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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里木湖很大很大；赛里木湖
很蓝很蓝。湖畔开满鲜花的时候，
是赛里木湖最美的季节，也是赛里
木湖水最蓝的日子。

这段时间来赛里木湖的人，都
会被这蓝色的湖所吸引，打动，都
会深深爱上这蓝色。

在大城市住长了，会有许多心
理的烦恼和症结，会莫名其妙地担
心甚至害怕有一天会失去新鲜的空
气，失去白云和蓝天。到了赛里木
湖，从呼吸第一口空气开始，一切
烦恼忧愁都没有了，一切担心害怕
都消失了，一切来自城市的病症都
被赶走了。心慢慢静下来，神慢慢
放开去。就因为这湖，这片蓝。我
们见过蓝色的天空、蓝色的海洋，
可是，很少见到过蓝色的湖。这蓝
色，就像一条长长的绸带一样，绕
在我们的心头，绕在我们的感觉
中。在赛里木湖的日子里，所有人
最难以忘怀的，就是这深深的蓝色。

赛里木湖四处环山，顺着上山
的木栈道或小石子路走上去，准能
登上一个观湖平台。栈道在花丛中
蜿蜒向上，而雪山上的水却从旁边
流过。这水清澈极了，淌过了茂密
的森林，淌过了丰美的草地，流进
了赛里木湖，神奇般地变成了蓝
色。登上高台，看着这壮美的湖光
山色，立刻就能明悟，这蓝色来自
深遂的天空。是蓝色的天映着清澈
的湖水，把湖水染成了这美丽的蓝
色。天空晴朗了，阳光灿烂了，湖
水更蓝了。如果不是群山挡着，这
湖水和蓝天就会融为一体，天水蓝
成一片。在观湖台多站一会儿，就
能注意到，赛里木湖的蓝有自己的
特色，不全靠天空阳光的调节。看
着看着，会突然发现，赛里木湖的
蓝，已经插进好多的白色块，蓝色
也分出了一些深浅不一的层次，组
成了许多生动的不规则的几何图
案。那是湖面刮起了风，搅动了一
池湖水，掀起了一层层水波。风大
的时候，还会涌起小浪头。风或大
或小，都能带出湖色的变化，显示
了更多更丰富的层次，变幻不定，
美不胜收。等风过后，湖面又会渐渐恢复一片蓝，很静很静的
蓝；像天空一样静，像天空一样蓝。

天空的蓝，是神秘宇宙的颜色，我们可望不可及。我们的星
球，只是宇宙中的一颗尘埃。我们置身于这蓝色当中，越发觉得
人之渺小，生命之脆弱。赛里木湖的蓝，是人世间的颜色。要感
谢宇宙之神，赋予塞里木湖这蓝色一种可望又可及的亲近感和实
在感，让我们在分享这片不可思议的蓝色里，感受到生命的律动
和跳跃，感受到生活的热情和勇气，感受到我们自己生命的存在
和价值。我们不再渺小无能，不再是宇宙的尘埃。我们从哪里
来，我们是谁，我们到哪里去？这么深的问题，也许还答不上
来，也许要靠一生去寻找答案，但我们知道，天空不再遥远，宇
宙不再神秘。因为，我们在赛里木湖这片蓝色里，找到了感悟和
哲思，找到我们企及宇宙的入径。真想让这湖水注入心灵，把我
们变成一个个蓝精灵，在无忧无虑的童年里，天真地望着浩翰的
星空。

放开思绪，穿越到七千万年前，正是赛里木湖诞生的年代。
地理学家说，造山运动造就了这片高原之湖；历史学家说，那时
没有赛里木这个名字；文学家说，那时就有这片蓝。漫长的岁
月，周而复始，整整七千万年，蓝色的湖就这样静静地耐心地不可
想象地“存在”着。直到有一天，仿佛就在昨天，终于等来了第一个
发现者。是孤独的牧人，还是无畏的探险者？是开疆拓土的农
夫，还是铁马金戈的战士？是浪迹天涯的歌者，还是踏出丝绸之
路的信使？也许是，也许都不是。这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
人类来了，人类在这里生活下来了。赛里木湖开始了人文的历史。

