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楚北天空第一峰
山高人为峰。大洪山主峰宝珠峰，海拔高度

1055 米，被誉为“楚北天空第一峰”。在这里，可以
一览众山，任思绪飞扬；可以临风而立，任衣衫飘
飘；可以登临金顶，梦回千年唐宋。当云翻雾涌的
时候，各种仿古建筑群忽隐忽现，犹如置身天上宫
阙，定会有“不知今夕是何年”美妙错觉。

高山悬湖白龙池
“苍松翠柏长生地，绿水青山古洞天。”隐匿于

宝珠峰旁的白龙池，海拔 840米，犹如一面碧绿的明
镜悬挂于山峦之间。这里一面是蓝蓝的湖水，一面
是碧绿的丛林和栈道。阳光照下，树影婆娑，在漫
步中，寻找光影中的你。

观星摄影状元台
在状元台星空，观星河是很幸运的事情。状元

台作为大洪山最佳观星点，吸引了无数的摄影爱好
者，饱览绚丽的星河美景。这里视野开阔，核心景

区内多数景点可一览无余。尤其是在这里眺望与
之遥相对应的宝珠峰，古色古香的唐宋风格寺院建
筑群尽收眼底，犹如欣赏一幅巨大的山水画卷，气
势巍峨。

传承千年古银杏
大洪山古银杏王，相传由光武帝刘秀和他的皇

后阴丽华亲手栽种（一说为唐代大洪山慈忍大师所
栽），距今有近 2000年的历史，见证了千年的岁月变
迁和斗转星移。这棵古银杏树为雄性，只开花不结
果。在古银杏树的周围，还有五棵数百年以上的雌
性银杏树，长年果实累累，人称“五女拜寿”“五妃
侍君”，可谓一大奇观。

无拘无束自在牛
大洪山自在牛，一年只回一次家，自由自在地

喝山泉水，吃山坡草甸的青草。更有趣的是，这些
牛因常年徜徉于景区各大景点，还常常与游客进行

“互动”：它们可悠然卧于路中，不理你的鸣笛声。
也可以睁开大大的牛眼，看稀奇似的瞪着你；还可
以贴身而近，感受彼此的感觉……大洪山自在牛，
就一个“牛”字。

大洪山五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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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百年党史，赓续红色血脉，
坚定理想信念，践行初心使命。在
中国共产党建党一百周年之际，为
营造“学党史、颂党恩、跟党走”的良
好氛围，进一步激发党员干部和人
民群众干事创业热情，大洪山风景
名胜区面向社会各界开展庆祝建党
100 周年主题征稿活动，具体事项
如下。

一、征稿时间

2021 年 5 月 17 日 -2021 年 10
月 31日

二、征稿范围及要求

1、征稿范围主要为文学类和摄
影类作品。文学类作品主要为散
文、诗歌，每篇篇幅在 1000-3000 字
以内，要求叙事流畅，文字生动优
美，感染力强；摄影类作品要求在大
洪山行政区划内拍摄，以纪实为主，
每张图片需有主题名称，数据不低
于 2MB，组照限四幅内。

2、紧紧围绕庆祝建党 100 周年
主题，结合实际工作，征集作品反映
党员干部同人民心连心、同呼吸、共
命运的生动实践；反映大洪山近年
来旅游发展取得的新变化、新业绩；
反映广大党员干部发扬红色传统、
传承红色基因，鼓劲迈进新征程、奋
进新时代的精气神等。

3、所有作品均为原创，来稿中
请注明真实姓名、联系方式及通讯
地址。作品一经采用，所有权、修改
权和使用权均归大洪山风景名胜区
所有。原稿一律不退，凡涉及剽窃、
抄袭等侵权行为的，均由投稿人承
担一切后果和法律责任。

