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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热线：

一块心灵的净土

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
——语出黄梅

——青峰寨

□ 雷有德

□ 杨亚玲

从微友晒幸福的朋友圈中，我知晓了
修水县有一处名叫“青峰寨”的地方，那里
的景色不媚不俗，仿如一幅水墨丹青。它
特有的那种雅，无论游客多时尚，多潮流，
都会瞬间掩盖你的光芒。于是，它就像梦
中情人一样，
让我魂牵梦萦。
今秋，我终于如愿以偿。我像一只放
归大自然的鸟儿，对外面的世界充满了新
奇！
“ 起风了，带你去看修水最美的秋天！”
一进入景区，我就被它那充满诗意的解说
词给迷住了！
在一股麻辣香的诱惑下，我快步来到
了白桦林的一角。原来，三五成群的游客
聚集在树林里，像儿时玩“家家饭”一样，正
忙着烧烤，他们是那么的欢乐，是那么的无
忧，让我顿生愉悦！秋千和吊床也不甘冷
清，陪伴在他们周围，游人你上我下，你来
我往，笑声四溅。我一时兴起，也坐了上
去，在翩然的刹那，所有的凡尘琐事都随风
而逝，我仿佛一下子回到了童年。难怪，这
里的游客笑得那么开心，原来时光在这里
可以倒流！
我顺着开满野花的小径，在树林里独
自徜徉。小鸟像一群欢快的孩子在林梢嬉
戏。可惜听不懂它们的鸟语，不知道它们
是否也在为这个太平盛世欢歌！沉醉在美
妙的大自然里，我任由着心儿流浪，想起了
一句话“有时离群独居，并非孤单，而是一
种蓬勃”，这正是我此刻最好的写照。走累
了，往草地上一躺，与小花耳语，看落叶翩

跹，听溪水呢喃，任
暖阳在身上肆意，
才 发 现 ，生 命 是 如
此的静好！
我像一只蝴蝶
一 样 ，穿 行 于 景
区。在林中的溪
畔，竟与易安的芭蕉树不期而遇。即便千
年以后，它们依然保持着原来的样子，舒卷
有余情。遗憾的是芭蕉犹在，独不见古
人！林泉中，一丛丛的睡莲带着远古的气
息，可是从汉乐府涉水而来？那莲叶下三
五成群的鱼儿就是一阕阕新填的词了。在
这古朴的意境里，我真想逢着一个前世的
情人，
与他在这里结庐而居！
溯流而上，是一片鲜艳的红豆林。
“愿
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自王维点着那把相
思之火，从此，这小小的生命就承载了多少
缠绵悱恻的情感。看着满树鲜艳欲滴的相
思豆，我突发奇想，它会是什么味道？于
是，我便伸手采下一粒红豆，细细寻味起
来，让我意想不到的是，它既没有爱的热

烈，也没有爱的甜蜜，
一股淡淡的味道萦绕
唇间，细一思量，它是
否在用这种方式告诉
我们，爱，其实就是人生路上
简简单单的细水长流！
带着这份释然，我已站在林中的石级
处，它顺着山的脊梁伸向云端，不管山那头
有没有寺庙，有没有圣，有没有仙，我相信，
只要自己虔诚地拾级而上，自有一种梵音
自远古而来！心灵自然会得到洗礼！
带着敬畏，我们登上了山顶。让我们
无比惊喜的是，无数充满南国风情的小木
屋出现在我们眼前，它们犹如一群异国女
郎，娇羞地掩映于树林中。顿时让我们心
旌摇曳。莫非这就是传说中的伊甸园？！
我们踏着缤纷的小径，走向那一栋栋可爱
的小木屋，去触摸那内心尘封已久的温
柔！如果有来生，我一定在这里来一场轰
轰烈烈的恋爱，
让爱在这里长生不老。
我们像赏花一样继续参观了景区的幽
幽垂钓处、古色古香的四合院、温馨典雅的
茶楼、还有那缘定终身的花千谷，此刻，我
简直像沉醉在一首首唐诗、一阕阕宋词里
而无法自拔！
是夜，置身于明月朗照的寨中，静听箫
声悠扬，虫鸣啾啾，松涛阵阵，它的每一丝
气息都让人感觉到，原来，在喧嚣之外，这
里还有一片净土！

