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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风

黄山、庐山、雁荡山齐名中国三山，而黄山名列三山

之首。黄山位于安徽省黄山市境内，主峰莲花峰海拔

1864米，与光明顶、天都峰并称黄山三大主峰。

黄山原名“黟山”，因山峰岩石青黑，遥望苍黛而名。

后因传说轩辕黄帝曾在此炼丹，故改名为“黄山”。

对于黄山的美名，早已耳濡目染，劈地摩天的奇峰，

横空出世的 怪石，变化无穷的云海，千奇百怪的苍松，构

成了扬名天下的黄山“三奇”、“四绝”。其“伟、奇、幻、

险 ”之特征已深深的烙在了我的脑海里，也因对其强烈

的向往之情使我魂牵梦萦。

安徽大地可谓锦绣多姿，恰逢雨后初晴，进入安徽境

内，但见蓝天白云下，碧水青山相依相偎，满目苍翠中黑

瓦白墙的徽派建筑点缀其间，可以说任意一处都是一幅

绝美的山水画卷。

来到黄山脚下，乘观光车来到慈光阁，转乘索道大约

十分钟左右便可抵达蒲团松附近，再步行十多分钟，就来

到了迎客松旁，迎客松姿态优美，枝干遒劲，虽然饱经风

霜，却仍然郁郁苍苍，充满生机。它有一丛青翠的枝干斜

伸出去，恰似好客的主人伸出手臂，热情欢迎宾客的到

来。如今，迎客松已经成为黄山奇松的代表，乃至整个黄

山的象征。黄山最妙的观松处，当然是曾被徐霞客称为

“黄山绝胜处”的玉屏楼。楼前悬崖上有“迎客”、“陪客”、

“送客”三大名松。

奇松。黄山七十二峰，处处都有青松点染，如一支支

神奇画笔，把五百里黄山抹上了生命的色彩。于是，景美

了，山活了，风动了，云涌了，水多了，泉响了……连山石

也有了灵气。难怪古人说：“黄山之美始于松。”

黄山松大都生长在海拔800米以上的山巅，是植物

学上一个独立的品种，它盘根于危岩峭壁之中，挺立于峰

崖绝壑之上，巨松高数丈，小松不盈尺，破石而生，苍劲挺

拔，那姿态，美得让人称奇，奇得让人叫绝。

迎客松的知名度可谓高矣。上至庄严的人民大会

堂，下至车站码头，随处都会发现它的身影，就连宾馆的

屏风，庭院的影壁，也有迎客松的姿容。如今的黄山对迎

客松已经全面实施了“特级护理”，管理人员说，“迎客松

是稀世珍宝，照看它要像带小孩一样精心，哪怕是一根枝

条和一根松针都不能疏忽”。在迎客松边上一间不到6

平方米的小屋里，常年居住着专职护理员，使它成为全国

唯一配有“警卫”的树木。

怪石。黄山已被命名的怪石有120多处，其形态各

异。黄山怪石从不同的位置，在不同的天气观看，可谓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其中，三大主峰均