三、投稿方式

投稿邮箱 704799353@qq.com，
主题栏注明“大洪山征稿”。联系电
话：0722—4832568。

四、奖项设置及作品使用

活动按照公正、公平、择优的原
则，评选出优秀作品。

1、征文期间，需到大洪山采风
的经确认后免景区门票进入景区各
大景点（提供在主流媒体发表文集
依据或摄影作品）。

2、两类（文学类和摄影类）作品
分别设置一等奖 3 名、二等奖 6 名、
三等奖 12 名，分别给予大洪山景区
门票 10张、8张、6张奖励。

3、优秀作品奖登载于大洪山官
网、“大洪山文艺”公微、“大洪山旅
游”公微等，并同步推荐参评省、市
级相关活动评选。

大洪山风景名胜区宣传文化局

2021年 5月 17日

又是春天。然而今年的春天却是格外朗
润明秀。那是因为前日里我去了美丽的随州
——大洪山，身上聚集的仙气久久不散，以致
今日提笔还沉醉在大洪山美丽的风景里。此
时，大洪山的清风携着樱花缕缕馨香翩翩来到
我身边，轻轻问我对她是否留有温软的记忆？
我笑而不答。你看这天上圆的月，地上醉的
花，也因大洪山的轻风拂过而有了别样的诗情
画意……

我默默地想，为什么三月的日子沉吟诗的
长句？为什么樱花怒放于早春？这时与花，人
与景竟是如此契合。若把时节更替与此联系，
弥漫着大洪山灵气的樱花的韵味就增添了几
许。如此，她的花香才更显得绮丽深邃，并在
我心里化作一种纯净安然情调，在江南和遥远
的大洪山之间扬起无法忘怀的故事。

“大洪山
山山水水格外亲
把秘密藏在白龙池
美丽醉了我的心
白云悠悠 芳草茵茵
十二时节爱无痕……”
这是歌星谭晶演唱的歌曲——《大洪山恋

歌》，我一直熟知和喜欢。然而当我回到南京
再次聆听，感觉却不一样。我似乎能够更深切
地体味大洪山静静的、超凡的、俯视众生的美；
能够更深刻地理解歌曲的内涵以及所表达的
深邃而悠远的意境。

踏上这片神奇的土地，有着草间弥生的畅
然。久违的乡音，淡淡的乡愁，强烈的归属感，
就像被放逐的孩子寻找辨别留给的根性，再无
漂泊踪迹。

沿着景区小道向前，流动的绿色格外透
明，仿佛越过层叠山峦蜿蜒到宝珠峰的尽头。
旅馆窗前斜倚的樱花粉柔，简静安好，透着年
少的模样；门前池塘清水倒影，明澈虚静，驻足
便能感到水的清凉；漫步回廊，便能闻到花的
清香。古人“天街小雨润如酥，草色遥看近却
无，最是一年春好处，绝胜烟柳满皇都”的诗
句，不就是眼前这般情景么？当我习惯北国的
寒冷，都市的喧嚣，今日沉浸在这安静淡泊，既
有旧时韵味，又有清新活力的楚国之春里，心
底便是百般感慨，原来只有这里才能触摸久远
岁月里的温馨。

迎着大洪山苍凉的风，远古的况味和历史

的厚重从心里掠过，我不知自己走在前世还
是活在今生。蓝天下轻轻荡起涟漪的白龙
池；雾霭中矗立的状元塔；阳光里的漫山野
樱、古老的银杏树、峻峭的溶洞、神秘的庙宇，
提醒眼前的景致就是供奉我心中的日月。

（一）
午后的白龙池在逆光里托起春的暖意。

于我而言，这里不仅仅是春的浩荡，还有秋的
斑斓。我依然热切地向往枝头向我粲然的绺
绺殷红。你看池边的那块清灰石，散逸古人郑
獬端坐苦读的大写意气象，都舒卷成了一幅图
画，就连池边的吊椅也有了脉搏呼吸，挂着他
状元及第的浅浅吟笑。那些水草般柔软的情
思与苍茫的岩石相对应着，真的就应了“一生
痴绝处，有梦到龙池”的绝句。我痴痴地想，我
要在这个有着美好传说的“智慧之泉”旁一直
站着，站到我和碧水都模糊成一蓑烟雨；我要
沉醉这美景里，将鄂北山水田舍的风情渗入我
的魂灵；我要依附白龙池的石碑，把悠长的光
阴和斑斓色彩嵌进我的心田……

白莲般的雾霭慢慢游走，状元塔被其宠溺
地拥在怀中。高高的石阶、青砖、白墙、残缺的
雕花、淡去的墨色，让人感到时光的力量。塔
的四周层叠苍翠，只有那棵老梓树等待青荫，
背负着感伤的隐喻。九百余年后的今天，我循
着古人郑獬的脚步，战兢于读书人的圣殿之
下，吮吸着弥漫空气之中淡淡而又遥远的书
香，了却心愿的满足，不淡忘。转身回眸，喟然
而叹：芸芸众生，莘莘学子，如今还有多少真正
来此膜拜状元塔呢？不禁想起那些被岁月风
雨无情剥蚀的无字碑林，存在着，却看不清内
容。这“有”和“无”的辩证，警醒我们竭尽守护
的不仅仅是一座文化的圣山，更是警醒我们煦
养一代精神的富人。只有如此执著守诚，才能
贻读书人以甘饴吧？

