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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月的洮河，所有的意向都指
向天宇。河床温暖、石山葱郁，草
地青翠如玉，绿得望不到尽头。更
令人惊讶的是，虽身处海拔 3700 米
的高度，洮河却是黄南州境内唯一
冬季不结冰的河。这就使得这条偏
僻淡泊、不甚喧嚣的黄河支流有了
几许神秘的韵味。而我，对于这条
河流的爱意、眷恋，即是它在宽广
无垠的草原上日夜兼程时，全部的
风景，别样的美。

世界上，哪一条河不依赖土地
又滋养着土地，何况洮河。从发源
地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河南蒙古
族自治县李恰如山与莫尔藏阿米山
之间的代富桑沟，进入牧民的生活
开始，洮河便携带着它与生俱来的
生存活力，维系着黄河上游乃至中
下游的草地生态和湿地生态系统，
成为上苍赐予青海，给予河南蒙旗
草原人幸福、安宁的生命线。

雨过天晴，草地清凉，空气里
弥漫着草木芳香。融融的阳光下，
洮河轻轻跃动。泛起的粼粼波光清
莹澄澈、银光闪闪，霸气十足地照
耀着两岸。于是，河流两岸渐次出
现了一幅幅以密集的高山草甸、层
层灌木为主题的山水画。画中，有
野花、小溪，有珍贵的留鸟蓝马鸡
和候鸟灰鹤轻盈地飞过，还有隐秘
于林间悄悄出没的雪豹、苏门羚、
白唇鹿。而雪莲、贝母、大黄、松
香、冬虫草、藿香、紫花地丁等药
材，则藏于深山，只能于披碱草、
嵩草里星星点点的白花、黄花、紫
花中寻觅踪影。

凭直觉，我感到洮河在这片辽
阔的草原上有着至高无上的权威。
其尊严与王者气概、宽容与敦厚善
良，都是对土地的承诺，也是对草
原的款款深情。它像蒙古人喜欢的
蓝色哈达，像勤劳质朴的牧羊女，
像西倾山下健壮的河曲马。它令大
地熠熠生辉、阳光含笑、月亮欣
慰；它流满山谷，神采奕奕；它千
年万年地哺育着草原、牧人、鲜花
与牛羊。

一 只 好 奇 的 旱 獭 从 山 上 跑 下
来，双手作揖，孩子般伫足而立。
它凝视的远方，是洮河对岸嵯峨俏
丽、青草葳蕤的山峦；它激动不已

的是，正有一道道浓密的紫色杜
鹃，顺山坡瀑布般倾泻而下，云蒸
霞蔚。

一团火焰，自心中陡然升起，
燃遍全身。

大自然如此多娇，怎能不叫我
心驰荡漾、如痴如醉。这是令世界
和人类忘记空虚、恢复创造力的景
色，是大地恢弘的成就、抒情的歌。

再往前，洮河头顶蓝天，浩浩
荡荡。几只娇小的山雀在宽阔的河
面上低空飞翔、呢喃自语。金黄色
的酥油花、红色的珊瑚花、蓝色的
龙胆花竞相争艳，草原变成了华丽
的锦缎。

我 曾 经 在 大 板 山 东 麓 的 石 坡
地，见过葵花般大小的全缘绿绒
蒿，那酷似皇后般的雍容华贵、端
庄气质，让人心旌荡漾，写下了一
首首赞美的诗。而今，我又在洮河
两岸，幸运地目睹了精致、含蓄、
羞怯的一朵朵红花绿绒蒿。这使得
我一颗敏感脆弱爱花的心，对洮河
产生了无尽的遐想。

绿 绒 蒿 、 杜 鹃 、 迎 春 花 和 龙
胆，一起被植物学家誉为青藏高原
的四大名花，象征着高原人顽强坚

韧的生命力。而此刻，在我的视野
里，绸缎般嫣红的红花绿绒蒿，俨
然是洮河两岸尊贵的公主，红得干
净、娇得明艳。宝石般内敛、大
气，凝聚着土地的精华、河水的光
芒，是大草原纯洁烂漫的生命。

我无法回望洮河的前世今生，
也无力断定它的未来。但是我有足
够的勇气相信，作为三江之源核心
保护区的洮河流域，必将受到人类
的尊重，也必将成为人类延续生命
的祈福之地。

