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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记得吗？二十年前那个“太阳不大高
兴”的星期天下午，我和军校高年级的几位
学兄进行乒乓球比赛大获全胜，得意洋洋地
从俱乐部舞着拍子哼着歌儿往宿舍里跑。没
想到在研究生院宿舍拐弯处，急刹车无效撞
上了正要去教室看书的你。一个队的学友，
不撞不相识，这一下便彼此知道了名字后来
还成为了很要好的朋友，现在虽然彼此相隔
千里还时常联络的朋友。

那时课后经常和你吹牛。当时我最喜欢
听你说京剧界的奇闻轶事，及各种流派、行
当的演唱内格，听你说你父亲一到星期天便
脱去军装到皇城根下和七八个戏迷聚在一起
吹拉弹唱。我是个南方人，当兵又在广州，
对北京的神圣早就神往，对被称之为“国
粹”的京剧也只有耳闻而知之甚少，你的话
让我大开眼界，顿时觉得平时不怎么感冒的
黑脸花脸白脸大胡子从此有了不可抗拒的吸
引力。时下很多报纸杂志说年轻人不喜欢京
剧，我认为这个结论下得有些武断，如果多
途径多方面加大宣传力度，让年轻人多些了
解，我相信是有很多人会喜欢上它的，毕竟
京剧的艺术体系是世界上三大表演艺术体系
之一，它（梅氏体系，即以梅兰芳为代表的
京剧表演体系）和斯氏体系（即俄国斯坦尼
斯拉夫斯基体系）及希氏体系（即德国布莱

希特体系）一样名扬世界舞台。京剧界你最
喜欢李维康，不但对李维康所演出过的剧目
能一一道来，比如传统剧《霸王别姬》、
《秦香莲》、《玉堂春》等，新编历史剧与
现代戏《宝莲灯》、《谢瑶环》、《蝶恋
花》等，而且少数段落还模仿得有板有眼。
记得有次元旦晚会上你唱的《四郎探母》中
铁镜公主的“西皮流水板”，甜润传情，很
有功底，使全体学友大吃一惊，从此背地里
叫你小李维康，简称小康。每次学院有什么
演出活动，我们便一致推荐你代表我们学员
队出场，还总能赢回荣誉。

军校生活是紧张严格的，可这并不影响
我们各自的业余爱好。我喜欢文学，很多课
余时间都泡在图书馆里看书读报，不时还有
感而发写写肤浅的散文和小诗，偶尔也有短
文见诸报刊杂志，算是对我热爱的回报。你
喜欢摄影，学院里的各个“景点”没有一处
逃出过你的镜头，好多学长学姐学弟学妹的
光辉形象便出自你之手，你的摄影作品还上
过许多报刊杂志，于是我们又戏称你为军校
业余摄影记者。

还记得吗？我们曾有过一次很好的合
作。那次我写了一篇自认为很成功的散文，
交给学友们看后也都是褒词，你看后首先说
文章写得不错，然后说如果能配上一幅生动

的照片那百分之百地会刊发。到哪里去找照
片呢？我的两本影集从头翻到尾也没有中意
的，只好有求于你。我说你的影集是个万花
筒，每张照片都各有特色，随便拿出一张都
能胜过我的拙作，毕竟是位受过名师指点的
摄影爱好者。最后我取了一张你自拍的单人
像，一个人见人爱的漂亮军校女学员形象。
由于投稿心急，我只注明了摄影作者和文字
作者，没有说明影像是谁，这给后来杂志编
辑留下了误会的空间。三个月后，我们的合
作有了成果，文图在某期刊的显著位置一同
发表，编者还特称该作图文并茂，出自军校
大学生之手实在难得。有点遗憾的是在图片
说明时出了一点可以原谅的错误，说明为
“作者近照”，摄影者你的名字。你看后哈
哈大笑，还说谁叫你爸给你取个女孩子一样
的名字呢？不知是因为那篇文章写得确实可
以还是你的照片漂亮，不久后我收到了许多
大学生读者的来信，他们都愿意与我和你交
朋友互相通信。为了回信，有一段时间我吃
饭都很紧张，你却好，看完来信后就笑，笑
过后就给我出歪点子教我回信怎样写，自己
又偏偏不动手，好像你是旁观者这事与你无
关。

