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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 香 一 瓣  

网购防骗小窍门

走近素有“川陕咽喉，秦陇锁钥”之称

的凤县，你会在寒冷的秋季感受到“水韵江

南，七彩凤县”的大美之处，这在有着浓烈

地域特色的西北是不常见的景观。

深秋的通天河森林公园层林尽染，霜叶

艳红如血，杜鹃林灿红如霞。清晨，雾朦胧，

登高望远之处，万般美景皆入心，心旷神怡，

神清气爽是不由自己的。禁不住的这样感慨

到 :“云中的神啊，雾中的仙，神姿仙态凤

县的山”，一种满足和欣喜之情令人油然而

生。这里的高山石林形态各异，幽深的山谷

中清流终年不断。九条清澈见底的溪流汇入

了通天河，溪水流过的声音清脆而又富于质

感，如同唱着一首首赞美的歌。

 “满林声色好，何时亦愁人”。这漫山

的杜鹃林姹紫嫣红在松树、云杉的映衬下，

一如斑斓的锦缎起伏绵延，蔚为大观，怎能

使人儿不恋他。呼吸着天然的氧离子，内心

为这一片无际的红叶之林而震撼，震撼到能

听到自己心跳的声音，因为这满山的血红似

乎在不断的传承着另一种声音。红叶具有“霜

重而色浓”的可贵品质，有过嫩绿的希望，

有过青翠的憧憬，走过翠绿如滴的青春，而

在冬寒料峭的时节即将到来之际，这声音仿

佛就是摇响着一曲动人的血色浪漫之声，好

似在唱：这世界，我曾真切的热爱过，我只

是在眺望，眺望着远方静谧而安详的天际。

这漫山的红叶绽开笑脸，紫柏的晨露打

湿双肩，金秋来凤县，若不到紫柏山亦是件

憾事。当中午的阳光逐渐明朗起来，行走在

还有露珠的杂草从间，身旁尽是参天的古木，

阳光透过那已不再迷蒙的雾气洒落开来。快

看，那林中一树的红叶正在害羞的等待着远

方而来的朋友，它的衣服虽不鲜艳，但举止

却是如此的大方和灵动；当你走近了一看，

他便如好客的主人迎你走向更美的前方；突

然，一种说不出来的喜悦立马袭上心头，于

万花丛林间而出，视野竟是如此的开阔和享

受，这是遍山的红叶树啊，他们原来正在这

里唱歌，跳舞，在这里尽情的享受温暖的阳

光，鲜红欲滴的叶子，婀娜的身姿，灵动而

又轻巧的随着微风笑。

 “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

对于我来讲，这秋天最美的花便是之于红叶，

倘不使于桃花林中散去一路芳香，怎得关住

这满园的鲜红。

深秋时节再来凤县赏红叶吧！我禁不住

的这样告诉了自己。

谷静幽深，滩清水碧，奇峰怪石姿态万

千的灵官霞也会让您耳目一新。来这里的古

栈道走上一走，便可想见古人也是如此钟情

于此，其中有“铁马秋风大散关”的历史遗

迹，“萧何月下追韩信”的陈仓古道，“三国

演义争天下”的诸葛思计台，硝烟已经属于

非常遥远的过去了，但美丽总是青睐于富有

深厚之意味的老地方。

碎步走过的凤县女子白皙而秀丽，踏步

而过的凤县男子精神又沉静，不禁让我想起

当地民歌中有这么一段： 一对燕子顺河飞， 

好久没有在一堆，说不完的知心话，淌不完

的眼泪水。大概，越纯净的地方，便越能望

到美丽。

凤台何日凤来游，凤自高飞云自留。今

秋，美在林中红叶；美在水韵江南的七彩凤

县。

一叶知秋，转过山

崖，满目火红的秋叶，

告诉我：灵官峡的秋

季来了！层层的虬枝

赤叶从峡谷两岸的石

壁上、崖缝里刺穿出