生 命 的 诞 生 ， 总 是 伴 随 着 痛
苦。因为高寒，又因为边远。洮
河，如同草原上的每一条河，承载
着太多的使命，略显忧伤。可它最
知生与死的界限，生命的本质不过
是从一个鲜活的世界，走向另外一
个世界的过程；最懂得每一个生命
都有自己的路，都得靠自己一步步
走，无悲无喜、无怨无悔。如此，
它才会这般坦荡自信，这般率性真
实，这般浩气长存。面对生活和苦
难，唯有顺应自然法则之理性，择
善而行。

洮河并不是天涯之境，它一直
在流，一直舒缓而平静，一直甜蜜

而优雅。两岸风景变化旖旎，无非
是在提醒我，大地那始终清醒、风
韵、健康的模样。在它身边，我又
一次享受到了人间幸福。这幸福由
来已久，却被我常常忽略。我想，
有一天，当我重新站在洮河岸边，
回想起沿着洮河向东的七月，颤动
的夏季，那碧绿、殷红、金黄的原
始之色穿过心肺时悸动的感觉，我
的心里一定也会流出一条河，一条
出自洮河心底、珍惜生命的河。

黄昏临近，就在洮河即将奔出
河南蒙旗草原、流向赛尔龙乡的一
瞬，一只昂首回望的巨大卧虎，身
披彩霞，从从容容盘踞于对岸，拥
住了洮河的出口。就在我禁不住发
出长长的叹息时，由金露梅编织而
成的一条条赤色斑纹，让这只巨虎
呼之欲出，腾空而起，甩出了粗大
的长尾。

原 来 ， 是 这 只 虎 神 庇 护 着 洮
河，任河岸风光旖旎、草场鲜美、
牛羊肥壮、老人安逸，这不是幻
觉、不是臆想，是大自然召唤人类
的方式。不然，洮河为何会在此突
然转身，留恋地张望，促成了天下
黄河第一湾的奇景。

因所住地域不同，对金丝峡知
之甚少，突然游览就像不速之客进
入大观园，生态王国让人眼前一
亮。

金丝大峡谷位于陕西省商南县
的秦岭腹地。因有金丝猴出没，金
丝鸡、金丝雀欢歌，金丝枣、金丝
竹生长，再因峡谷幽长、曲折，水
流切割，一抹阳光，闪闪熠熠，宛
若一条金丝带，串成万条金丝线，
故名“金丝峡”。

令人称道的是，这里有一桥连
两地，一山分南北之雅称。南峰绿
荫葱葱，流水潺潺，透出秀美；北
峰刀削斧劈，泼墨如画，显示雄
奇。南北在这里成为分水岭，植物
在这里融为交汇地。峡谷尽显窄、
长、秀、奇、险、幽之特点，峰、
石、洞、林、禽、兽、泉、潭、瀑
等自然景观于一体，一步一景，如
幻如梦，景象万千。

金丝大峡谷由白龙峡、黑龙
峡、青龙峡和石燕寨组成，深山出
俊鸟，俊岭藏千古。一路奇观，徜
徉其中能感到树木和流水带来的清
凉，不屈的阳光穿越白云和山峰的
遮挡，照射到山谷和游人身上，散
漫起微微的暖意。历史与现代跨越
了时间与空间的阻隔，点点滴滴沁
入到人的心中。

“天生一个仙人洞，无限风光
在险峰。”登高望远，游人抱有极
高的渴望和兴致。石燕寨，恰恰给
了攀登者一展身手的机会。石燕寨
有祖师庙，是道教圣地，供奉真武
祖师。自清朝以来，屡有修建、扩
建、重修，形成众多大小寺庙、石
窟、碑揭石刻、木刻雕像。每逢节
日或者道会，人们接踵登山，祈福

求安，观山赏水。石燕寨有比肩华
山之称，有“峭壁则无蛇鼠路，山
雀进峡也不飞”之险。它东、西、
南三面是悬崖绝壁，北坡有一条像
竖起刀背的狭路。

与登山者相比，我们是“弱
者”，坐在索道上，真想伸手拨开
挡住视线的树荫，给攀登者呐喊加
油。石燕寨由五大台阶构成。第一
台阶高崖峻壁，两面临空，是上山
道路的关隘。南天门主寨在第二台
阶，峰回路转，直插云天，如果没
有勇气、耐力和胆量，恐怕到“悔
心石”旁就要折返而归了。祖师庙
建在第四台阶，气势恢宏的建筑旁
香火缭绕。游人在此稍事休息，便
向第五台阶玉皇顶攀去。登顶极目
远眺，一览众山小，数百种野花芳
香弥漫；兰科植物随处可见，林间
的苔藓、蕨类等十分茂盛；层林尽
染的原始森林保存着面积最大、最
古老、郁闭度最高的短柄枹栎，形
成独具特色的峡谷生态系统。在这
里不妨再做一次深呼吸，会感觉到
天然氧吧的清新。