似一口倒扣的金钟，又名扣金钟。

黄山几乎每座山峰上都有怪石，形成约在100多万

年前的第四纪冰川期。奇松怪石，位于北海的梦笔生花、

以及“喜鹊登梅”（仙人指路）、老僧采药、苏武牧羊、飞来

石、猴子望太平（猴子观海）等。

云海。自古黄山云成海，是云雾之乡，瑰丽壮观的

“云海”以美、胜、奇、幻享誉古今，一年四季皆可观，尤以

冬季景最佳。依云海分布方位，全山有东海、南海、西海、

北海和天海。

黄山一年之中有云雾的天气达200多天，水气升腾

或雨后雾气迟迟不消，就会形成云海。北海景区内的双

剪峰，每当云海经过两侧山峰的约束，从两峰之间流出，

倾泻而下，犹如万马奔腾、浩浩荡荡，是黄山的又一奇景。

温泉。黄山“四绝”之一的温泉，源出海拔850米的

紫云峰下，水质以含重碳酸为主，可饮可浴。传说轩辕黄

帝就在此沐浴七七四十九日得返老还童，羽化飞升的，故

又被誉之为“灵泉”。

温泉每天的出水量相当平稳，常年不息，水温常年在

42度左右，属高山温泉。黄山温泉对消化、神经、心血

管、新陈代谢、运动等系统的某些病症，尤其是皮肤病，均

有一定的功效。

三瀑。黄山有36源、24溪、20深潭、17幽泉、3飞瀑、

2湖、1池。著名的有“人字瀑”、“百丈泉”和“九龙瀑”，并

称为黄山三大名瀑。

人字瀑古名飞雨泉，在紫石、朱砂两峰之间流出，清泉

分左右走壁下泻，成“人”字型而得名。九龙瀑，源于天都、

玉屏、炼丹、仙掌诸峰，自罗汉峰与香炉峰之间分九叠倾泻

而下，每叠均有一潭，故称九龙潭。古人赞曰：“飞泉不让匡

庐瀑，峭壁撑天挂九龙”，是黄山最为壮丽的瀑布。百丈瀑

在黄山青潭、紫云峰之间，顺千尺悬崖而降，形成百丈瀑布。

一天紧张而又忙碌的游览下来，不知不觉间，太阳已

放出了余晖，我匆匆乘缆车下得山来，回头再看黄山，清

代——董法海的“回头三折望黄山，客路匆匆山自闲。寄

语芙蓉峰六六，相思都在白云间”道出了我此次黄山之行

的真正心情。

圆梦黄山
□翟世明

奔赴长白山之前，我兴奋的心就充满了向往；去长白

山的路上，我便暗暗告诉自己一定要不虚此行，为人生的

一次壮游留印痕，写些清浅的文字以供回忆。毕竟，在我

年轻的心里，生活是值得记录的。而美丽的大自然，更是

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观察它，感受它，并记录

它，就是在为自己的人生行迹与心迹刻下久远的回声与

难以忘怀的梦境。

小桥·河水·禽

抵达白河镇的当晚，我踏踏实实地睡了一个好觉，因为

旅途劳顿，更为关键的是山里的夜晚是寂静的，安闲的，像

童年的摇篮，也像母亲的怀抱。第二天清晨，我起得较早，

一个人独自到河边走走。天下起了小雨，不过还好，云只是

几朵的，淅淅沥沥的雨丝，不会让人感到厌烦，恰恰相反，在

雨中漫步，更是别有一番滋味。穿过不算太宽的马路，便见

着那小河了。我蹲下身来，用手去触摸，河水不是很凉，而

且软软的，可能是水流不够湍急的原因吧，那种“握之即温，

又觉无物”的感觉就像不沾手的棉花糖。为了让自己更全

身心地接近山川，我身子往后一仰，躺在草坪上，虽然有些

湿漉漉的，但是感觉很清爽，蓝天、白云、绿树、青草环抱着

我，簇拥着我，这感觉真的是太好了啊，大自然真的是最慈

祥的，也是最温柔的。起身上桥，我又斜倚在木质的桥栏

上，欣悦地注视河中的秋沙鸭、鸳鸯还有鹅宝宝。秋沙鸭游

得很快，如果你犹豫地按下快门便捕捉不到你想要的画面

了，它们就像奔赴沙场的将士，一往无前，无所畏惧的样子

让人心生敬意。至于鸳鸯，人们惯于寓它以长情之意，情侣

