个地势险峻的
苗寨组成了一道难以突破的防御体
系。

德夯是矮寨镇里的一个苗寨，传
说德夯在矮寨镇里以险要和隐蔽著
称，德夯在苗语里是“小峡谷”的意思，
它的选址处处体现着防范外人进入的
原则。 有一处壮观的景象可以让人深
切体会这一点， 落差达 216 米的流纱瀑布
是中国最高的瀑布，夏天的雨季，瀑布自高
处落下，宛如一段飘逸的薄纱。从德夯苗寨
一路走来， 峡谷间的山路在流纱瀑布这里
也到了尽头， 这条瀑布天险在给下游的德
夯苗寨提供水源的同时， 也决绝了外人的
轻易进入。

群山环绕的德夯苗寨处在 4 条峡谷汇
集的地方，看似有 4 条和外界相通的道路，

但实际上 3 条峡谷的尽头都是瀑布形成的
绝壁，其中一条正是流纱瀑布。德夯苗寨真
正和外界连通的道路只有一条， 即使是这
条道路， 寨子的门口也是由两座大山犬牙
交错着，从外面并不能直接看到寨子。

在离德夯一山之隔的地方， 还有一个
叫中黄的苗寨， 这个世外桃源般的苗寨另
有玄机。 如果说德夯苗寨是通过选址和利
用自然环境的庇护来保护自身的安全，那

么中黄苗寨有着更为主动的安全措施。 矮
寨镇的这两个苗寨用不同的方法共同构筑
起了一道牢不可破的防御体系。

从远看去，中黄苗寨的布局依山而建，
逐次上升， 这样在寨子的制高点就能对进
寨道路上的情况一览无余。 1949 年以前中
黄苗寨遭受匪患严重，为了防匪，寨子里修
建了厚实的外墙和大门， 连道路都是青石
板铺就的， 上阶的石头故意留出松旷的余
地，土匪强盗一过来，石头便会发出响声，
紧接着鸡鸣狗吠，提醒人们土匪来了。

在历史上，每当面对压迫以及外敌入
侵，浑厚的苗鼓鼓点都会响起。 这些牛皮
制成的大鼓是苗族部落迁徙过程中的圣
物， 雄浑的鼓点象征着部落强大的凝聚
力。 随着时间的推移，在防御征战中鼓舞
士气的苗鼓已经演化成了更具观赏性的
苗族鼓舞。

穿过历史的烟云， 如今的鼓舞已不再
为征战和防御而敲响， 古老的苗寨也敞开
寨门，迎接来自外界的访客。 彭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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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邻与世界

八月涛声吼地来，头高数丈触山回。
须臾却入海门去， 卷起沙堆似雪堆。

———节自唐·刘禹锡《杂曲歌辞·浪淘沙》
解读：八月的钱塘江涛声震天，数丈

高的潮水前来后涌，上下翻卷，不断击打
着岸壁；顷刻间，滚滚江水奔流到海，待
潮水退去， 卷起的沙堆好似一座座洁白
的雪堆。

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涌潮地有 3 处：
山东青州涌潮、广陵涛和钱塘潮。而在世界
上， 钱塘潮是世界三大涌潮之一， 这“三
潮”分别是印度恒河潮、巴西亚马逊潮与中
国钱塘潮。

钱塘江是中国名川， 浙江省最大的河
流，由西往东注入杭州湾，流入东海，全长
605 公里。 每年从全国各地乃至世界慕名
而来观潮的人不计其数。 每年农历八月十
五，钱江涌潮最大，潮头高数米。 诗云:“钱
塘一望浪波连,顷刻狂澜横眼前；看似平常
江水里，蕴藏能量可惊天。”潮头初临时，江
面闪现出一条白线，伴之以隆隆的声响，潮

头由远而近，飞驰而来，潮头推拥，鸣声如
雷，顷刻间，潮峰耸起一面三四米高的水墙
直立于江面，喷珠溅玉，势如万马奔腾。

观潮其实由来已久，其始于汉魏，盛于
唐宋，历经 2000 余年，已成为当地的习俗。
刘禹锡的这首诗， 讲述的就是农历八月钱
塘大潮的景象。除农历八月之外，农历每月
初与月中皆有大潮可观， 并可作一潮三看