“我想到西藏边防部队去工作，你看好
吗？”大约是离毕业还有一个月的时候你对

我说。你的这个决定让我大吃一惊，去西
藏可不是一件好玩的事，就算是男同学要
去，也要反复想想才敢作出如此决定。西
藏有幽蓝的天空，有圣洁的雪山，有神秘
的文化，边防部队当然还有艰苦的条件，
这些都是吸引你的主要原因。我不好说你
什么，苍白无力地回答你“只怕学院不会
同意”。军校可不是自由市场，并不是谁
想去西藏就会让谁去的，当然还有一定条
件，至少要“三好”，思想好成绩好身体
好的人才能去。你第一个自愿向学院交了
去西藏的申请，院领导经过全面考察，认
为你身体太弱不适于去边防，便把你分配
回了北京，宣布这个命令的时候你哭
了……

这几年你很是有些名气了，许多大报
大刊都经常可以见到你摄的新闻图片和艺
术作品，以及大篇大篇专业和非专业的文
章，让我这位至今还在寂寞中摸索的同年
学弟很是羡慕。记得你在给我的来信中特
意关于寂寞说过这样一句话：男人在寂寞
的花香里走向成功，女人在成功中走向寂
寞的花香里！这是对你自己的真实写照，
还是对我无所作为的安慰？寂寞与成功之
间真有那么个因果关系吗？但愿这话也对
也不对。

每次到桂林，绕榕杉两湖步行是一件最为舒心之事。而
绕行两湖的真正目的，则是怀着虔诚之心，拜谒“日月双
塔”。

桂林，山水之灵秀，人文底蕴之厚重，民风民俗之淳
朴，早已尽人皆知，享誉全球。中外游客不远万里到桂林的
目的，绝大多数都是慕名奇山异水，灵秀风光。而我，无数
次到桂林，除陶醉在漓江一泓清流，饱览沿岸风光，体验江
枫渔火，观尽溶洞大自然的造化，尝遍大街小巷风味小吃
外，最重要的还是感悟她千百年来一脉传承的文化积淀，陶
醉在她溢满中国古今的荟萃人文。

在遍及桂林众多人文典籍和人文胜景中，最让我觉得文
韵高深莫测的就是耸立于杉湖中的“日月双塔”。我无意去
考究“日月双塔”其名的由来，在我的潜意识里，提到“日
月”两字的概念，或看到“日月”两字，就有一种神圣的、
肃然的敬畏之感。在中华 56 个民族中，对“日月”顶礼膜
拜的民族不是少数，仅凭这一现象，“日月双塔”其名就足
以让人望文仰止。

记得第一次到桂林，朋友带我游榕杉两湖的情景。久违
的朋友携着一腔盛情，让我感受到桂林人火一样的浓情。我
们一行人沐浴在微风吹拂的盎然春意中，漫步在菁柳倒影、
翠竹婀娜的湖岸。当我们走到杉湖边时，看到两尊高塔屹立
于湖中。朋友介绍说：这便是桂林著名的“日月双塔” ，
又称“金塔银塔”、“情侣塔”；“日塔别名叫金塔”，
“月塔别名叫银塔”，所以也有“金银塔”之称。我驻足静
观，看到“日塔”为铜塔，位于湖中心，共 9 层，高 40 余
米；“月塔”为琉璃塔，共 7 层，高 30 余米；两塔之间相
距 10 余米。朋友介绍说，湖底有一条隧道相连，两塔是互
通的。