们看见了鸳鸯便相视一笑，以表爱意，而我笑对鸳鸯，单纯

是因为它生得漂亮，彩色的羽毛，很灵动，即使是对颜色不

大敏感的人，也会被它的姿态所吸引。最可爱的是鹅宝宝

们，它们形态各异，有孤芳自赏的，有玩闹嬉戏的，好不热

闹，这大自然相融共生的美景着实让我无比留恋。

湿地·花海·梦

来到湿地花海的时候，天色近晚，天空中的乌云仿佛

快要压到我的头顶了，而踏上并行走在木制的甬路上，我

的心里仍是倍感惬意与舒畅。虽然这里叫湿地花海，但是

我去的时候发现这里的绿植更多，偶尔才会有星星点点的

小花作为点缀，和我想象的花团锦簇的场景不大一样。不

过，这样的景致倒也让人觉得舒服，绿色总是怡人心性的，

就像美国作家梭罗曾经说的那样：“一切老老实实的朝圣

者，为了自由的缘故而到森林中来”，我来在长白山腹地的

森林之中，来到这片宁谧的花海之畔，不就是为了安放自

己自由的心灵吗。那花海的不远处，那一座木制的凉亭，

是最能吸引年轻的我的。站在亭子中间，我仿佛置身于

《鹿鼎记》的剧情中，幻想自己就是阿珂姑娘，然后也把这

亭子当作自己的精神寄托，把内心最柔软的那一部分都诉

与它说。“人生若只如初见”，是这样的吧，悲剧命运中的阿

珂也是真切地爱过郑克爽的，如果没有后来风云变故，也

许这份美好会永远存留下去。古今中外美好的爱情故事

都是悲剧的，因为他们在爱的时候就分开了，也就不用去

经历时间的洗礼，去遭受接下来的猜忌与背叛。其实，我

们芸芸众生又都何尝不是如此呢，总是以爱的名义在一

起，然后以不爱的名义分开，我们能说没爱过么？

天池·苔原·心

登上长白之巅，俯瞰神秘无限的天池，是我这次长白

之行最大的心愿。上山之前听朋友说，因为云雾的关系，

他第七次上山的时候才看见天池，当时的我暗自祈祷，愿

上天许我第一次登山就可以看见天池的幸运吧。上山的

路很陡，但是我没有害怕，可能是因为心里装满了期待，恐

惧便无处安放。透过车窗，我看见山路两旁有星星点点的

雪痕，这可是在即将入夏的六月份呀，真的是走的越高见

得越多。慢慢地，我感觉我坐的中巴好像开进了云层，便

有点惊慌失措，后来才知道，那是雾，原来是我的见识少，

少见多怪了。刚到山顶，浓厚的云雾忽然消散，我怀揣着

魂牵梦绕的热忱飞奔到天池旁，我真的不知道怎么形容我

看到天池的那一刹那，天池给我的第一印象就是，真的是

太明亮了。如果可以，我真的好想下去摸摸它的湖面是否

如镜子般平滑。它像镜面，但它又比镜面多了几分宁静与

深邃，在我看来，它更像慈母的眼睛，温暖平和又不失内涵

与力量。下山的时候，我无意间踩在了苔原上，后来才听

说，高山上的苔原被损坏之后是无法修复的，虽然当时的

我并不知情，可当我得知这个情况仍是心里愧疚不已，直

到现在都无法释怀。从长白山归来，我忽然想到，在每个

人的心中，都有一个“教我灵魂歌唱的大师”，那么，那在冥

冥之中教我“灵魂歌唱的大师”，正是长白的一草一木，一

花一果，一鸟一天，以及那片无比丰厚的大地。

那 些 离 我 最 近 的 意 象
□葛卜毓

我不知道该怎样形容我们的实习，在去工地之前，无论是

老师还是师兄师姐，总是会说，实习期是考古班的分水岭，是每

一个学生人生中一个重要的十字路口，大多数人是在实习中确

定了未来的职业选择。但它的意义又不止于此——在考古工

地，你们会明白，考古不只是一份工作，更是一种情怀。

这些话，我是在实习的过程中，才慢慢理解的。

现在回忆起那四个月，艰苦的生活条件和枯燥的日

常工作都被自动过滤掉了，所剩的，是澄澈的蓝天，流光

