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一江姓书法家在微博上
晒出联合国秘书处授予的“百年文
艺巨匠”证书。7月16日，联合国教
科文组织称，奖项“肯定是假的”。（7
月17日《新京报》）

看到这条消息，我不由笑了，因
为我也曾收到过被授予“文艺巨匠”
的通知，只是因我抠门，不愿付那笔
不菲的入选费；再就是我先前常收
到类似入选通知，估计那又是几个
文化骗子设的局，就没理会。于是，
我就这样与“文艺巨匠”失之交臂。

人贵有自知之明。就像我吧，
虽也写了十几年杂文随笔，但分量
如何，有多大影响，自己心里有数，
最多也就是个文学爱好者。可是我
却经常收到一些通知，说是我因在
文学创作方面的突出贡献，入选了
某某文化名人辞典，或者说我的某
篇文章被收入新世纪文化名人新作
汇编，请寄个人简历、代表作品来。
最让我吃惊的就是上文提到的那家
所谓“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办公室”来
函，称我由于在世界文化方面的杰
出成就，已荣幸地被《世界文艺巨匠
大辞典》2013 年卷选中，要我速寄
500字的个人创作简历和一张彩色
照片，该书将在年底隆重推出，届时
在北京举行盛大首发仪式，联合国
教科文组织总干事将莅临现场，亲
自颁奖云云。

说实话，起初接到这些入选来
函，还是有几分陶醉的，觉得自己
有点“知名度”了。后来有两个原
因使我清醒了。

一是这些入选来函都收费颇
高，显然是“项庄舞剑，意在沛公”，
其目的是牟利，甚至是牟暴利。譬
如，入选《世界文艺巨匠大辞典》，收
费是两千元，若舍不得这笔入选费，
对不起，那就拜拜！这也就是说，愿
出这笔费用，你就是“文艺巨匠”，不

愿出这笔费用，你就没资格当“文艺
巨匠”。钞票成了检验“文艺巨匠”
的唯一标准，这样的“文艺巨匠”当
着还有什么意思？

其二，我算了一笔账：以《世界
文艺巨匠大辞典》的通知为例，书拟
出 600 页，小五号字，按每人 500 字
算，平均每页可收3个人，全书共收
1800 人，此书据说已出了十卷，也
就是说已有 1.8 万个“文艺巨匠”入
选，而且大多数都是华人。如果每
年新增“文艺巨匠”1800 名，如果

“文艺巨匠”多到这种程度，滥到这
种地步，这么容易就能跻身其中，这
样的“文艺巨匠”，不当也罢。

说到“文艺巨匠”，人们就会很
自然想到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
老舍、曹禺、钱钟书等令人“高山仰
止，景行行止”的大师泰斗。如今是
个快节奏的时代，人们都盼着快速
发财，快速成名，但毕竟“罗马不是
一天造成的”，科学研究上固无捷径
可走，文化创作上也无近道可抄，不
肯一步一个脚印地攀登，不付出“三
更灯火五更鸡”的勤奋，无论是谁，
无论花再多的入选费，入选再多的

“文艺巨匠大辞典”，你也成不了真
正的文艺巨匠。可总有一些人，心
浮气躁，急于成名，一不留神，就中
了人家入选“文艺巨匠”的圈套，自
己还沾沾自喜，引以为荣。

“赠君一法决狐疑，不用钻龟与
祝蓍”。是否够格入选“文艺巨匠”，
有个简单办法可以自我测试：接到
入选通知后，你可在大街上搞个问
卷调查，看到底有多少人知道你这
个“文艺巨匠”，相信调查结果一定
会使人变得清醒起来。