听朋友这一说，我饶有兴趣想了解一些详情，便请朋友
带我去一看究竟。走入塔内，随行的朋友介绍说：“日月双
塔”坐北朝南，是现今世界上最大的阴阳太极建筑群。据明
朝邝露《赤雅·阳塘记》记载：“日月双塔”坐落在桂林城
的中轴线上，从西向东流动的“金”水将其环绕包围，有
“临水人家，粉墙朱榭，相错如绣”之势。“日月双塔”具
有非凡的气势，它们高耸挺立，直指蓝天；同时，两个塔刹
的相轮，采天地之灵气，吸日月之光华，时刻加持着“双
塔”所在之地。

“日月塔”曾焚毁于古代战火， 2001 年在唐代佛塔基
础上进行重建。“日塔”为 9 级 8 角宝塔，高 41 米，共 9
层，为混凝土包铜结构。其塔什、瓦、画、翘角、斗拱、雀
替、门窗、柱梁、楼梯、天面和地面等所有构件，都是由纯
黄铜建造的，共耗铜 350 吨。通往“日塔”的是一个地下
水族通道，长 18 米；通过拱形的玻璃，可以看到头顶上和
两侧的锦鲤、锦鲫、花斑鱼、乌草……在湖底悠闲自得地生
活。在“日塔”一层有祈福铜钟，可以撞钟祈福。同时，在
一、二层还设有茶庄，可以品茗赏景。

“月塔”为 7 级 8 角宝塔，高 35 米，共 7 层，用琉璃
装修，庄重典雅。“月塔”一层的面湖处有“太极鼓”，可
以击鼓一展雄姿。

“日月双塔”置身于文化公园内，整个文化公园融合了
“儒释道”三教文化，园内规划有桂林市最大的释迦牟尼铜
像、药师佛铜像、孔子铜像、老子铜像；有中国内陆第一部
密宗“摩尼车”，在“月塔”地宫里有广西第一版“药师佛
及十二神将”壁画浮雕；在小广场及“月塔”一层置有中国
碑林奇绝的“竹叶碑”、“释迦如来足迹碑”、“画像
碑”、“组字画碑”、“千年寿碑”。

“竹叶碑”是一块画中藏诗的碑刻。这块碑刻上的一丛
丛竹叶，远观竹影婆娑，活脱脱一幅生动的墨竹图；近看则
发现竹叶是由一个个汉字组成的五言诗:“不谢东君意，丹
青独自名，莫嫌孤叶淡，经久不凋零”。碑的右方上角刻有
“关羽之印”“汉寿亭侯”。这幅竹画，融诗歌、故事、竹
画、金石硬章为一体，称得上是件令人赏心悦目、雅俗共赏
的绝伦艺术品。

“画像碑”即“混元三教九流图赞碑”。此碑刻立于明
朝嘉靖四十四年(公元 1565 年)三月，作者是郑王之子朱载
堉。它主要利用变幻莫测的石刻技法，汇集中国佛、道、儒
三教于一体，使一个人形同时幻化出三个头像。该图是由释
迦牟尼、老子、孔子合用一个鼻子的头像组成，这三个头像
合在一起，加上合肩、合上身，浑成一体，两手捧“九流混
元图”，构成儒、佛、道三教及“九流”的“混元三教
图”，寓意非常深刻。

“组字画碑”是一似画非画、似人非人的组字画碑。此
碑刻于清穆宗载淳同治年间(公元 1862-1874 年)。作者是
马德昭，自称为“西蜀”人。他以孔子“正心修身、克己复
礼”八个字，组成一幅“文魁”像并刻在碑上。碑上的“文
魁”看起来正在手舞足蹈，巧妙丰富的想象力和巧妙的构图
无不使人叫绝。

“释迦如来足迹碑”是依据唐代玄奘法师晚年，于铜川
玉华寺请石匠李天诏所刻制的佛足造像复制而成。玄奘法师
西行求法，在佛国印度巡礼时，观礼过印度几处佛足造像遗
迹，玄奘法师将其图案携带回国，呈给唐太宗，遂奉旨按图
刻石予以供奉。佛陀弟子和广大僧众，对佛足如对佛本身一
样敬重膜拜，虔诚供奉。且虔诚至“见足如见佛，拜足如礼
佛”。