道教圣地——太平山
□ 刘伦香

去太平山，梦寐以求，诸多因素总未去
拜。神堂肃穆庄严、祥和神圣。没有人会
成。时至今年七月十四，几个推心置腹的
打破这种宁静，香客们轻移莲步，细语柔
姐妹相约，这夙愿才得以实现。
声。
我恨不能生翅膀飞上去，拜谒肉身祖
此小受父母道教思想熏陶的我，此刻
师真人，领略道教圣地的色彩传奇。
面对千载肉身、仙骨威灵、感应十方的祖师
上山路绕绕弯弯，车窗内我们眉飞色
更是肃然起敬。
舞，兴致不减。只有司机紧握方向盘，小心
祖师护国佑民、济世度人。皇庆二年，
翼翼，两眼盯视前方。
他化身医太后顽疾妙手回春。皇帝见他有
之前听人说过太平山道教源流中的一
功于朝，敕封祖师为天乙佑圣宫自然广惠
些片段。太平山原名丝罗山，周围四十里， 真君，
并钦赐玉炉金钟。
四方上山都十五里。群峰层叠，万壑来朝，
大明成化丁亥年，广惠真君降魔于三
如丝罗围绕不断而得名。
界十方，平妖于九州四海。助战有功，成化
道教的风水宝地就藏在这万山深处
帝加封他为仁天教主太平护国天尊。将丝
呀！我沉思着。忽然山门从顶端扑闪过
罗山改名为太平山。
来，我像在半空中。鸟瞰脚下，群峰犹如绿
得 道 多 助 ，行 善 降 祥 。 祖 师 初 建 宫
色的波浪在起伏；蜿蜒的公路又似巨龙往
殿，山门外石狮、石象、石龟，数百斤、千
山上飞升。一种前所未有的开阔心境，我
斤。石断仙人床，离佑圣宫很远，断石，人
自顾吟了起来：
力难搬至宫殿。次日，天降仙牛于山坡。
迂回九曲入云端，
一路葱茏胜大餐。
长八尺、高五尺，形状如豺虎，声音似犼
放眼群山凝秀色，
此行不枉使心欢。
（犼 hou：根据中国古代民间传说，是神兽，
车至殿前，我们迫不及待地跳下来。 即瑞兽。最早只是一种像犬的野兽，至明
哇！简直是一个世界两重天。顷刻间遍体
清时期才成型的怪物），无人敢近。祖师
凉透，似乎还感到有点冷。
之徒邓九，道法广大，力举千斤顶。勇猛
道姑领我们一干香客径直往焚纸炉
的仙牛见邓九，伏地不动，邓九当即牵牛
去，炉顶还有未尽的微烟在冒。守卫焚纸
见祖师。邓九搬石上车、掌车。仙牛腾空
炉的道长从我们手上接过竹立香、纸、鞭
来回拖着，运至宫殿。竣工之日，仙牛病
炮，替我们点燃。再把香分发我们每人一
毙。祖师、邓九悲伤，将仙牛安葬五里排
小把，大家走近香炉。道姑告诉我们规范
树林边。我们走过此处，看到那土包——
敬香：第一支香，用左手大拇指与中指拈插
仙牛坟。坟头立着墓碑，我近看，碑文模
炉中；第二支香，大拇指与无名指拈插右
糊不清。听道姑说，居住的徒子法孙们代
边；第三支香拇指与食指拈插左边。三炷
代相传，春秋祭扫。
香距离相等，
叫
“香不过寸”。
置身观景台，四周环顾。那山形有像
刻不容缓，随道姑轻入神堂——佑圣
在回旋的精巧莲花；也有像推推搡搡向东
宫、万寿宫、万福宫、万禄宫，巡山殿、真宝
南奔去的顽童；还有像睡意未消的披着蝉
殿、玄帝殿、邓九殿、祖爷殿一一顶礼膜
翼般薄纱脉脉含情的少女！

山上黄杨宝树、葫芦坪、试剑石、仙人
床、洗澡盆、鸡冠崖仙桥等，花有牡丹、芍
药、蔷薇、月季、七姊妹。等数不过来。
壮美奇特的风景吸引历代文人、学士
前来览胜。吟诗作赋，留下许多不朽诗
篇。清代朱奎就这样赞美过太平山：
太平胜境最悠悠，
吴楚山川一望收。
人在下方衔月上，
泉从高处破云流。
·
·
···
·
知了喧闹一阵歇息了，太平山的夜万
籁俱寂。疲倦的我不知什么时候也进入了
梦乡。
清晨，山间透着雾的气息，空气温润清
新，我贪婪地吸吮着。几个人跟随道长向
新开的石子路、有些则高低不平的三仙坡
上去。
传说章真人初到太平山时，常在松坡
采药，偶遇三位老仙翁。原来祖师授武当
纯阳大道秘诀，在此建造炼丹亭，三年始
成。诸仙集会亭上，与祖师谈玄讲座、暇则
下棋。
祖师飞升后，炼丹亭渐渐崩毁，仅存瓦
片石础。听说瓦片磨末，用开水吞服，还能
治病呢！
我们看到的炼丹亭，是今任主持徐臣
金费巨资远从山东购来名贵石材，原地扩
大规模重修的。这座气派的炼丹亭：上慰
祖师圣意，下合信众诚心。
我久久端详方亭内安坐的祖师圣像。
眼前似乎浮现出一位身穿黑色长袍，发绾
道髻、手拿浮尘、背一柄宝剑的道人···
·
·
“桃花开，开在九岭芳菲中；桃花开，桃
花开放笑春风··
·
··”手机来电歌声把我唤
回了现实，猛然记起了今天该干什么。于
是我迈开大步匆匆向原路奔去。