想到这里，我顿觉豁然开朗，于
是便将案头刚刚收到的一份“文化
名人”入选通知，轻轻地、毫不犹豫
地扔进脚下的废纸篓。

在西藏，凡是接待来自他乡的客人，主人
都要为他们献上洁白的哈达。

这是一种藏传佛教的风俗，也是一种美好
吉祥的祝福。

去年 7月中旬，因为前往日喀则地区的聂
拉木县樟木镇进行专项调研，动身的时候，当
地的群众照例热情地为我们每人系上了一条
哈达。

车轮飞转，哈达伴行。我们沿着中尼公路
向樟木前进。

中尼公路是西藏目前唯一的一条国际公
路，修建于 20 世纪 60 年代，起点是拉萨市，越
过喜马拉雅山，最终到达尼泊尔的首都加德满
都，而樟木就在中尼边境的中国一侧。

在此之前，由于我们所到的西藏其他地
方，都是雪域高原，所以预想中的樟木也肯定
是这番模样。但是在过了聂拉木县城进入喜
马拉雅山南边的一条大峡谷之后，随着海拔的
降低，两旁的景色也像电影的镜头一样不断变
幻和切换出新的画面。先是在铁青色的光山
秃岭上叠印出绿茵茵的草地，接着草地又渐渐
地幻化成翠生生的灌木林，而后灌木林又在不
经意间切换成了郁葱葱的大森林。一些不知
名的树木，从刀劈斧削般的石壁隙缝里斜生出
来，用虬干曲枝悬空撑起了一把把巨伞，绘成
了一幅不畏艰险顽强不屈的绿色生命图景。
峡谷中间，一条小溪欢快地奔流着，不时被水
中的石块激起白色的浪花。哗哗的水声伴着
沁人的绿意，把我们带进了一个童话般的仙境。

这是缺氧贫瘠的西藏么？我们简直不敢
相信自己的眼睛。

大概是看见我们脸上的惊异表情，随同的
藏族同胞告之说，因为这里地处喜马拉雅山的
南坡，经常受印度洋暖湿气流的影响，所以气
候温和，雨量充沛，非常适合树木的生长。其
实在西藏，这样的地方很多，西藏不仅是世界
的屋脊，而且是全国最大的林区，其中不少地
方还是人迹未至的原始森林。

真是一个完全不一样的西藏，一个令人

耳目一新的西藏，一个生态优美生机盎然的
西藏。

峡谷很长很深，一眼望不到头。两边的
山峰相峙而立，就像两扇耸入云霄的巨大绿
色屏风，把天空夹成了一条云的河。公路是
沿着一边的峭壁开凿的，上是望不到顶的悬
崖，下是见不到底的深渊。人坐在车上，不免
有些胆战心寒。偏偏这时前方又出现了滑
坡，本来就刚好可以会车的路面向下坍塌了
一大半，临时用木头撑搭起来的路面显得十
分的单薄。我们的心被吓得猛地蹦到了嗓子
眼，幸好司机是常年在崇山峻岭中驾车的藏
胞高手，只见他小心翼翼地把车子紧靠里边
慢慢行驶，车子在坑洼不平的路面上颠簸了
几下就安全地通过了。大家悬着的心也一下
子放了下来。然而没过多久，又是一阵云雾
奔涌而来，霎时之间，树林、公路和整个峡谷
都隐藏在了一片茫茫的白色中。我们的车子
也宛若在天上的云海里缓缓飘驶，只有谷底
的流水声提醒大家这是在人间。也许是因为
浓重的云雾遮盖了视线，我们原本觉得很危
险的公路也不觉得那么危险了。人类有时就是
这样奇怪，只要眼睛没有看见，许多平时不敢涉
足的危险也能毫无畏惧地闯过去。

山间的气候说变就变，刚刚还是云雾缭
绕，现在却是细雨霏霏。飘飘洒洒的雨丝好似
无数轻盈柔软的手指，把山中的那每一片树
叶、每一块岩石化作了精美的琴键，弹奏出一
曲又一曲天籁般的原生态小调，如梦如幻，奇
妙极了。雨不知什么时候停了，整个山林青翠
欲滴、流光泛亮，像浸透了的碧玉，又像水灵灵
的翡翠。特别是那些瀑布，不是十几条，而是
上百条，依次悬挂在绿色山崖上，好似无数条
白色的哈达在飘舞。我们不由地感叹西藏山
水的神秘与神奇，连瀑布都充满了这么浓郁的