令人吃惊的是，当先人给这座湖命名的时候，竟然没有注意
到这座湖如此鲜亮夺目的颜色。“赛里木”不是“蓝湖”的意思，
而是“乳湖”的意思。他们说，这湖水象乳汁一样，养育了大地、森
林、水草、鲜花。那个时代，生存斗争是第一位的。所有的比喻和想
象，都和生存斗争血脉相关。这个比喻，正体现出古人天才的想象
力和艺术品质。还没有学者考证，人们对赛里木湖的注意力，如
何从“乳汁”过渡到色彩。不过，我们知道，我们今天对赛里木
湖的精神依赖，正在超过对她的物质依赖。蓝色，正是在这样的
人文历史进程中，不知不觉改变了我们，吸引我们的眼球，融进
我们情感中。以至我们顽固地认定，南方北方有那么多古老美丽
的湖，唯有赛里木湖水这样蓝；丝绸之路上有那么多古老美丽的
湖，唯有赛里木湖水这样蓝；世界上有那么多古老美丽的湖，有
哪个湖和赛里木湖一样蓝？

站在细细的碎石堆出来的湖岸上，倾听湖水轻轻拍打湖岸的
声音，十分惬意。这个时候，你才会感觉到，把赛里木湖比作

“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比作西部的硬汉，比作上天下凡的仙
子，都有道理。但最贴切、最动人的还是比作上天赐给人间的一
块“蓝宝石”。清澈透亮的湖水就象蓝宝石的底一样，近看透亮如
玻璃，蓝色的成份是淡淡的。往前看，颜色就开始加深了，有如
少女的蓝眼睛。再往前看，那蓝色就接近宝石级别了。越往远
看，蓝色越重，变成了透澈的深蓝，达到了最高级别的宝石品
质。那是高贵优雅、清新脱俗的宝石之美。

赤橙黄绿青蓝紫构成了色彩斑斓的世界。每一种色彩，都被
赋予了象征，代表着一种意义。而蓝色，一般都认为象征着艺
术，代表着艺术高雅、经典、优美和静穆圣洁的境界，代表着艺
术之神的美。在艺术殿堂里，蓝色应该是诗一般的色调。带着一
颗虔诚的心去读赛里木湖，就能读到诗。还记得名曲 《蓝色多瑙
河》 吗？其实，多瑙河并不是蓝色的，那是艺术家对大自然、对
春天、对爱情与生命赞美的诗的想象。

赛里木湖是独一无二的蓝色，大自然赐予的。她这样高贵，
又这样朴实；这样圣洁，又这样天然；这样独特，又这样普通；
这样丰富，又这样单纯。她集天地之气，把她那无声无息却地动
山摇的力量，都化作赛里木湖那七千万年永不退色的蓝。有一种
绿，叫祖母绿；有一种红叫鸽血红；那么，告诉你，世界上有一
种蓝，就叫赛里木湖蓝。

呵，赛里木湖蓝，多么好的命名，多么美的颜色。这应该是世界
上谁也比不过最美的蓝。想象丰富的人把心融入这片蓝里，就会陶
醉，就会打开所有的感觉之门，就会读到赛里木湖的诗。你会看到
蓝天白云、鲜花草地、雪山河流，看到鸟在湖上飞翔，马在草场奔跑，
鱼在水里游。你会听到森林流水的声响、草丛里的虫鸣、小羊的叫
声、湖畔的歌声。你甚至能闻到花的浓香、蜂蜜的淡香、蘑菇的清
香，闻到风带过来的赛里木湖特有的香……

敬畏她，赞美她，欣赏她，像爱生命一样爱她。记住，这个
世界有一种蓝，就叫赛里木湖蓝。

金银滩草原上，一条溪流蜿蜒流
淌，把金银滩草原不均匀地切割成了
两块，神奇的是，每每到了夏天，在
溪流的此岸，盛开着金黄的金露梅，
而在溪流的彼岸，盛开着银白的银露
梅。这样的自然造化，命名了这片草
原，也把这片草原分成了金滩和银滩
两个部分。