不觉间来到山腰间的金狮洞，
它不高却陡，紧凑精致。进入不大
的溶洞里，发现大自然的鬼斧神工
将大山雕琢得千姿百态，溶洞在五
色灯光下，更是姹紫嫣红，绚丽多
彩。端详形态各异的熔岩，有牛郎
织女的期盼，有狮舞龙腾的喜庆，
有猴子望月的神情……其似象非象
的神态，极大地拓展着游客的想象
空间。

游历山水大川，每次都会有不
一样的历炼与感受。站在金丝峡，
望着山水画卷，更是让人感慨万
千。

陆巷古村，位于苏州吴中东山
镇的尽头。从苏州市区乘坐公交车
到东山镇足足一个半小时，途经杨
湾村、紫金庵等村落，穿过山道，
终于看到“陆巷古村”高大的石牌
坊。可想而知，在交通不发达的古
代，这里多么偏荒阻塞，不通人烟。

南宋时期，一批战败的宋军将
领携老带幼逃难至此，这里背靠莫
厘峰，面朝烟波浩渺的太湖，山坡
上种植着杨梅、琵琶、橘子等果
树，太湖里有取之不尽的白鱼、白

虾、银鱼、螃蟹……村民上山采茶
摘果，下湖捕鱼摸蟹，吃穿不愁、
温饱有余，真真占足了天时、地
利。这批“流亡人”在山坞里头辟
地建屋，定居下来，因有6条巷弄直
通太湖，吴语“六”和“陆”谐
音，故又称“陆巷”。

踏 入 古 村 ， 映 入 眼 帘 的 便 是
“寒谷渡”，小小渡口却有一个非常
讲究的屋顶。当年，一个个布衣书
生载着全家人的憧憬、全族人的希
翼乃至全村人的荣耀，从这里登

船，驶入太湖，走进京城。王鳌，
便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漫步紫石街，可看到解元、会
元、探花3块古牌坊。说起王鳌，还
真是一位让陆巷乡亲脸上贴金的人
物。他寒窗十年，连夺三元，位极
人臣，是成化、弘治、正德年间名
副其实的“三朝元老”。不过，真正
让王老爷名扬四海的并非他的官职
政绩，而是他门下几位大名鼎鼎的
学生——唐伯虎、文征明、祝枝
山。连素来清高桀骜的唐伯虎，竟

破天荒地夸恩师“海内文章第一，
山中宰相无双”。

王鳌的故居惠和堂是古村的灵
魂建筑，“积金积玉不如积书教子，
宽田宽地不如宽厚待人”的门联犹
见古宅主人“宰相肚里能撑船”的
气度；正厅“惠和堂”取自“惠风
和畅”之意，踩在上面发出“咯吱
咯吱”的声响；独立的“私塾”，玲
珑的后花园……老宅历经数百年风
雨洗涮，依然散发着灵光。

王鳌官至高位，然朝中奸佞当
道，贤臣独木难支，无奈急流勇
退。他回到老家陆巷，潜心读书著
作，闲时便去紫石街上的老面馆吃
一碗头汤湖鲜面，和街坊拉几句家
长里短，邀几个好友门生在花园里
喝茶写诗作画……潇潇洒洒活到 75
岁。他的福泽绵及后世子孙，“王鳌
故里”成为这个古村的金字招牌。

每一处老宅，都是从光阴里走
出来的风景。粉墙黛瓦的临街店铺
和寻常百姓的民居，每一条小巷，
每一扇板门，都散发着老江南的味
道。脚下的青石板被千年的时光打
磨得油光锃亮；村里的渔民，天蒙
蒙亮就出湖收网，年轻的妇人在河
埠浣洗衣物；挑着鲜果的老农迈着
稳健的步履，从老街的这一头走到
那一头。“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
习惯早已根深蒂固地渗入村民的骨
子里。不可错过的是陆巷的夜晚，
整个村庄没有一盏路灯，空中皎月
明亮，这里，似乎是被时间遗忘的
角落。

踯躅“寒谷渡”，依稀能看到从
一袭青衫到蟒袍锦带的身影；穿过
三元牌坊，似乎能嗅到“耕读世
家”的文风代代繁衍，从解元到探
花的旖旎、从教授到院士的荣光。

第二天起个早，在百年老面馆
吃一碗地道的苏式面，上面漂浮一
层葱花，粉嫩剔透的虾仁都是现捕
的，连汤水也是从村子里那口有200
多年历史的老井里打来的，任时光
流转，满满的都是古村的味道。