（二）
循着樱花谷山路走向樱花腹地，春风早已

踏过窄窄山径，阳光变得明媚起来。我悠悠穿
行樱花林，细碎花瓣寥寥落在脸上。抬头细
看，朵朵花尖都噙着盈盈的露，含了粉色的春
愁。再看那棵白色的樱，蓬勃且不张扬，远离
粉饰而纯净透明。她的泪隐在蕊里，就是不落
下，有不能言语的秘密，像回不去的少年。而
最抢眼的当属朱砂红的樱，红的热烈，是玉玺
般追逐的情缘，给你熨帖、富贵、安稳。就像红

楼里的宝琴，抱着花儿站在半山腰上，有着别
样风情。

走出樱花谷绕过弯道，便是观景台。驻足
远眺，仿佛站在整个春天里。漫山野樱散落成
稠密的花带，蜿蜒数十里，流光溢彩，盛大且浓
烈。此时的樱花是被父母丢弃的孩子，独自流
浪。她们依附植被边，悬挂绝壁上，亦或挣扎
岩石缝隙里，顽强抗衡风雨，依然淋漓尽致地
绽放美丽。她们让我想起野花固有的卑微，竟
是如此这样的不凡。

二十四番花信风。樱孕育于酷寒，怒放于
早春，该有多少难以言喻的痛呢？一花开在万
花前，温不增华，寒不改弃，不与万紫千红争春
宠的品格，又岂是一个美字可形容。她潜行于
大地的暗香，又岂是一个美字可表达呢？

观景台装点的樱，形成一片零散锦绣。同
行的摄影师以山樱为背景，用神秘不可喻的节
拍，将我连同春天摄入镜头，呈现的是何等秀
丽的樱花海。这是年轻的我吗？这恣意的欢
笑，就是青春飞扬里的容貌吧？这眉宇间隐藏
的欣喜，就是把美好岁月拈在手指调笑吧？朗
朗春日消解大洪山的肃然，而人与花一如清风
就是万里春。有这张照片作证，年龄不会老
去，有朝一日我捧着照片走过樱花谷，一定能
相逢最美的自己。

（三）
那个黄昏，我倚靠“两王洞”前的八角葵

树，怅望踟躇天边的夕阳，心中掠过历史的暮
雨秋风。耳边不时传来铁蹄声声战马嘶叫，利
剑飞鸣，撞击岩石，发出哀号。这一切如歌如
泣般重重敲打我的心。是啊，我还是懵懂的小
女兵时，就聆听随州籍首长讲述西汉末年王氏
兄弟的故事。今日到此，随讲解员走着，听着，
看着，任由思绪延展。古人王匡、王凤，带领数
百农民起义的绿林军与官军对抗，以大洪山这
个险峻的溶洞为依托指挥作战，为推翻新莽统
治，建立东汉王朝，留下赫赫战功。聆听这段
讲述，融入先前的认知，有了对照、发现。隔着
时空意会，倏然清晰。我从彩光下钟乳石呈现
飞流瀑布的意象里；从石笋、石幔、石花演绎的
千姿百态中，体味天地间有灵无灵的一切，是

如何用血脉绵延象征民族的起点，用生命锻造
这傲世天下无坚不摧的“两王洞”。

今天，大洪山据经引传装点这座溶洞，装
点漫漫星河之中的光辉历史，使其穿越千年烟
云，成为一道厚重的人文风景。如此，这座溶
洞也真实地引领我完成重温军营故事的温暖
之旅，也带走关于生死的疑虑。那些往事，尽
在岁月中，且听风在诉说。