金露梅，又名金老梅、金腊梅，
蔷薇科委陵菜属落叶灌木，广泛分布
于北半球亚寒带至北温带的高山地
区。在我国，主要分布在青海、甘
肃、四川及云南，东北、华北也有分
布。 银露梅，又名银老梅，白花棍儿
茶等，蔷薇科委陵菜属落叶灌木。分
布于内蒙古、河北、山西、陕西、甘
肃、青海等地。

才洛的家住在青海海晏县青海湖
乡，是金银滩草原的核心区域。他
说，他从小就喜欢金露梅和银露梅，
那时候到了夏天，他就和伙伴们在灌
木丛中玩捉迷藏游戏。“有时候，玩着
玩着就把放羊的事情忘了，等想起来
的时候，羊群已经走出了很远，快到
别人家草场上了。”他说。

才洛现在是医生。高中毕业那
年，他考上了青海大学医学院，毕业
后原想留在城里工作，没想到城里工
作不好找，整整一年，只能在私人门
诊里干点活儿，而他又不想去那些门
面富丽堂皇、其实不太正规的医院，
所以，回到了家乡。

如今，才洛就在自己的家乡行
医，让他感到高兴的一件事是，他与
在城里开公司的同学合作，参与到了
一项藏药开发项目中，这种藏药所使
用的药材，就是金露梅和银露梅。

“金露梅和银露梅，藏语都叫鞭
麻，要是分开来叫的话，金露梅叫鞭
乃亥，银露梅叫鞭嘎尔。”才洛向我介
绍，脸上洋溢着青春和快乐，有点小
小的炫耀的意思。

“在许多藏医药典籍里都有记载
的！”才洛说着，急忙拿出手机，在网
络上搜索了起来，不大一会儿，他把
手机递给我：“您看！”

我在手机屏幕上看到了这样的信
息：《蓝琉璃》 记载：班纳合茎红色，
花黄色，叶小，烧灰，治妇女乳房胀
痛，消腹水。《晶珠本草》记载：班纳
合治妇女乳房胀痛。本品木质茎，黄
褐色，叶小。分黄、白两种。

他凑过来，指着手机屏幕说：“这
里说的班纳合，就是鞭乃亥，同样的
藏语，汉语的谐音不一样。”

我继续翻看他的手机，看到了更
多的信息：《青藏药鉴》载：班那，花
治妇女病，赤白带下；叶烧成炭可外

敷乳腺炎，化脓后勿用。《藏本草》记
载：班纳合，花及叶治乳痈，黄水
病，疮疡溃烂。

才洛看着我，腼腆地笑笑，脸上
依然洋溢着青春和快乐。

“金露梅和银露梅的枝干，还是藏
式建筑采用的材料之一。”我如此一
说，才洛马上来了兴趣：“是的，是
的，我带你去看！”

下午，他带我来到了家乡的小寺
院，麻皮寺。

麻皮寺采用了传统的藏式建筑方
法，就地选择了传统的建筑材料：用
金露梅和银露梅的枝条搭筑的墙体，
这种墙，叫鞭麻墙

在建筑中使用金露梅和银露梅的
枝干，在藏区建筑中由来已久，有关
专家认为鞭麻墙最早的来源，是游牧
民族的帐篷：为了提高帐篷内的温
度，也为了在帐篷里有一个放置杂物
的地方，牧民们把金露梅和银露梅的
枝条采集起来后，将其晾晒，再把晾
干后的枝条扎成一捆捆的小把，沿着
帐篷内侧，把枝条码放成墙体的样
子，这样的鞭麻墙便可以起到挡风御
寒的作用，同时，一些杂物也有了一
个放置的平台。

还有一种说法，认为鞭麻墙的最
初起源，来自于对农牧民码放柴火堆
的想象与发挥——不论是在喜马拉雅
山南麓的农业区，还是在青海南部的
班玛、久治一带，都可以看到这种码
放得如墙体一般的柴火堆。