溢彩的朝阳和晚霞，安静的树苗和微笑的向日葵，还有看

着自己发掘技术一点一点提高的喜悦。

（一）

2017年 7月11日，汽车载着我们远离学校，远离城

市，看着公路两边绿油油的田野，兴奋、期待和一丝丝的

忧伤混在一起。毕竟，这个暑假，在别人喝着奶茶逛着街

的时候，我们要在太阳炙烤下劳碌。

两个小时后，大巴车停在村头的一个院子门口，我们

抻了抻几乎被那条乡村土路颠散架子的胳膊和腿，把行

李搬下车，看见了我们即将生活四个月的地方：一组“凹”

字形分布的活动板房。

站在院子里，头顶是比城里更蓝的天空，眼前是一条

乡村小路，左侧是水田，右侧是鱼塘，一群白鸭白鹅在鱼

塘里悠闲自在地游着。

工作的地点在一个种着玉米的低矮山丘上，玉米已

经铲掉了一块，用钢筋和线绳布出一个个探方。

四个月的生活，除了每周去一趟附近的镇上，主要是

两点一线的生活。那条两侧青草及膝的小路，我们往返

了不知多少次，山上探方四周的一草一木也都十分熟悉

了。唯一每天都带给人新鲜感的，大概就是每天都在变

幻的云。工作累了的时候，抬头看一看，仿佛看着一幅美

丽的画卷，整个人都放松了下来。

（二）

日常的发掘工作，是从刮面开始，先把表层耕土清理

干净，在较硬的土面上洒水，蹲在地上，拿着小手铲，把土

刮掉一层，根据土壤颜色的不同，划分出不同的堆积。这

项工作累得很——天最热的时候，我们为了赶在地上的

水被晒干之前把整个发掘区全刮出来，整整一个上午没

有休息，连喝水都忘记了。那天晒得几乎晕倒，被师兄递

过来的一粒糖拯救之后，我忽然想到白居易的诗：“足蒸

暑土气，背灼炎天光。力尽不知热，但惜夏日长。”一边活

动着蹲麻了的腿脚，一边想，我也真的过上土里刨食的生

活了。

确定了遗迹范围后，开始拉上线绳，像切蛋糕一样把

遗迹分成四份或两份，一铲一铲地发掘：动物骨骼和陶片

分装，相对完整的工具和器物要单独写标签，遗迹内的土

也要采样，带回去进行孢粉浮选，研究古代的植被、环

境。遗迹清理干净之后要测量、画图，用全站仪记录位

置，最后填写一张又一张的表。

《田野考古操作规程》看了一遍又一遍，在实习之前，

也上过赵宾福教授的田野考古学，然而动手发掘的时候，

才发现每个人都是笨手笨脚的。在耕土里翻找遗物的时

候，我们不知道手里拿的东西是石头还是石器，甚至有时

候会把石头当成陶片装进袋子里；我们也不知道怎样画

图，测量和描点连线都慢吞吞的，每画一遍都被师姐查出

好几个错误。

方启老师的怒吼经常响彻整个工地：“按你们这个速

度干下去，12月也干不完！干不完到时候你们就穿着棉

衣上来挖！”

从什么都不会的新手小白，到现在可以眉飞色舞地

给大家讲考古工地的工作流程，中间经历了什么？是日

复一日的辛勤工作，皮肤晒黑了、手铲磨钝了的时候，我

们也就变成了破茧而出的蝴蝶。

在这样的劳碌中，所有的快乐，都来源于发现。在

那一铲子没有挖下去的时候，你永远不知道下面藏着什

么——有遗物吗？今天会遇到骨针和纺轮吗？会出多

少个石镞，又有多少个骨镞？还有，划线时对遗迹范围、

叠压关系的判断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

我最兴奋的事，是曾经在发掘区最大的房址中挖出

一枚完整的骨针。那枚骨针细长而光滑，有穿线的孔，但

已经被土填满了。那一瞬间，我心里的喜悦与激动无以

言表。尽管我们被要求用科学的态度对待出土文物，见

到器物的时候不要过度兴奋，可当时我完全无法克制住

情绪，低声自言自语了好几遍：“我挖到骨针了！骨针！

完整的！”