来，迎着阵阵秋风，

传递她们曾经翠绿的

青春的讯息，昭示着

由嫩绿到苍翠，再到

赤黄，不是命运的衰

落，而是生命成长中

的又一次浴火涅槃。

一枚赤红的秋叶

挂在石壁最高的枯枝

上，孤零零的一片，

风中她似乎在颤抖，

在哭泣。而我，看她

分明是一位生命的沉

思者，于青春的激情

之后，在追忆，在沉思，

在热烈的成熟之季期

待着生命的又一次洗礼。也许，这位

生命的智者已经顿悟，也许她已经不

愿再等待。于是，在风的簇拥中，她

翩翩而舞，一招一式都是一个凝重的

仪式，向着寂静的江水的怀抱，飘然

而去。这一刻，时光停滞，流水无声，

一个大地的游子又开始了她新的旅

行。前方一定有那江河的激扬，湖泊

的平静和大海的广阔。就这样，她走

了，不是永别，而是暂离，就像每一

位灵官峡的游子，满怀着青春的梦想，

冲向了陌生的新世界，用坚毅和不屈

诠释着灵官峡独特的精神史诗，而当

他们老去的时候，都会带着后代再回

到这里。所以，在下一个初春，峡壁

最高处的枯枝上必会发出一枚更加嫩

绿的新芽，用最最耀眼的生命之绿告

诉全世界什么是重生！

是啊，眼角的泪滴告诉我，秋季，

何尝不是一个万物生灵最神圣的季

节，一群生命向另一群新生命膜拜的

时节。风中流淌着的不是寒冷，而是

沁入骨髓的重生的气息，是大自然反

思一个新轮回的沉寂。在这里，没有

哀怨，有的只是热烈、期待和崇拜。

秋叶皴染过的灵官峡，不只是一

湾峡谷。赤黄斑斓的峭壁，高耸入云

的山峰，恬静轻快的嘉陵江水，以及

那偶尔呼啸而过的列车。灵官峡，分

明就是一位不死的哲人，千百年来站

立在这大秦岭最绚丽的地方，观望着

一切生命的生死轮回，传唱着那首凄

美、炽烈，鼓舞万物的生命之歌，用

他那水的柔美，山的硬朗，秋的炽烈，

叶的寓意，让每一个过客都变得更加

高贵更加纯粹。

春风徐来，吹绿了

凤县的群山田野，走上

紧依宝成铁路的凤凰山

俯视凤县县城双石铺，

顿觉视野开阔，神清气

爽。

我从东往西慢慢看

过来，心里只有“靓”、

“新”、“美”这几个字

在心里涌动。凤凰湖的

波平如镜，将这里的

山，这里的楼，这里的

人倒映其中，平添了秀

美，平添了灵气。这景，

使人想起了著名摄影家

柏雨果所拍的《红日映

山城》这张照片。一座

座高楼不知什么时候拔

地而起了，那些低矮、

破旧、灰头土脸的旧

式楼房、旧式平房不见

了，取而代之的是布局

整齐、更高更美的具有

现代气息的大楼。凤县

山城，换上了一身漂亮

的新衣，就象出嫁的新娘，绽放出令人

惊异的美丽。凤县公安局大楼、凤县人

民法院大楼、碧水佳苑高层住宅楼，以

及漂亮的凤县体育馆是凤县的地标式建

筑。一条条宽阔整洁的街道，纵横大楼

之间，划出了或曲或直的线条，其上来

来往往行走的，便是这中国最美小城里

幸福的人民。

凤县速度，凤县高度，凤县精神，

这些广为传颂有关凤县的描述，以往恐

怕只有在深圳这些南方沿海城市才会有

的评价吧。变，一天一天在变；变，一

年一年在变。变，已经成为凤县发展的

主旋律。生活在凤县这片热土上，当然

对凤县有一种本能的乡情。他变得越来

越美，越来越现代，我们看在眼里，喜

在心上。我用文字描述过他，赞美过他。

后来发现这变化太多了，文字描述太滞

后了，我就想到了用图片的方式记录这

些变化，于是，从 2004 年起，我用手

中这架不算高档的相机，走街串巷，陆

陆续续拍下了一些反映凤县城乡面貌变