题图：古村一瞥 天上蝎摄

七 月 洮 河
辛 茜

白族火把节：

苍山洱海忆乡愁
北 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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洮河风韵洮河风韵 浪子高云浪子高云摄摄

悄然之间，一年一度的火把
节又渐渐临近。此时无论乡友同
事，遇上了都会彼此问一句：回
家过节吗？回答当然说是。因为
回家的滋味实在意味绵长，不仅
包含了亲友的牵挂，更是父母家
人的殷殷嘱托。

于是，白族火把节，就成了
万千游子的“第二个年”。每每节
日临近，苍山洱海之间自然是一
次规模浩大的人口大迁徒，从大
大小小城市回归的人流，绝不亚
于年终岁尾的春运。

白族人的火把节，据说是为
了纪念白洁夫人。这个边地女性
如同中原“木兰从军”、“穆桂英
挂帅”、“梁红玉擂鼓战金山”等
故事中的主角一样，其故事千百
年来在苍山洱海间流传。相传初
唐时期，苍洱之间部落纷争，群
雄逐鹿。在唐王朝的支持下，蒙
舍诏实力逐日强大。诏主皮逻阁
遂起吞并其他五诏之心，便假意
邀请五诏诏主前往蒙舍祭祖，结
果在祭祖当夜火烧松明楼，将五

个诏主在宴桌上尽数烧死。噩耗
传来，邓赕诏主夫人白洁星夜赶
往蒙舍，凭借一支铁钏，从废墟
中赤手挖出面目全非的丈夫尸
骨。皮逻阁见其聪颖明慧、坚贞
不渝，便欲强娶，白洁以死相
胁，方得虎口脱险，带丈夫尸骨
回到邓赕。随即招兵买马，与蒙
舍大军相持一年之久。最终兵败
城破，却不甘屈辱，纵身跃入西
洱河沉江而亡。

为纪念她，后人在洱海之源
的邓赕诏遗址德源山建有白洁圣
妃庙，并在每年农历六月二十五

（彝族火把节后一天） 共度“火把
节”。节庆来临，人们竖火把、染
指甲、赛龙舟、赶莲池会，呼儿
唤女回家团聚。

岁月流转，今天的火把节早
已演变成一个绝对喜庆的节日。
村里所有增添人口的 （如婚娶、
入赘以及生小孩），都要聚在一
起，在村中集资树一棵高大的火
把，以求风调雨顺、五谷丰登、
国泰民安。于是一到农历六月，

节日的气息就早早到来了，此时
正值年中，农忙结束，秋收尚
远，天高气爽。于是不论州府下
关，还是各个县城、集镇，早在
十天半月之前，山里的乡民便把
一堆堆做好的小火把树一排一排
地摆到人流密集的菜场，有如安
营扎寨一般，极为壮观。

似乎就在第一个火把摊摆好
后，不胫而走的风声便悄然告诉
大人小孩：节日来了！从此，人
们开始竞相购买火把树，一桩一
桩抬回家里；还有松香，大包小
包，都藏在干燥的地方。有的大
人为孩子扎好更容易燃烧的火
把，麦秸的、篾心的、松明辨子
的，还在松香里添加燃烧更持久
的干鸽粪。从此，那些顽皮的孩
子，开始一天天期盼火把节的到
来。

节日终于到了。似乎太阳刚
落，全家人就在一起谢过门神、
祖先，开始了规模宏大的团圆家
宴。吃罢晚饭，正好夜幕降临，
此时出门，城市里、广场上、公

园里、小河畔、村中央，一树树
火把的熊熊烈焰烧得半空通明。
火把树下，村人自办的舞台荟萃
了各种才艺，热闹非凡。一街街
声势浩大的火把阵营，与响彻天
际的礼花遥相呼应。

火把、礼花再好看，终究还
是单调。而往火把树下看，此时
节目正演到酣处。白族素以包容
和接纳著称，通过舞台便可见一
斑：白族调、民家腔、彝族舞、
藏族锅庄，还有彝族唢呐、白族
姑娘的霸王鞭、小伙子的八角舞
……浓浓的喜庆将节日推向彻夜
狂欢。

度过一个不眠之夜，接下来
就是十几天的县城集会，而今早
已变成地方的“物质交流大会”：
卖花木、茶叶、药材、吃食、骡
马牲口、农具嫁妆，南腔北调混
杂一片，让节日的喜庆持续不断。

白族火把节，苍山洱海之间
的“第二个年”。不论身居何处，
游子都会被故园的乡愁点亮，那
是永远割不断的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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