“藏味”。
越往下走，山越来越陡，路越来越险。这

与一般的山脉越到高处越陡险不太一样，喜马
拉雅山的南坡在山腰以下几乎都是悬崖峭壁，

不少地方简直就是垂直状态。反倒是到了五
千米左右的高处显得相对平缓，而在快要临近
峰顶的地方又重新变得险峻。这也在无形中
应对了人生及其事业的一个规律。大凡有非
常成就的人，在他事业的起步阶段都是异常艰
难的，横亘在其面前的，不仅有陡峭的山崖，而
且有数不清的险阻，这时他只有敢于冒险勇于
攀登，才能登临到一个比较平缓的事业高度，
然后再以此为新的平台继续向上攀登，从而最
终到达人生事业的辉煌顶点。

也不知向下拐了多少道弯，在海拔2300米
的前方坡谷绿荫中，隐隐约约地现出了一方方
五颜六色的屋顶，有灰色的，有黛色的，有白色
的，有红色的，原来是樟木镇到了。这是一座
典型的山城。街道沿着之字型的盘山公路而
建，两边都是两三层砖木结构的精致藏式小
楼，其中也夹杂着一些六七层的现代建筑。各
种各样的商店一间接着一间，有卖尼泊尔商品
的，有卖印度商品的，有卖瑞士名表和国外戒
指和玉器等高档商品的，但更多的是卖当地的
木制、牛羊毛和丝织等工艺品的，还有不少的
宾馆和饭店，特别是那些特色风味的小吃店，
从里面不断飘溢出来的牛羊肉香味，让人闻了
直吞口水。街上人流如织，车水马龙，使本来
因为街路合一就很狭窄的街道显得更为拥
挤。一些中青年妇女在街边的自来水龙头下
冲洗着长长的头发。一些老人和小孩三三两
两地坐在街旁，那悠闲自在的神态，仿佛在向
过往的行人诠释着幸福的真谛。

从镇中心再往下约三公里，便是我国的边
境口岸。这里不仅有庄严的海关，而且还有初
具规模的边贸市场。每天，一辆辆满载货物的
中尼两国卡车不时从这里进出，一批批中尼两
国的边民和商人在这里做买卖。中国的电子
产品和日用产品从这里源源不断地输往尼泊
尔各地，而尼泊尔的大量精美手工制品也从这
里源源不断地输往中国的西藏和内地。同时
这里还是中尼两国旅游的主要出入通道，每年
都有数以万计不同肤色不同国籍的人士来此

观光旅游。据说在高峰时期，边贸和旅游的日
均人流都在五六千人以上。在从事边境贸易
和旅游业的中国人中，有全国各地的商人，也
有本地的边民。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夏尔巴
人。这个原本居住在喜马拉雅山南部深山老
林中的原始部落，是藏民族的一个分支，过去
从不知生意二字为何物，但自十几年前搬到樟
木镇后，如今已成了闯荡市场的生力军。300
多户人家不仅都做起了边贸生意，而且还办起
了为旅游服务的各种店铺，尤其是2009年兴办
的夏尔巴民俗文化度假村，独特的民族风情和
奇异的自然山水让许许多多的中外游人赞叹
不已。夏尔巴人也由此逐渐走上了富裕的康
庄大道。真没想到，方兴未艾的边贸和旅游，
使这个昔日贫瘠落后的边陲小镇到处流淌
着一种国际化的气息，呈现出一派繁荣兴旺
的景象。

在离开樟木镇的前夕，我们特意去参观了
中尼友谊桥，它像彩虹般地横卧在大峡谷的急
流之上，标示着中尼两国的分界线。桥的这头
属于中国，桥的那头属于尼泊尔。当我们兴致
勃勃地到达桥的中间时，早在那里等候的尼泊
尔边防人员便迎了上来，一个个地同我们热情
拥抱，并为我们每人献上了一条金黄色的哈
达。双方就像多年的老朋友重逢似的，有说不
完的话，有叙不完的情。在友谊桥上，我们深
切地感受到了中尼两国人民之间源远流长的
深厚友谊。