“千年寿碑”的作者是王元仁，浙江山阴(今绍兴)人，
清代书法家，书圣王羲之之后，擅作擘窠书，自称天下第
一。道光五年(1825)任崇善(今崇左)县令时，书刻“寿”字
石碑，细究由“千、年、寿”三字组成。这幅寿字主笔以阳
刻形式雕成，然后每一笔画中分别阴刻有小“福”字，总共
达整一千个，真草、篆、隶俱全，字体各异，无一相同。

桂林，不仅山川灵秀，自古就文人英才辈出。在这方地
灵人杰的热土上，孕育出了诸如石涛、曹唐、赵观文等一大
批文人墨客。这些为中华文化不断丰富和传承的历史人物，
为中华文明生生不息作出了不朽贡献，也为桂林这方神奇的
山水赋予了厚重的文化内涵。

我想，“日月双塔”不仅仅只是一个单独意义上的观景
点，更重要的是它的创意者，以中华文化博大精深的感召，
赋予人们受传统文脉以灵魂的洗礼。

拜谒日月双塔
□杨庆生

回忆让你美如花
□龙玉纯

“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
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王安
石的《元日》描写了新年放鞭炮、饮屠苏
酒、贴春联的新年新气象。其实，古人春节
喝的屠苏酒是一种“药酒”。

唐代韩谔《岁华纪丽》记载：“俗说屠
苏乃草庵之名。昔有人居草庵之中，每岁除
夜，遗闾里一药贴，含囊进井中，至元日取
水，置于酒樽，合家饮之，不病瘟疫。今人
得其方而不知其人姓名，但曰‘屠苏’而
已。”北宋诗人毛滂有词《玉楼春·元日

》说：“一年滴尽莲花露，碧井屠苏沉冻
酒。”屠苏酒，据说是汉末名医华佗创制而
成，后由唐代医药学家孙思邈流传开来，他
在《备急千金要方》说：“饮屠苏，岁旦辟
疫气，不染瘟疫及伤寒。”书中记载了屠苏

酒的配方：“大黄、桔梗、蜀椒各 15 铢，
白术、桂心各 18 铢，乌头 6 铢、菝葜 12
铢。”“铢”为古代的重量单位， 1 斤为
16 两， 1 两为 24 铢。李时珍的《本草纲
目》也有屠苏酒的记载:“用赤木桂心七钱
五分，防风一两，菝葜五钱，蜀椒、桔梗、
大黄五钱七分，乌头二钱五分，赤小豆十四
枚，以三角绛囊盛之，除夜悬井底，元旦取
出置酒中，煎数沸。”这两个方子大同小
异，从作用上讲，大黄能排各种滞浊之气，
被称为药中的将军；白术健胃、利水、解
热，久服能轻身延年；桔梗补血气、除寒
热、祛风痹、下肿毒；蜀椒解毒、杀虫、健
胃；桂枝活血化瘀、散寒止疼；乌头祛风痹祛
痞、温养脏腑；菝葜驱毒、防腐、定神。可见屠
苏酒对人体裨益甚多，兼有滋补保健、防病疗

疾、驱邪避瘴等多种功能。这大概就是古人
新春佳节饮屠苏酒的原因所在吧。

古时饮屠苏酒和现在的风俗不一样，
而是年轻人先喝，老者后饮，在古代的一
些典籍中多有记载这一民俗。东汉大尚书
崔寔编著的《四民月令》云：“正旦进酒
次第，当从小起，以年小者为先。”北魏
议郎董勋解释说：“少者得岁，故贺之;
老者失岁，故罚之。”南梁著名学者宗懔
在《荆楚岁时记》记载：“正月饮酒先小
者，以小者得岁，先酒贺之。老者失岁，
故后与酒。”新年到来，年轻人得了一
岁，而年老者却老了一岁，为了庆祝年少
者长大，所以从年幼者开始饮用，按照年
龄大小，最长者最后一个饮用。《备急千
金要方》中也说：“屠苏之饮先从小起，