也有专家认为，鞭麻墙的最早起
源是一种军事需要。

无论鞭麻墙在藏区建筑中是如何
出现的，对这一材料的使用，充分体
现出了藏民族的聪明才智。藏式建筑
的墙体砌筑，使用了石料、泥土等原
料，墙基坚实稳固，墙体在升高时带
有收分，使墙体越来越薄，如果在墙
体高处仍然使用石料砌筑檐墙，就会
使墙体荷载过大，产生隐患。藏族工
匠们便采用鞭麻这种特殊材料砌筑檐
墙，大大减轻了顶部的荷载。

鞭麻墙的砌筑，对建筑体本身也
起到了极好的装饰效果。

砌筑鞭麻墙之前，首先要处理采
摘来的金露梅和银露梅枝条：根据枝
条的长短、直径等进行分拣，晾晒、
去除树皮、用牛皮条捆绑成捆、削平
根部，备用。

完成上述处理后，便可以在建筑
中使用：将成捆的金露梅银露梅枝条
按顺序码放，根部朝建筑的外墙，再
在码放好的枝条中用木楔嵌入枝条。

鞭麻墙做好之后，在外墙上加染
涂料，这道工序要分几次完成。如
此，鞭麻墙便呈现出一种褐红色，这
种颜色看上去庄重、沉稳，特别适合
寺院建筑，使寺院与其特有的宗教气
氛非常吻合。

有人认为，这种把鞭麻墙涂染成
褐红色的做法，源自苯教。藏族自称

“东玛尔”，意思是“赤面人”，这种称
谓据说与藏族原始宗教苯教有关。当
时的藏人在面部涂上红色颜料，以防
止厉鬼的侵犯。随着佛教的传入及其
它一些因素，这种涂面习俗渐渐消
失，但依然保留在建筑上。

为什么这种藏族特有的建筑材料
和建筑方式仅见于寺院，广大农牧民
的居所没有采用呢？

有关资料认为，这是因为鞭麻墙
制作工序复杂，使得它的建筑造价也
很高，只有少数有经济能力的上层社
会才能够建造鞭麻墙，随着社会阶级
等级的出现，鞭麻墙随之成为上层社
会的一种特权。因此，鞭麻墙也就成
为一种常见于寺庙建筑的建筑材料。

在寺院建造的鞭麻墙上，还特地制
作了一个圆形建筑图案，藏语叫“鞭
坚”，意思是镶嵌在鞭麻墙上的装饰，也
有人认为这是“梅隆”，即镜子，它照耀
着这个世界，也照耀着每个人的内心。

在麻皮寺，才洛带着我游走在寺
院的经堂、庙宇之间，说起了有关鞭
麻墙的话题。才洛依然腼腆地笑着，
却不再说话，而是缄默地听着我说。

从麻皮寺出来，到了青海海北藏
族自治州政府所在地西海镇。

西海镇位于海晏县城东南部，南
邻西海郡遗址所在地三角城镇，北与
同宝山山下的白佛寺毗邻。海拔 3200

米，总面积 436.96 平方公里，镇区总
人口 1 万余人，是一个汉、藏、蒙古
等多民族聚居的城镇，少数民族人口
约占总人口的50%。

西海镇是从国家退役的核试验研
究基地——国营 221 厂厂部的基础上
建造起来的，原本的厂部留下了比较
完善的供热和供水设施，因此也成为
全省集中供热面积最大的城镇。西海
镇从移交与地方的国营 221 厂厂部的
基础上开始发展，一开始就把城市绿
化作为一项重要工作，因此也是绿化
覆盖面积较高的城镇。

和才洛走在西海镇的马路上，我
看到马路两边的隔离带、绿化区上也
种上了金露梅和银露梅。

金露梅银露梅已经成为青海许多
城市的园林绿化植物，这看似平常的
事情，却蕴含着深层的文化意义。“在
合适的地方种植合适的植物”，这原本
是城市园林绿化设计的基本原则，然
而，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们有过太
多的尝试和冒险，——引种南方或中
原植物、在草地上喷洒绿色颜料涂染
草地、用水泥建造椰子树等等，都曾
在青海一些城镇出现。近年来，青海
一些地区开始金露梅银露梅的人工驯
化工作，这一有着特殊地域风格的植
物运用到城市园林绿化工作中。

