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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到护城河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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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当吹面不寒的杨柳风吹
着响亮的口哨，我就知道春天
真的来了。

我喜欢追随春天的脚步，
走在济南的护城河畔。金黄顶
儿的游船，碧蓝的天空，变幻着
形状的白云，都不再那么醒目
了。河畔成排的柳树突然泛起
的绿意，虽然没有游船那么鲜
艳，虽然没有蓝天白云那么高
远，却轻而易举地夺走了人们
的注意力。

这柳树的绿意，确实有点
只可意会啊。这绿意仿佛是想
像力给加上去的。而随着光影
的转换，又淡了出去，仿佛绿色
的水墨，在空中的宣纸上浸润
开来，淡进淡出，飘忽不定。但
随着阳光的东升西下，随着每
个时辰的悄悄移步，那一排排
悬于空中的绿意，就渐浓渐染
了。

而那随风舞动的柳树枝条
儿，像贵妇人脸前一忽忽乱发，
缠绕着又散开去，在春风里摆
动着，活灵活现的。远远望去，
绵绵软软的，像水中的波纹，荡
漾着，在微风中，在光影中，忽
明忽暗，一天空薄纱的绿雾，一
天空禅意的悸动。那枝条的摆
动，似睡似醒的，伸着懒腰，打
着无声的哈欠，像贵妇一样骄
纵而又可爱，真有种意乱情迷
的醉人魔力。

只不过一两天的光景，这
绿意就铺排开来，不再令人有
丝毫的讶异了。柳叶儿已经出
来，但那叶芽儿如水中的鱼苗，
蹿动着，回旋着，抖着机灵儿，
满是生命的活力劲。但这叶片
抖擞开来，却一点也不显得叽
叽喳喳，只是透露着另一番的
大气高贵与典雅。

而这时候，各种各样的花
儿，也忽然开了，仿佛不知从哪
里飞来的彩蝶，只不过都展翅
在树枝上。先是这儿一朵两朵，
那儿一丛两丛，也就不经意间，
花儿们争先恐后起来，红的，白
的，粉的，拥挤在树枝上，排成
队儿，在风中摇曳着，很是自得
的样子。

护城河中遍是细细的泉
眼，在春天里欢快地冒着泡儿，
而那一串串的水泡，反射着斜
阳的光，这光又一闪一闪地点
射到鱼儿的身上。这些在冬天
安静的鱼儿们，此时闹了起来，
追逐着彼此，仿佛永远不知疲
倦。出神地望着它们欢蹦乱跳
的样子，我就不自觉地遐想，在
这样春天的夜晚，它们是这样
闹着呢，还是会安静地睡上一
会儿呢？

在河畔，拍照的游人穿得
花枝招展的。冬天是老人们的
天下，他们唱歌，跳舞，打太极，
他们提着各式各样大大小小的
水桶，接满清冽的泉水带回家。
春天则是男孩女孩们的天下，
他们聚集起来，淹没了老人们
的身影。男孩们时尚的歌声，女
孩们清脆的笑声，在微风中飘
来飘去，为这护城河畔的春色，
配上了青春的乐章。

在这惬意又美妙的氛围
里，我忽然莫名地感动又惆怅
了，为这如画一般的瞬间而感
动，为这如风一样易去的春光
而惆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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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有普门寺，后有灵岩寺。”
在来普门寺遗址的路上，同

行的董哥这样给我讲解起普门寺
的历史。董哥还说，从南面的三媳
妇山连接普门寺所在的圆通山，
再北连穆柯寨山，从远处看，就像
是一尊卧佛，头南脚北仰卧于巨
榻之上，十分逼真。“早于灵岩
寺”，这是我这次随董哥来普门寺
遗址参拜的主要原因。还有天地
造化的睡佛，这更引起了我对普
门寺遗址的好奇。

普门寺在仲宫镇南部的北道
沟村。我们在北道沟村口下了汽
车，驻足遥看，西面的圆通山及所
连接的左右两侧山峰，隐约能看
出有睡佛的影像，但不是很明显。
倒是看中间的圆通山崖壁危立，
高耸入天。崖壁顶上的松柏则墨
黛如云，犹如古人画中的山水，十
分好看。

我们一行进入北道沟村，沿
街往西走，两侧大都是新建的民
居，几家门楼外还种有修竹。再
走，渐渐地出现了一些老房子，赭
石一层一层地平铺干垒。董哥说
这叫干插缝，不用泥浆，是这山村
盖房子的一大特色。这红色的石
头就是木鱼石。我听后啧啧，虽是
就地取材，但用木鱼石做材料盖
房子，总觉得奢侈。