多少自在，一人饮一家无疫，一家饮一里
无疫，饮药酒得三朝，还滓置井中，能仍
岁饮，可世无病。”《本草纲目》载:“举
家东问，从少至长，次第饮之，药渣还投
井中,岁饮此水，一世无病。”南宋洪迈撰
写的《容斋续笔》云：“今人元日饮屠酥
酒，自小者起，相传已久，然固有来处。
后汉李膺、杜密以党人同系狱，值元日，
于狱中饮酒，曰‘正旦从小起’。”这些
记载都阐明了人们过春节喝屠苏酒是从年
纪最小的家庭成员开始的风俗习惯。这一
风俗在古代诗词中也有反映。唐朝诗人顾祝

《岁日作》也有“不觉老将春共至，更悲携手
几人全。还将寂寞羞明镜，手把屠苏让少年”
之诗句。苏辙《除日》也有“年年最后饮屠苏，
不觉年来七十余”的诗句。

屠苏酒是“药酒”
□郑学富

过了腊八，年就近了。说年“近”是因
为很多关于过年的习俗要开始准备了。

每一年年底，很多人不顾舟车劳顿，回
家过年，其实都是在赶一场乡愁的大盛宴。
而“年味”就是一种乡愁，是一种文化在传
承。这种“年味”里，不仅有熟悉的舌尖美
味，更有那非常庄严和浓重的仪式感。对于
过年的一些习俗，不管是从内容上还是形式
上，都让人充满敬畏。

父亲这几天在集市上找了找扫把穗，
可能是快过年了，知道家家户户都要打扫
屋尘，集市上卖扫把穗的很多，父亲挑了
挑比较饱满的回家后扎成了小扫把，然后
又去家后面的小山上，砍了根小竹子，把

小扫把绑在竹子的一头，扫屋尘的工具就
制好了。

说到扫屋尘，可谓记忆犹新。小时候
家里条件差，住的是土砖房，烧的是柴
火，再加上冬季寒冷要挖个小火坑取暖，
并且熏制腊肉，家里常常熏得到处都是黑
尘灰，尤其是房梁上。每年过小年的时
候，都是全家总动员扫屋尘。除了地面要
打扫干净，家具要擦干净外，最麻烦的是
房梁和墙壁的黑尘，要用竹竿绑上扫把去
扫，有时候一扫把下去，灰尘扑扑，蜘蛛
网、墙壁泥巴灰纷纷往下落，即使是戴上
帽子或者斗笠也无法避免。一天下来，虽
然手都举酸了，但看到家里焕然一新也会

觉得付出是值得的。
其实刚懂事的时候，对于这样的大扫

除，是有些抗拒的。不过父母自从向我讲完
扫尘的意义后，对于这样的年终劳动我就多
了份敬畏感。作为传统的年俗之一，父母说
腊月的扫尘能驱除病疫、辟邪除灾、迎祥纳
福，为家庭迎祥纳福，祈求新年安康，这样
具有神圣意义的事，怎么能拒绝呢？所以基
本上每一年，只要我在家，都会参与扫屋尘
的活。

后来，家庭条件变好，有了新修的楼
房，新铺了地面，那些住土砖房时常有的黑
尘、蜘蛛网都不复存在了，墙壁房梁通过吊
顶装修，也非常明亮，非常干净。但是每年

腊月，父亲照样还是会打扫屋尘，虽然已
经很干净了，但父亲说，这是过年的仪
式，不能少。

去年开始，父母已经跟我们进城居
住，但是还是要求在老家过年。刚踏入腊
月，父母就买票回了家。这几天刚好我回
去，父亲又说到扫屋尘的事，并且把制作
好的扫把交给了我。用父亲的话说：“我
老了，以后扫屋尘的事，就该传给你
了”。

父亲说这话的时候看似无意，但我知
道，那是在向我传递一种仪式，传递一种
“使命”，为了家庭，除陈布新。扫把一
过，旧岁归零，但未来可期！

腊月扫屋尘
□李育蒙

和谐相处
张成林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