金露梅和银露梅，蔷薇科，小灌
木类植物，球形的树冠，错杂的分
枝，在夏日时节绽放起五瓣的花朵，
金露梅金黄，银露梅银白，花朵密集
繁复，色彩鲜艳夺目。

金露梅非常适于在高原城镇种植，
它喜好阳光，抗寒抗旱能力强，对环境、
土壤的要求很低，从五六月份开花，七
月进入盛花期，花期长达近两个月。

此刻，仍然是深冬季节，金露梅
和银露梅还没有开花。我走在西海镇
的街道上，心里想象着当夏日来临，
金露梅银露梅盛开的样子，暗自决
定，明年夏天，一定到这里来看花，
看金露梅的金黄，银露梅的银白。一
首叫 《情定金银滩》 的歌曲，悠然在
我的脑际响起。这是由我作词，著名
音乐人古格作曲，专门为在青海海晏
县举办的全省农牧民运动会所作，成
长于当地的歌手“岭·珠姆组合”演唱
了这首歌：

听说你去了金银滩草原，
一定去寻访那片河岸，
此刻已是花开的春天，
彼岸的金露梅早已灿烂。
在这微风流溢的季节，
目光留恋美丽的湖畔，
百鸟争飞去了又还，
此岸的银露梅圣洁了容颜……

各位乘客，飞机很快就要开始下
降，请收好小桌板，调直座椅靠背，
并系好安全带。

听到空姐柔和的声音，静宜把手上
的书放入包里，然后深深吸了一口气，
闭上眼睛，靠在椅背上，等待飞机降
落。此刻她的脑子里闪过文松的影子。

静，我会在机场等着你！这是飞
机起飞前，文松发来的最后一条消
息。静宜明白，这几个字，文松一定
是字斟句酌、想了又想，才发出的。

静宜和文松是大学同学，读书的
时候，他俩就被同学们称作男才女
貌、天造地设。然而没曾想，就在半
年前，他们大四快毕业的时候，文松
的母亲突然去世了，只留下身体不好
的父亲一个人在老家。无奈之下，文
松只能选择回老家工作。

文松临走时，他俩坐在学校的草
坪上，静宜靠在他的怀里，轻声对他
说，我会等你的，无论你在哪里，我
都会跟你在一起。文松听了，身体一
震，没有说话，只是紧紧搂着她的
肩，亲吻着她的头发。那是一个月色
皎洁的夏夜，他们互相依偎着，无言
地望着远方高楼模糊的影子。

文松知道，离开了大城市，回到那
个小城，以后的生活，就跟静宜越来越
远了。无论他们的爱情多么坚定，时间
的流逝和分居两地，都会让爱情变淡、
变味。何况，静宜那么出色，读大学的
时候，身边就有无数的追求者，甚至还
有人竟然当着文松的面给她送花。如
今文松一走，爱情还能坚持多久呢？

两人各奔东西之后，便只能在手
机上继续他们的爱情。文松回到老
家，找了一份工作。一边要适应新环
境新工作，一边要照顾老父亲，每天
都是忙忙碌碌。但在他的内心深处，

依然渴望着能够与静宜在一起，渴望
着能够再次握着她柔软的手，亲一亲
她飘曳的长发。

静宜毕业后开始了忙碌的工作。
时不常地，她会想起与文松在一起的
日子，想起那时的欢笑与甜蜜。只
是，这样的日子，似乎越来越遥远。

他们在信息里，说着各自的近
况，闭口不谈未来。他们心里明白，
眼前的生活太具体、太现实，而未
来，谁又能够把握？

飞机呼啸着落了地，产生了一阵
剧烈的颠簸，然后，开始慢慢地滑
行。许多乘客纷纷掏出了手机。静宜
更是急不可待地打开了手机，查看着
消息。她知道，此刻，文松一定是在
在机场候机楼，焦急地等待着她了。

几天前，静宜有了一个出差的机
会，她在订机票时，忽然发现，可以
在文松的城市转机。静宜想了一下，
发信息给文松说，她可能会在机场转
机，如果有时间，也许可以见一面。
文 松 当 然 惊 喜 ， 立 即 回 复 信 息 说 ，
静，非常希望能够见到你！