出了这条老街，平坡上一眼
古井，井台光滑，两侧立有两块古
碑，字迹模糊。但令我们眼前一亮
的是，井沿上竟架着辘轳，支架是
厚大的原石，辘轳轴的右侧挂着
一个大磨盘压重，左侧是铁质的
辘轳头，因长年使用的缘故，光滑
锃亮，一小伙子正摇动辘轳提水。
这倒是景观，别说还在用辘轳提
水，就是这辘轳也早已好多年无
处可见了。我上前问小伙子这水

好喝吗？小伙子说这水好喝啊，不
然我怎么会大老远从城里跑来拉
水。我看不远处停着一辆轿车，十
多个塑料桶已灌满了水。

“这水不光好喝，还祛病健
身。”也在打水的村民这样说。这
水好喝我们相信，说能祛病健身
是不是有些玄虚了？见我们怀疑，
村民又说：“这水是从圆通山渗下
来的。这圆通山上植被茂盛，又都
是木鱼石，长满了丹参、首乌、桔
梗、穿山龙，这井上面还有千年古
银杏，树根都扎进了泉脉里，长期
在这些木鱼石银杏根中草药里浸
泡，你说，这水能不保健吗？”他这
么一说，我们倒有些释然，随即拿
矿泉水瓶子灌出来喝了几口，果
然清甜，沁人心脾，感觉像是有点
草药味。

再往上走，就是那两棵几搂粗
的银杏树，树干粗壮挺拔，东南方
一棵古柏，古朴苍劲。这里就是普
门寺原址。据当地百姓讲，普门寺
建于北魏时期，历经唐宋，毁于金
代，明朝以后历代重修，“文革”时
期被毁。至今还有古银杏树、古柏
树、古官井、古石雕、古圣水泉，特
别是有好多块古碑。顺老乡手指的
方向，在遗址南侧我们看到了一块
古碑，这是明代成化年间所立的

《重修普门禅寺记》碑，镶嵌在残存
的老墙里，我们用毛巾蘸水擦拭了
一下，很多字迹清晰可辨。

此碑左侧不远有一方池，三
米见方，池内西壁有一龙头，泉水
淅淅沥沥顺龙口流出，积于池内
半米多深，清澈见底。方池四周砌
有石质栏板，栏板上雕刻有轩窗
图案，四角栏杆上雕有莲花。栏杆
顶端的石刻虽已损坏，但从残存
的轮廓来看应当是石狮子。栏杆、
栏板也有损毁剥蚀，但还是能看

出当年雕刻的精美。这应是明代
或更早以前的石刻。泉池上方有
今人所立石碑一块，上书“圣水
泉”三个楷书大字，三字右侧上方
有行书小字“济南七十二名泉之
一”字样，左侧下方有行书小字

“有明代碑文为证”字样。在来普
门寺之前，我曾查阅过历史上济
南七十二名泉资料，金代《名泉
碑》中没有“圣水泉”一说，明代晏
壁《济南七十二泉诗》和清代郝植
恭《济南七十二泉记》中也都没有

“圣水泉”的记载。明崇祯《历城县
志》、清乾隆《历城县志》，以及清
道光《济南府志》却有这样的记
载：“圣池泉，在普门寺山门外，清
冽澄洁，一方攸赖。”2004年济南
官方评定的“济南新七十二名泉”
中倒是有“圣水泉”一泉名，但这

“圣水泉”是在红叶谷景区的兴教
寺，可见，这碑记和刚才村民对我
们的说法有误，“圣水泉”应为“圣
池泉”。但如果确有这块记录济南
七十二名泉之一“圣水泉”的明代
碑记在此遗存，那济南七十二名
泉的历史可能就要重写。

再往西是圆通山崖壁上的摩
崖石刻。仰头上望，崖壁半山腰一
斜坡平面巨石，上写“心佛不二”
四个数人高的红色大字。路很陡，
新修的水泥路呈“之”字上行。爬
到一小平台，都已气喘吁吁。休息
片刻，再爬，更陡，新修的石阶直
上直下，就像泰山上的十八盘。

到石阶顶，复出一平台，这里
就是摩崖石刻“佛光洞”。“佛光
洞”为古人在崖壁上凿石而开，内
置三尊菩萨。现已连接洞口建起
了新的庙宇，内里新建了许多彩
塑佛像，居中者体态优雅，左右为
金童玉女。他们身着色彩艳丽的
袈裟佛衣，脚踩祥云，丝带飘扬。
飞檐斗拱下立四根撰有楹联的朱
漆立柱，外侧楹联是：四生九有同
登华藏玄门，八难三途共入毗卢
性海。内侧楹联为：鹫峰云锁百八
台阶托金莲，山寺霭浮三千觉树
浸银汉。楹联书法遒劲有力，尤其
是匾额上的“华严胜境”四个大
字，让我们久久凝视。