“追潮游”。
古时杭州钱塘江观潮，以凤凰山、江干

一带为最佳处。因地理位置的变迁，从明代
起以海宁盐官为观潮第一胜地，故亦称“海
宁观潮”。 远眺钱塘江出海的喇叭口，潮汐
形成汹涌的浪涛，犹如万马奔腾，遇到澉浦
附近河床沙坎受阻，潮浪掀起四五米高，潮
差竟有 9-10米，确有“滔天浊浪排空来，翻
江倒海山可摧”之势。不同地段可赏到不同
的潮景：塔关旁“一线潮”，八堡看“汇合
潮”，老盐仓可赏“回头潮”。

为什么钱塘江会出现这样壮观的潮
涌呢？ 首先与钱塘江入海的杭州湾的形状
以及它特殊的地形有关。 杭州湾呈喇叭

形，口大肚小。 钱塘江河道自澉浦以西，急
剧变窄抬高， 致使河床的容量突然缩小，
大量潮水拥挤入狭窄的河道，潮头受到阻
碍，后面的潮水又急速推进，迫使潮头陡
立，发生破碎，发出轰鸣，出现惊险而壮观
的场面。 其次，是江口有巨大的拦门沙坎，
潮水涌进遇到强大阻力，潮头当然会掀揭
上天。 前浪遭遏，后浪又上，波推波，浪迭
浪，潮水自然奔腾咆哮，排山倒海般汹涌
而来。 再次，大潮与月亮和太阳引力有关。
潮汐是海水在月球和太阳引力作用下发
生的周期性涨落现象，钱塘江大潮主要是
由海潮倒灌引起的，所以，它也与月亮和太
阳引力有关。

到了钱塘江，怎能不到钱塘江大桥。这
座由我国著名桥梁学家茅以升亲自设计的
大桥位于六和塔东侧江面， 是我国第一座
自行设计建造的钢梁双层公路、 铁路两用
大桥，可作为整个杭州城市观光的南起点。
站在并不宽阔的桥面上可以一览六和塔全
景，体会杭城依山傍水的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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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镇那些

游记嘻

八月钱塘涛声怒

2016 年 8 月的一天，因为在家实在无聊，便想
出去走一走。 妹妹说：“江南园林甲天下，苏州园林
甲江南。 你有空不妨去看看。 ”简单收拾了行李，我
就带着儿子出发了。

“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 姑苏城外
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 ”这是张继的《枫桥夜
泊》。 寒山寺也因此而得名，不如先去领略下，感受
一下其中的意境。

第二天，天气晴朗，万里无云，我们坐公交车来
到了寒山寺。 景区门口 3个雄伟的大字“寒山寺”是
浙江东湖名士陶浚宣所写，字体古朴苍劲，给历经
千年风霜的古刹寺庙增添了庄重感。

进入寒山寺大门内，正前方有一座殿宇，殿宇
门桅上高悬“大雄宝殿”的匾额，殿内庭柱上悬挂着
赵朴初居士撰书的楹联“千余年佛土庄严，姑苏城
外寒山寺；百八杵人心警悟，阎浮夜半海潮音。 ”

在罗汉堂里供奉着 500尊香樟木雕成的金身罗
汉像，这 500 尊造型生动的罗汉像是清雍正年间的
文物，于 1985年从苏州隆庆寺移于此的。

在宝殿后的长廊里有许多雕刻着“枫桥夜泊”
这首诗的石碑， 而且每块石碑上的书法异彩纷呈，
让游人大饱眼福。

在寺内有一座观音峰，它是稀有的太湖巨型灵
璧，堪称“姑苏之最”。 此石高达 7米，重约 35吨，因
“玲珑剔透、琉璃娟秀、姿若观音临驾，慈态善容，风
韵万种”而得名。

我们来到松茂亭，里面有一块碑，碑文是我国
无产阶级革命家李大钊 30 岁时用行草书写的《枫
桥夜泊》诗。李大钊同志的这件墨宝写于 1919年，原
件珍藏于中国革命博物馆， 于 1993年立碑于此，为
寒山寺景区增添了光彩。