（四）
前往大慈恩寺的前夜，我对着窗外的霓虹

灯发怔。眼前闪烁的红绿，远没有我想象的大
慈恩寺金顶明亮和真实。读过《中国文脉》，书
中讲到这座寺庙为二十世纪最有价值的文化
发现。它浓浓地吸纳无量度的才情，空灵、神
秘、安详。它交汇融合宗教语言，曾有多少人
背起行囊来到这里寻找精神坐标。从中我读
懂灿烂的佛教文化，对生生不息、吐纳百代的
佛教圣地，心存梦幻，圣洁，向往。然而，教科
书讲述的只是历史的渊源和进化，真正神秘的
感应和开悟的钥匙，却在每个人的心里。是
的，这把钥匙，于我是落花一样的轻梦，会在今
夜有情有义地醒着。此时，大慈恩寺在缀满樱
花的大地上安睡。眺望宝珠峰神秘灯火，我看
到谁在为它默默守候。就像我倚着窗，一个人
静听。

大慈恩寺的晨光，纯净如水。
我迎着逶迤流淌的佛光，虔诚地登上石

阶，绕过“中天佛国”牌额，恭敬地跨过大慈恩
寺的大门。我知道已经抵达无尘世界。这里
拒绝所有的浮华，可以放下所有的爱恨。游廊
袅袅梵音，流泻的音符，随着菩提的幽香，洒落
我的心上。

我穿过红色门扉，进入宝殿，虔诚礼佛。
朗朗的诵经合着悠悠的佛乐，一切都静下来。
微笑的大佛前浓香缭绕，我敬燃一炷香，愿我
的祷祝在佛明察的笑容里得到爱抚而圆融。
大殿暖暖的光，檐角铃铛摇荡，轻风吹起经书，
清泉石上流过……这里的一切，隐含值得探索

的秘密。
银杏树下，我沉默许久。寺庙门上的楹联

“汉东地阔无双院，楚北天空第一峰”葆有的深
意；寺内黄龙池清澈池水的神奇，地宫里每块
石碑、匾额深藏的典故……这里的一切，留给
后人难解的奥秘。

我登上高高的“第一峰”，一片祥云环绕。
倚栏凭眺，金顶云中“行走”，天空佛光再现，美
轮美奂。云中金顶恢弘的盛世气象，把我带入
另一个风日之下。此时山腰传来悠扬的钟声，
余音缭绕，直上云霄，更是寓意了“施恩人间，
赐福万物”的神灵。

走出大慈恩寺，心情几分沉重。来时的热
忱和离去的不舍必有同样的失落，这也许就是
佛家的轮回吧。然而，待到大慈恩寺里的暮鼓
响起，游人离去，佛是不是也在独自感受这微
微的薄凉呢？

回望大洪山之行，久久回不过神来。那片
盛开的樱，绿色的山，神秘的湖，还有朋友的笑
容，以及大洪山具有的旅行感和诗意，都构成
最美好的记忆。我与她天堂里的初相见的难
忘瞬间，早已融化在了那片樱花海中。

愿大洪山风景区的历史和文化水乳交融，
在岁月的行进中，掀开又一页灿烂的希望；愿
大洪山的樱花树上洒满文化的光亮，布满思念
的语言，无论哪个季节，我都能驻足沉思和想
望……

（作者简介：方华敏，江苏省作协会员。作
品曾获得政府文学奖、全国散文奖等，并入选
散文年选读本、《中学生阅读》《新作文》、高中
语文考试试卷、高考语文模拟试卷之现代文阅
读。有多篇作品发表《中国文化报》《雨花》《牡
丹》《散文选刊》《北方文学》《青海湖》等报刊。
著有散文集《年年此时》。）

宿洪山寺
（明）李充嗣

百鸟窗前弄巧声，晓钟才撞客初醒。
夜来一觉超凡梦，只在洪山顶上行。
作者简介：李充嗣，字士修，内江人，

成化二十三年进士，弘治九年由岳州通判
迁知随州。正德中巡抚河南、应天皆有
声，进工部尚书，修苏松水利。嘉靖间改
任南京兵部尚书。

前题一首（大洪山）
（明）袁亨

仲春暇日起鸣鸡，喜有诸公雅兴齐。
策杖登山寻古迹，塞衣度水访禅栖。
层峦矗上青霄近，叠磴盘桓白日低。
胜赏欲穷无尽景，轻鞭控马不停嘶。
作者简介：袁亨，内官监太监，嘉靖间

督工显陵。

大洪山庆祝建党100周年主题
征稿活动启事

□ 方华敏

旅游旅游

大洪山古诗词 大洪山九景

宝珠峰云海、状元台星空、白龙池倒影、凭籣居
晚霞、山里自在牛、剑口一线天、奇幻两王洞、自在帝
王杏、樵河古森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