“华严胜境”，这俨然是道出
了古人的心声。我们回转身来，上
看，壁立万仞，险峻挺拔；下看，沟
壑深幽，松柏苍翠；远眺，群山连
绵，逶迤苍莽。在此胜景读书、诵
经、修炼，怎能不超然物外？

投稿邮箱：qlwbhbz@163 .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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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明是个风清日月明的节
气，也是传统的祭扫之日，还是踏
青赏花之时。从小到老，清明虽年
年过，可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年
龄的增长，阅历的增加，经历的增
多，对扫墓的理解和感受，却有一
个不断感悟的过程。

很小的时候，只知道清明上
坟，因为祖坟不在济南，我家无坟
可上，也就从无祭扫的感情驱动。
看到十亩园西边的几座高高的坟
前，有人上供、烧纸、磕头，觉得新
奇，见人们对着土堆，哭得十分悲
痛，非但不理解，还觉得好笑，甚
至跑过去看热闹。

解放以后，从小学到大学，几
乎每年清明都去英雄山扫墓。我
见证了烈士陵园的完善，见证了
革命英雄纪念塔的落成，见证了
济南战役纪念馆的开放，也逐年
深化了给烈士扫墓意义的认知。
那时每到清明节前，同学们都期
盼着参加扫墓活动，头两三天就
精心地做准备，人人动手，做白纸
花，采柏树枝，扎大花圈，各班都
在暗中比赛，看谁的花圈扎得大，
扎得漂亮。到了扫墓的日子，各班
打着队旗或团旗，抬着花圈，每人
手里都拿着一些白花，排着整齐
的队伍，无论多远，都是步行着前
往英雄山。到了烈士墓前的小广

场，历年都要举行仪式，把花圈献
上，然后就瞻仰烈士墓，我们把手
中的小花，献给自己所崇敬的烈
士，大多都献给了无名烈士。每
当这时，在一座座烈士墓前，在
庄严肃穆的氛围里，在英烈事
迹的鼓舞下，我们的心底总会
升腾出一种虔诚、崇敬、追思、
感恩的炽烈感情，总会抱定继
承先烈志，实现强国宏愿的决
心。可以说，青少年时期，给烈士
扫墓，顺便远足，这便是我们清明
节的全部。

长大成人以后，集体去给烈
士扫墓的机会就少了，个人去英
雄山，大多不在清明，常是领着孩
子或陪着客人去。在我25岁时，父
亲去世了。当时没有入土为安的
意识，就将骨灰存放在粟山火化
场的骨灰堂。接着，文化大革命
的风暴一起，连逝者也不得安
生，一帮无知又凶狠的造反者，
见父亲的骨灰盒上雕有龙舟图
案，竟以破“四旧”为名，连砍加
砸，随意涂抹，生把好端端的骨灰
盒糟踏得残破不堪，我们只好抱
回家中存放。

在我52岁的时候，母亲去世
了，我们将父母的骨灰合葬在回
龙岭公墓。就从这一年，我便有了
年年给双亲扫墓的人生体验和感

悟。现在，虽已近耄耋之年，可每
次来到父母的墓前，我还是像个
孩子一样，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
扑在墓碑上，喊着爸爸妈妈，想念
和痛别的泪水总会像开了闸门一
样，喷涌而出。即使父母听不见，
也要对着墓碑，絮絮地诉说衷肠。

小时候无知，不懂得骨肉情
深，不懂得生离死别，不懂得缅怀
思念，还笑话人家上坟哭。现在懂
了，有亲身体会，有切身感受了。
懂得，扫墓就是思念的表达，思念
的寄托，思念的慰藉。明明知道，
父母看不到我的模样，听不到我
声声的呼唤，闻不到我送去的花
香，可扫墓还是必须的。这不是迷
信，也不是走形式，而是报答父母
的一种方式，对父母能尽的一份
孝心。只要尽了这份心意，心里就
踏实，就安心，就无愧。

先驱和烈士是国家和民族的
灵魂、脊梁、功臣，给他们扫墓，意
在表达国人对他们永远的敬仰，
追思，铭记；父母是我们生命的给
予者，家的缔造者，给父母扫墓，
意在表达我们对父母的热爱、怀
念、感恩。这，都是为了不忘根，不
忘源，不忘本。这是自古以来保留
的传统美德，也是应该传承下来
的孝文化，要不，国家为什么要特
意规定清明节放假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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