又走了几步，来到寒山寺钟楼，楼上悬挂着一
口大钟，高 1.2米，外径达 1.2米，大约有 2吨重。 这
口钟铸于光绪 32年，江苏每年农历 12月 31 日举办
的寒山寺除夕听钟声活动，使用的就是这口钟！ 它
的钟声通过广播、电视和网络信号传遍全球。 据说，
人在一年中会有 108 种烦恼，而在岁末年更之际到
佛寺去聆听 108下除夕钟声可清除一年的烦恼。 佛
经曰：“闻钟声，烦恼轻，智慧长，菩提增。 ” 菩提，在
梵文中意为“觉悟”“大彻大悟”。 所以来到寒山寺的
大多数游客都会为自己敲钟祈福。 我也买了票，为
自己敲了“福、禄、寿”3钟。

出了寒山寺， 有一座石拱古桥。 桥下有一条
河，叫京杭大运河，大运河全长 1797 公里，开掘于
春秋时期，完成于隋朝。 大运河促进了南北物资
和文化交流，也给苏州的经济带来了繁荣。 大运
河河水碧绿，河两岸树木茂盛。 河岸边停着几条
船只，船只上写着“张继”两个字，不由得让人想
起当年张继在此过夜的情景。寒山寺也因张继一夜
靠泊而名震天下。

寒山寺游记

矮寨：神秘湘西的世外桃源

中南大学有个“鸟巢” 欧洲秘境斯洛文尼亚

跟着唐诗宋词去旅行 12

邵阳县郦家坪镇杉木桥完小 蒋新梅

斯洛文尼亚是个极小的欧洲国家，仅
有两万多平方公里的土地， 人口也只有
200万。 若有人测量斯洛文尼亚的“下层”
或者它奇妙的地下世界，它的疆域至少会
翻番。 实际上，斯洛文尼亚有三分之二面
积的石灰岩，千百万年来，积水溶解了碳
酸钙，创造了由地下隧道、通道和洞穴构
成的迷宫。世界上经典的喀斯特地貌就在
这里。

千万年前的石笋、钟乳石和石柱形成
的童话世界，隐藏在斯科契扬岩洞内。 其
地下峡谷的奇异容量使之异于其他岩洞，
并居于世界最闻名的地下喀斯特地貌之
列。 斯科契扬岩洞是罕见的自然现象，洞
穴总长约 6公里，其中最大的是马特尔洞
穴，有 220 万立方米，迄今为止被视为斯
洛文尼亚最大地下洞穴，也是世界最大的
地下洞穴之一。

布莱德是斯洛文尼亚
知名的旅游之地， 被称作

“天堂印象”。 布莱德湖位于
最长的欧洲山脉阿尔卑斯
山的丘陵地带。斯洛文尼亚境内的阿尔卑
斯山被再分成 3块，布莱德正处于斯洛文
尼亚山巅之下，被称作“尤利安阿尔卑斯
山”。 国家的西北端占地 4400 平方公里，
约 8.4 万公顷是受到保护的特里格拉夫
国家公园。

尽管有 150 多座海拔两千多米的山
峰， 但只有一座被誉为“特里格拉夫之
父”，海拔 2864 米。 特里格拉夫国家公园
是叹为观止的自然文化遗产，已成为斯洛
文尼亚的标志。 在这个热爱登山的国度，
从丘陵到山上的每一个斜坡都交织着无
数登山路径。人们相信只有登上山巅才能
成为真正的斯洛文尼亚人。

特里格拉夫国家公园不仅是欧洲最
古老的国家公园之一，还有不可思议的画
廊、户外博物馆，无数游荡灵魂将之视为
追寻自身与自然平衡的庇护所。另外一座
湖泊———波希涅湖是特里格拉夫国家公
园的一部分，也是斯洛文尼亚最大的常年
湖。

人们常问为什么斯洛文尼亚如此不
知名？ 毕竟，斯洛文尼亚人并不想布莱德
海滨或波希涅湖成为热闹喧嚣的度假胜
地，特里格拉夫“父亲”成为另一个滑雪场
地， 也不想大量的游客蜂拥至最纯净的
Soca 河流。 就让斯洛文尼亚继续保持神
秘，继续美下去吧。 王熙

中南大学体育场因形状酷似北京奥运会主体
育馆鸟巢，被广大学子称为“中南鸟巢”。“中南鸟
巢”于 2008 年正式投入使用，总建筑面积 4 万平
方米，其中体育场 1.8 万平方米，座位 2.5 万个，是
国内高校规模最大的体育场之一。 每年的新生迎
接、报到以及注册都是在体育馆完成。

晴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