化的照片。我试图用这些照片记录我

眼中的凤县之“变，并讲讲照片背后的

故事，从一个侧面反映凤县之巨“变”。

这些照片，不能像政府工作报告那样全

方位总结凤县的亮点、变化，只能从侧

面或是局部看到我眼中、我身边的凤县，

如果要看到更全面记述的凤县，那可能

你要去看《凤县志》了。

岁月如流，时光变迁，如果过了许

多年之后，看到这些照片，你也会和我

想起凤县曾经的故事，并为此津津乐道，

我想那种回忆的感觉一定很好。那么，

就让我充当一回临时的导游，带您走进

我的凤县之旅吧。

凤县，游者情结难

舍，居者安然可泰。山

城，注入江南水韵之柔

美，蕴藏秦脉山系之刚

毅。这颗镶嵌在秦岭北

麓的璀璨明珠，撷取地域之灵气，交融南

北之俊逸。

夜幕下眺望绵延的峰峦，你会为那熠

熠闪烁的繁星而魂牵梦萦，如同走进童话

里的意境，致使你的思绪无法停留，这是

文者的朱笔、仁者的博大；夜幕下走进繁

华的街市，你会为那异彩纷呈的水韵而如

痴如醉，犹如身在华堂中的仙境，致使你

的情感无法阻滞，这是恋者的伊甸、智者

的深邃。

依偎在桥栏上放眼望去，河岸两侧及

街市一律悬着灯彩；灯的多少，明暗，彩

苏的精粗，艳晦，是不一的。水是碧阴阴的，

看起来后而不腻，或者是六朝金凤所凝么？

那漾漾的柔波是这样的恬静，委婉，使你

一面有水阔天空之想，一面又憧憬纸醉金

迷之境了。

看，那流光溢彩的瑶池玉带，恰如温

柔美婵娟。看，那直插云霄的玉柱喷泉，

阔似刚毅俊少年。“长袖绵绵起翩翩，疑似

嫦娥舞广寒。月花无界世皆醉，盛世霓裳

舞芳华。”同声相应，同气相求，交相辉映，

正如恋中的昵语，是心灵的碰撞，是情感

的交融，演绎着一部壮美的史话，谱写着

一曲恢弘的乐章。

犹如窈窕淑女柔嫩的身姿，披带者薄

薄的丽纱，偏偏起舞，妖娆而不妩媚。透

过玉带，反晕出一片朦胧的烟霭；透过这

烟霭，在黯黯的水波里，又逗起缕缕的明

漪。在这薄霭和微漪里，听着那清脆悦耳

的凤县夜景曲目，或委曲，或缜密，或劲

健，或绮丽，或含蓄。经过夏夜的微风的

吹漾和水波的摇拂，袅娜在你耳边的时候，

已经不单是嘹亮的歌声而响彻山谷，而混

着微风和江水的密语了，于是你不得不被

牵惹着、震撼着，相与浮沉于这歌里。谁

能不被引入他的美梦去呢？只愁梦太多了，

这些瑶池上的大小船儿如何能载的起呀？

你仿佛亲见了那花灯映水、画舫凌波

的光景，亲眼目睹了凤凰开屏时的美丽和

女娲神话传奇的故事。

此时，你终于恍然醒悟

凤县夜景所以雅丽过于

他处，而又有奇异的吸

引力的，实在是许多历

史的影象使然了。

从单纯和明朗的美，直至绮丽和纤裕

的美。刻画得生动细腻，淋漓尽致；描绘

得层层深入，犀利非凡；渲染得合情合理，

丝丝入扣。

你无需用精美的词语去点缀，因为它

所呈显在你眼前诗意般的盛况，都显得文

字苍白无力；你无需有神彩的画笔去勾勒，

因为它所展显在你眼前神笔般的画卷，都

显得彩墨暗淡失色；你无需用悠扬的音乐

去装扮，因为它所传递在你耳旁天籁般的

乐章，都显得音律单调浑浊。

你会顿悟到山的博大、水的柔嫩；似

圆似缺、似朗似浊的月亮，正如诠释着人

生奋斗道路崎岖的轨迹。

你不会因黑夜的漫长而寂寞，你不会

因时间的冗长而孤独，你不会因苍穹的寂

静而失意。

这是困顿时的温床，这是畅想时的天

堂。