沉浸在友谊氛围中的时间总是短暂的。
不知不觉半个时辰过去了。当我们同尼泊尔
朋友告别时，大家心里都有一种依依不舍之
情。这时，我情不自禁地抚摸着胸前的哈达，
然后又抬头望了望盘绕在重峦叠嶂中时隐时
现的中尼公路，不知怎地我忽然感到这条公路
就像一条绵延千里的哈达，系着友谊和祝福，
一头连着尼泊尔，一头连着我们中华民族。而
樟木，就是这条千里哈达上的一个吉祥如意结。

中尼公路，一条飘过国界的哈达。
中尼公路，一条穿越时空的纽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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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点成了“文艺巨匠”
□ 陈鲁民

B2

婺源是“中国最美乡村”，对比
了婺源的许多乡村之后，我想说：

“赋春是婺源最美的乡村”。
赋春正如名字所愿，有着春天

般的禀赋。山水田园如诗如画，春
意盎然；古桥古屋、古老工艺，生机
盎然；传说故事、民俗奇葩，俯拾皆
是；文风鼎盛，人才辈出，昭示着赋
春的朝气蓬勃，未可限量。

若用一个词语来形容它的气
质，那就是——水灵灵的赋春。

每个村庄都有一条小溪蜿蜒而
过，拢着水流出村的来龙山是村民
最看重的“水口”，水口的原始森林，
从来不会有人动它的一根枝柯，因
此总是蓊蓊郁郁，古木参天。被古
树环抱着的小村庄，静谧，安详。晨
雾与炊烟共缭绕，山风偕溪流齐吟
唱。赋春 100 个自然村就有 100 多
条山泉汇聚的纯净小溪相依相伴，
滋养得一砖一瓦、一草一木都透着
无限的生机与灵气。

我在源头古村的竹楼里住了
两夜，那种伴着潺潺流水声入眠的
感觉，真是恍如仙境。开窗满眼翠
绿，闭窗一枕溪声。奇怪的是：若
是别的声音这么哗啦啦地响，是怎
么也睡不着的，可是这溪声不但不
搅清梦，还给人一种特别安逸的感
觉。小溪的歌唱犹如母亲的摇篮
曲，虽然听不懂，却也听不厌。吟
秋亭、窥月亭、枕溪亭、诗月亭、探
源书屋，古色古香、清新雅致，一座
座或倚着或横跨小溪而建。两岸
的树木枝丫勾肩搭背，给小溪支起
清凉的帐篷，红鲤鱼贴着水底洁白

的细沙悠然西东。
在古亭里独坐听风，水的沁凉、

林的清幽、鸟的啁啾，缭绕成一个幸
福的漩涡。跌在这令人微醺的漩涡
里，似有汩汩的诗情涌上心头。源
头古村，不仅是地理意义上的源头，
也是叫人体验融入大自然、自在即
幸福的感悟之源。

赋春是一幅画，是一首诗。每
每被一处遮天蔽日的原始森林阻
隔，“山重水复疑无路”的时候，用目
光撩开浓阴，便是“柳暗花明又一
村”。小巧、雅致的村庄，粉墙黛瓦，
翘角飞檐，徽派风格的民居，镶嵌在
青山碧水间，色彩明媚，风姿婉约。
这里的古宅保存较好，里面都还有
人居住，散发着温情的烟火气息。
农家古宅的天井，漏出一块方方正
正的天空。下雨时，瓦檐上的雨线
清凌凌地注入天井，在青石板上溅
起一簇簇薄烟似的水雾。水代表财
富，天井起到“四水归宗，财不外流”
的心理暗示作用。闲坐厅堂，听啪
啪雨声，看盆里的兰花在水雾中轻
轻舒展柔婉的绿叶，失一会儿神，发
一会儿呆，时光不知不觉溜走了，这
种慢生活，让我们平时匆匆而疲惫
的灵魂重新跟在了身边。