大雷池悠悠荡荡，东吴一条帆船从都
城溯江向西而行。体魄魁伟的战略家、外
交家鲁肃站立船头，扫视茫茫水国、大片江
洲。远方的天幕下，云团翻涌，江水滔滔，
似千军万马在胸，摇旗呐喊于前。
“大都督，船至寻阳了。”寻阳县治所在
今湖北黄梅西南，东吴大将吕蒙任寻阳令、
驻军屯田的地方。鲁肃新近接任周瑜领
兵，前往陆口，正是志得意满。手下人知
道，鲁肃曾与周瑜力排众议主战，又为东吴
献出联刘抗曹、鼎足江东的战略，结果大败
曹操，孙权甚是倚重。士族出身的鲁肃以
为吕蒙只是一介武夫，向来轻视，并未打算
停船。手下有人提醒：
“ 吕蒙将军功名日
显，您应该登岸礼见啊。
”
鲁肃这才停船。于是，吕蒙设宴款待，
有了鲁肃过蒙屯下的故事，有了“士别三
日，当刮目相看”
的典故。
《资治通鉴》卷六十六《孙权劝学》载：
三国孙权手下大将吕蒙，小时候没有机会
读书，初不习文。一天，吴王孙权开道吕蒙
和另一位将领说：
“ 卿等如今身当要职，掌
管国事，不可不学习啊。”吕蒙推说军中事
务繁多，恐怕不容再读书了。孙权耐心指
出：
“孤不是想要你钻研经书做博士啊！不
过叫你们多浏览些书，了解历史往事，增加
些见识罢。卿言军务繁多，谁多于孤呢，孤
尚读书，自以为大有所益。孔子说过，
‘吾
尚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
也’。学习一定会有收益。东汉光武帝担
任指挥战争的重担，仍是手不释卷。曹操
也说自己老而好学。偏偏你们为什么不能
勉励自己呢。”吕蒙听后很惭愧，自此发狠
学习，终日不倦。他涉猎过的书，连老儒生
也赶不上。逐渐的，已经蜕变成一位有战
略眼光、智勇双全的将领了。
此时席上，俩人酒过三巡，纵论天下大
事。吕蒙分析当前长江东西双方，看上去
很和睦，但关羽实际如熊如虎。吕蒙谈吐
不凡，显得知识渊博，很有真知灼见。鲁肃
非常震惊，不由得起身离席，挨近吕蒙，轻
轻拍着他的背，感叹道：我一向以为老弟只
有勇力，如今你的才干谋略，再也不是以前
的
“吴下阿蒙”了。
吕蒙笑道：
“士别三日，即更刮目相待，
长兄何见事之晚乎。
”
接下来，吕蒙问鲁肃如何抵挡关羽不
测？鲁肃再次显得对武将的轻视，说：
“临
时处置即可。”吕蒙诚恳提醒：关羽虽老，却
好学不倦，读《左传》朗朗上口，性格耿直有
英雄之气，但却颇为自负。老兄既与之相
邻，应当有好的计策对付他。吕蒙的见解
令鲁肃叹服。吕蒙又为鲁肃筹划了三条计
策，鲁肃非常感激，郑重接受，并终于回复
他老实厚道、低调谦虚的本性，诚恳要求拜
见了吕蒙母亲，与吕蒙结为好友，拜别寻阳
而去。
许久之后，孙权称赞：人到老年还能像
吕蒙那样自强不息，一般人是做不到的。
有了荣华富贵之后，更要放下架子 ，认真
学习，轻视财富，看重节义。德行兼备，可
以成为别人的榜样。
这个故事有多种版本，可称孙权劝学，
也可叫做鲁肃过蒙屯下，还可以为成语典
故。
“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指的有志之
士。对于有志气的人，分别数日后，就不能
用老眼光去看，当擦亮眼睛，重新看待。别
人已经有进步，应该用发展的眼光看待别
人。成语后来形容对人重视，另眼相看。
故事告诉人们不要以一成不变的态度看待
他人，要以开放眼光看待事物。引申事物
是发展变化的，不能用老眼光、老观点看待
同一事物。
这个故事发生在寻阳。当年寻阳县令
吕蒙的县衙在今天的湖北黄梅西南的蔡
山。吕蒙在寻阳驻军屯田。
“ 士别三日，当
刮目相看”的成语，出自黄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