夜幕下的凤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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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网络日益普及，
网购的群体日益壮大，特
别是对于忙于上班族和忙
于家庭琐事的主妇的而言，
网购方便、快捷，还真替
她们省心不少。不过由于
网购本身存在的监管上的
问题以及商家的诚信问题，
网购一族还是会碰到一些
网购的“雷区”。让网购达
人教你几招网购防骗小窍
门，擦亮双眼，精明地网
购吧！

“皇冠”也不一定可靠
“有没有搞错，都‘皇

冠’了，怎么质量这么差？”
“这家店都3冠了，不过成
交量好像不怎么样哦！”
相信在网上淘过货的人都
曾有这样的疑惑。根据网
购经验，等级越高就越可
信，因此人人都想找个信
用度高的卖家购物。

达人支招：看卖家的
信用记录，如果成交的都
是几块钱的东西，在短时
间内出现大量好评，而买
家购买的时间相同，或者
是同一买家在短时间内多
次评价，这样的卖家信用
比较可疑。再看看卖家的
评价，如果中评和差评比
较多，那说明这家店的货
品质量有问题；如果默认
好评的买家过多，也得小
心，这很可能是“刷钻”
得来的信用评价。

收货后货不对板才后悔
如果一件商品的价格

比市场价低很多，那就要
注意了，这很可能你收到
的实物与网上的图片大相
径庭。还有些卖家用“秒杀”
做啜招揽生意，殊不知秒
杀价比别家的正常价还要
贵，所以秒杀更不能冲动。

达人支招：不少买家
收到货不对板的低价货物
后才后悔莫及，为了不掉
进网购价格陷阱，网购前
一定要货比三家，贵重货
品还需要到市场上采集价
格信息，如果网购价格比
市场价格低得离谱，那就
要注意了。特别是海外代
购，如果价格过低，那么
假货的几率比较大。低廉
的价格确实吸引人，不过
不要光看货品价格，有的
网店邮费也是一个陷阱，
有些卖家是通过低价格、
高运费来赚钱的。

支付时要提高警惕
使用支付宝是相对安

全的付款方式，但有心怀不
轨的卖家可能会以“支付宝
不方便，直接汇款”的借口
来骗取网购新手的钱财。如
果这时听从了买家的建议，
那很有可能你的钱已经花
了，但你买的货品永远不会
出现在你的面前。

达人支招：尽量用支
付宝交易，收到货物后再确
认付款。同时别忘了定期给
电脑杀杀毒，倘若电脑病毒
破坏了支付宝的安全性，支
付页面会跳到虚假付款页
面，最后不但收不到货，连
钱也被黑客偷走，上演一场
“狸猫换太子”。

普天同庆“十八大”；
万众一心建小康。

建千秋复兴伟业；
绘“百年”发展蓝图。

人民利益泰山重；
私心杂念鸿毛轻。

三清反腐严治党；
“五位一体”美中国。

两个“百年”，民族复兴圆大梦；
廿一世纪，海洋展雄风。

春天故事，特色理论导航向；
科学发展，全党智慧续华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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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堑通途                                                                            柏雨果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