发现骨针并不算是个意外，早在旧石器时代，山顶洞

人就已经会制作骨针，使用骨针缝制简单的兽皮衣服。

几千年前漫长的冬天里，人们只能披着厚重的兽皮，蜷缩

在半地穴式房子里的火堆边，享受一点点温暖。几千年

之后，我拿着手铲坐在这里，通过一枚骨针，和那些或许

连骨头都已经化作尘土的人们相逢，通过一枚骨针勾勒

出他们生活的一个细节。

有所发现的那一刻，那份狂喜，真的足以抵消所有的

疲倦。就在我们实习期间，我在微信上读到了刊发于《吉

林日报》的文章《东辽河文明的第一缕曙光——长山遗址

的历史和考证》，原来我们是在探寻和见证六七千年前新

石器时代东辽河流域最早的人类活动记忆碎片。

（三）

发掘区内有一条长长的壕沟，几乎贯穿了整个发掘

区，当把沟内的剖面全部清理掉之后，交通顿时变得十分

不方便，于是找来木头，在上面架了一座小桥。某个早

晨，方老师站在那座桥上，沉吟片刻，说道：“就叫贱桥吧，

起个贱名好养活。”

至于我们发掘的房址，在发掘报告上规规矩矩地写

着编号，然而我们平时称呼的，都是自己给房址起的别

名：第一批发现的房址名都取材于影视作品，比如快乐星

球、爱情公寓、同福客栈、青青草原。后来又发掘出一些

小房子，偶尔也有别名，如西区的一处房址被叫做勤政务

本楼，自带君临天下的霸气。

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这句诗，最能形容在考古

工地的心态了——在日复一日的工作中，心态也被磨炼

得分外平静，每天伴着朝阳与晚霞上工下工，倒真的能找

到几分隐逸的感觉。

（四）

我们离开的那一天，发掘工作还没有结束，我们坐在

房址里、跳到大壕沟里，以各种姿势合影，想到这些曾经

杀死了我们许多脑细胞、也曾经让我们快乐的遗迹即将

重新隐藏在泥土之中，在回家的快乐之余，心里也有些酸

酸的。

那天晚上，方老师喝了酒，红着眼眶说，我真的很为

你们骄傲，虽然平时总是凶你们，但你们真的很优秀，你

们是我带过的最好的一届学生。

看着大屏幕上回放着四个月的点点滴滴，看着一桌

丰盛的菜、手里的酒杯，眼泪止不住地流了下来。我想到

了很多很多……

所有老师都说，实习工地条件是最艰苦的，以后的每

一个工地，都会好上很多。可是，在这个最艰苦的工地，

陪伴我们的，是亲老师和亲同学。相识两年，朝夕相处四

个月，那份感情慢慢地就渗到心底最深处，甚至会把考古

队里的每一个人都当成血脉相连的亲人。也正是在这个

最艰苦的工地，有许多已经在考古界享有盛名的前辈

——朱泓老师、王立新老师和井中伟老师，以及吉林省、

四平市考古文博机构的领导——来探望我们，带来物质

食粮（每次都特意带些工地上不常能吃到的美食）和精神

食粮（有趣的讲座）。听到他们的赞许和勉励，心里真的

会涌起一股暖流。

长山这个小小的村庄，我可能再也不需要去了，但这

个村子，是我考古生涯的起点，在这里度过的四个月，也

是我人生中最难忘的时光。

吉林大学考古系有着深厚的底蕴，而我们能感受到

这一点，除了老师平时课堂上的讲授，更多是在工地——

老师们通过言传身教，让我们感受到考古人的情怀，薪火

相传，即是如此。

我在吉大学考古我在吉大学考古
□魏一宁

雨过荷塘满乾坤 依凝 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