进士村的小巷，全都铺着整齐
的青石板。走个三五步，就会遇见
一座挂着文字介绍铭牌的古宅，就
会踏住一缕文脉的轻响。从古宅里
走出去的学子考中了进士，在全国
各地履职尽忠，他们当年自我砥砺、
奋发有为的故事流传开来，成为后
辈晚生刻苦向上的楷模。在某种程
度上，这些人的德行操守成了后人
溯源追寻的精神高地。一个三百来
户的深山小村，竟然走出了 27位进
士，这条精神的源流泛起的浪花，激
浊扬清，引领了多少莘莘学子扬帆
远航。如同水墨画一般淡雅，犹如
田园诗一样清新，尤其是那历史皱
褶里折叠珍藏着的深厚学养，上严
田村当得起“钟灵毓秀、人杰地灵”

这样的形容词。
我们继续往赋春历史的纵深打

捞，打捞原住先民鲜活水灵的记
忆。迤逦蜿蜒的梅岭古驿道，平整
坚实的青石阶将脚步一步步送往远
方。古徽州、古饶州往来的商旅在
这里抛洒过无数汗水，“山间茅屋书
声响、放下扁担考一场”的学子从这
里出发，放飞过鱼跃龙津的希望。
簪缨士族，田野村夫，穿越古驿道的
六座寓意深刻的凉亭时，感悟着同
样的人生哲理。历史没有在这里干
涸，文脉的流转，犹如山峦间的云遮
雾罩，丝丝缕缕，水汽氤氲，袅袅升
腾，融进天边。最后，又凝结成云，
降为雨露，滋润原野。古驿道两旁
的梯田，禾苗青青，剖为两半的竹枧
将山泉直接引入田畴。粉红、纯白
的睡莲在小池塘的清波里笑脸嫣
然。参天大树临着水塘倒影梳妆。
偶尔，三两只白鹭被空气托着柔软
的翅膀，送上苍翠的树冠，那树迅即
绽开了白色的花朵。

水灵灵的赋春特别需要一把
伞。甲路纸伞是婺源传统名牌产
品，早在明清年代，就随着徽商的
足迹走遍长江流域，1936 年曾获国
际博览会金奖。纯手工制作的甲
路油纸伞，天然竹木的伞架伞骨；
宣纸上手绘水墨牡丹、樱桃、莲花、
仕女，清新脱俗，秀色欲滴；再涂以
桐油，晴雨两用。取材严苛、精工
细作、秀中藏拙、大拙至美。“景德
镇的瓷器、甲路的伞、杭州的丝绸
不用拣。”民谣总有它无法磨灭的
道理。到得婺源，自然不可不撑这
样一把油纸伞。走在那青石板路
上，恰巧天公下起小雨，一丝丝不
急不慢，伞外是一个雨淋淋的江
南，伞内有个羞怯怯的娇娘，也许
还能找到那“丁香”的情怀，独自彷
徨在寂寥的雨巷……

赋春，就这样活跃跃、水灵灵，
等在最美的乡村，等你，带一双湿润
的眼睛，吻雨，笑风。

新媒体已经波及各行各业各圈各体，毫无例
外，时髦的动物们也用上了微信。这不，动物们开
了一场研讨会，谈论内容便是微信朋友圈的“点
赞”。本场研讨会的焦点是：讨厌很多，点赞为大？
下面是一些动物代表们的发言摘要：

老鼠：朋友们，我是资深的点赞党，我点赞的目
的是证明我存在着，关注到了你的动态，所以每加
一个新朋友，我会从头到尾看一遍它发的所有微
信，然后逐一点赞，点完收工。看完一遍后，我基本
上能得出这个新朋友的人际关系、出没场所、兴趣
爱好等，方便我全方位去认识这一个人。所以，只
要是我老鼠的微信好友，都会有我老鼠点赞的脚
印。