几个闺蜜都不赞成她去，去干嘛
呢？叙旧情？还有必要吗？去了能改
变什么呢？如果你们俩不能在一起，
去见他，不是会让你更痛苦吗？她吞
吞吐吐地跟父母说了这件事，父亲沉
默了片刻，说，如果你想去，就去看
看他吧。感情，是要遵从自己内心的。

是的，在她内心深处，依然希望见
到他，依偎着他，手牵手，走在阳光明媚
的路上。于是，她决然地买了机票。

静宜打开手机，一眼就看到了十
多个文松打来的未接电话，还有一个
信息，静，机场路上遇到了车祸，我
可能要晚点才能到。静宜的心一下子
悬了起来。飞机还在滑行，但静宜等

不及了，拨通了文松的电话。
静，你落地了吗？
是呀，你开车遇到车祸了？
是的，静，我的车被后面的车追

尾，我又追了前面的车。交警正在处
理，应该没什么大事。我可能会晚点
到，抱歉了静！

静宜心里一紧。下了飞机，静宜
又打了一个电话，事故还在处理之
中。静宜有点忐忑，但好像着急也没
用，只能不停地发信息，打电话。由
于马上要转机，静宜只能在候机大厅
的门口等待文松。小城的机场不大，
坐飞机的人却不少。静宜站在人流
中，又给文松打了个电话。

差不多快办好了，静，你等着我呀！
静宜给父母打了个电话报平安。

她有点焦虑，但又无事可做。就坐在
那里玩手机。又等了一会，电话忽然
响了，是文松打来的。

静，我这里处理好了，马上过
来。这里离机场很近。

文松的话音一下子断了，静宜低
头一看，自己的手机竟然没电了！静
宜出门的时候，想着飞机很快就能抵
达目的地，带着充电宝过安检还挺麻
烦，就没带。这时才发现，没有了充
电宝，真是不知道该去哪里充电。

静宜看了看四周围，候机大厅门
口没有充电的地方。她在想，如果进
到候机楼里面，倒是可以找到充电的
地方，但是就看不到文松了。静宜紧
张地想着应该怎么办？没有电，电话
不通，文松根本找不到她。想来想
去，只能到候机楼里找个充电的地方。

终于在一个柱子后面找到了充电
插座，但已经有很多人在排队等着充
电。静宜只好恳求大家让她先充几分
钟。大家看着她诚恳到近乎哭求的样

子，都赞成让她先充。静宜接上充电
线，一分钟之后，手机就亮了。她赶
紧打开手机，一下子涌进来无数的信
息和未接电话，都是文松的。静宜赶
紧拨通了文松的电话。

我已经到机场了，你在哪？
静宜简单解释了一下。文松说，

我马上上来，你稍微过一会就到候机
楼门口吧，我过来找你。

文松停好了车，急急忙忙往候机
楼跑，忽然想起，坏了，他给静宜带
了一束花，落在了车上。于是，文松
赶紧又往回跑。

文松知道，静宜喜欢香槟玫瑰，
色彩独特，鲜艳缤纷，所以早早就定
好了一束，准备在机场送给她。刚才
下车太匆忙，一下子忘了后座上。

来到车旁，文松一摸兜，车钥匙
不见了，文松额头上顿时冒出了冷
汗。他把所有的口袋都翻了个遍，就
是没有车钥匙。他气急败坏地使劲拍
着车身，汽车发出刺耳的报警声。忽
然，电话响了起来，静宜急切地说，
文松，转机时间快到了，你在哪里呀？

我很快就到，静宜你别急。文松
一边说，一边静下来仔细想了想，一
定是刚才跑得太急，钥匙从衣服口袋
里掉出来了。他深呼吸了一下，顺着
刚才的路找了回去，果然，就在他刚
才往回跑的地方，看到了车钥匙。

电话又响了。静宜有点绝望地
说，文松，时间来不及了，我要转机
了。文松使劲跑了起来，边跑边喊，
我马上就到！

飞机徐徐滑向了跑道，静宜呆呆
地坐在座位上，望着没电的手机。

文松垂着头回到了车旁。他深深
地叹口气，打开了车门。车里，飘来
一阵香槟玫瑰的芬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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