乌龟：我要严重抱怨一下，由于本人随和，朋友
圈好友多，但是这些朋友更新的微信动态实在太快
了，我都来不及点赞，又刷新了内容，你们能不能考
虑一下我们这种动作慢的动物的感受？

大雁：关于点赞，是一个新发明，我点32个赞表
达我的心情和看法。对我们一年四季都在南北迁
徙的动物来说，有了微信，就可以更好地分享我们
的动态，从南到北，不同的风景，不同的人情，不同
的美食，我可以边飞翔边发微信，与不能出来旅行
的动物们分享，这是一件多么快乐的事。此处应该
有掌声，谢谢！

狮子：作为马戏团里的名角，我历来是最受欢
迎的动物，自从有了微信以后，我也很受欢迎，被各
种手机拍摄，然后在别人的微信动态里出现，各种
卖萌照。其实你们是不知道，来马戏团里的人不是
为了能够观看我表演，而是为了能够在我表演时拍
摄到一张相片，然后上传到微信朋友圈，向其他的
朋友炫耀，表示他去过动物的马戏团。接着整场演
出他们再也不看我的表演，而是享受朋友圈其他朋
友给予他的点赞带来的快感和愉悦。

金鱼：的确如此，作为观赏金鱼，游客现场观看
金鱼是件再普通的事，可是如今游客们每每参观并
拍摄了我们金鱼后，就会发微信，图文并茂。然后
我们就在他们微信中冒着泡，至于池塘里的金鱼，
如何冒泡他们全然不顾。

变色龙：我严重反对点赞党的存在，这群人不
管不顾你发的微信内容是什么，都先点个赞再说。
上次我严重不高兴，所以变成了赤红色，自拍到微
信后，竟然收到十多个点赞。业界良心哪里去了？
我不高兴心情不好也有人点赞，这是幸灾乐祸么？
气死我了！

寄居蟹：我倒觉得微信点赞改变了我，作为独
居动物，我长期在洞穴里生存，自从有了微信，我经
常发微信，会得到很多朋友的点赞，每个赞，都是朋
友对我的关注。这对于长期在隐蔽地方的我，有了
一个沟通的渠道，也改变了我之前的内向自闭性
格。

蜜蜂：我想说，讨厌很多，点赞为大。比如说我
有一次写完很长一篇文章，上传到微信后，不到三
十秒，就有五个人点了赞，我想说，这么长的文章，
一目十行至少也要花三分钟阅读完，这三十秒就点
赞是为啥？你有考虑我辛辛苦苦劳作写完文章的
感受吗？你们难道觉得我写的每一篇文章都是甜
蜜的吗？可是刚刚这些文章都是苦楚的。

…………
蠕虫：作为这场研讨会的主持人，我刚才已经

把研讨会的现场照片和各位尊容发在我的微信里，
请大家多多点赞哈。瞬间，会场上手机微信中点赞
的声音响个不停。

（吴敏 ，1988年出生，现居南昌。）

讨厌很多，
点赞为大？

□ 吴 敏

水灵灵的赋春

□ 刘上洋

夏天就这样在你的默默守望中渐渐远去
整个季节留下的
都是你撑一把老式油纸伞的剪影
还有你慢慢把眼神转向宽阔江面的动感
背景的云没有表情像经历了破碎的孤独

黄昏中的牵牛花在我无边的想象里开合
恍惚中矜持地端着盛满紫红色液体的酒杯
不敢碰它的花瓣怕不小心溢出它的娇羞
依然流畅的思维里飘浮着相对冷静的情绪

赶在夜幕降临之前收回自己过度的情感
铭记一些背影铭记一些幸福和牵挂的味道
下游的江面已经亮起了闪烁的航标

我该以怎样的姿态来应对这美丽的痛苦
曲终人未散羽化为一场疼痛的翩翩蝶舞
或许只能
艰难地飞成你名字中的一个偏旁部首

夏天就在你的
守望中远去

□ 庄 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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怡情诗笺

飘过国界的哈达飘过国界的哈达

□ 汪茶英

赣地
采风

滕阁听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