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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安民

青海湖的夏天短暂，可它清
香的空气、怒放的生命，太阳般
夺目的光芒和壮美奢华的色彩，
会永远留在人们心里。
这是青海湖最辉煌的日子。
这个世界上，还能有什么比
绚丽的颜色，更能够诠释大自然
的威仪与庄严呢？夏天的青海
湖，似乎让所有的生命迹象在同
一瞬间，以逼人的气势奔放于大
地，并以蓬勃的思想光照人类，
促使人们展开非凡的想象。

茜

是去过的人，没有一个人有过抱
怨，而去过不知多少趟的我，也
常常在想，为什么每一次去都会
发现不同的美，会产生不同的感
觉。如临天界，总像是头一回
去，总是那么激动。
湖当然不是海，也许没有海
那么伟大，它仅仅是安静地躺在
那里，等着你去发现，欣赏，然
后再由你独自默想。有时候，面
对湖水，久久地凝视中，会突然
分不清，那躺着的是湖还是天，
他们的生命究竟怎样延续？

平静辽阔

生机勃发

长久以来，当日月山成为这
片辽阔的土地上，草原与农田、
黄土高坡与青藏高原、季风区与
非季风区、内流河与外流河鲜明
的分界线，人们的视野总会沿着
古老的丝绸之路、唐蕃古道、茶
马互市，越过重重山峦，望见或
粗壮、或纤细的河流，组成强大
水系，汇入青海湖这一气象万千
的水域，显现出壮阔。
高原上，许多民族崇尚“忌
伤生灵”和“万物有灵”的思
想，这应是人类面对自然所需遵
循的法则。山川河流、湖泊树
林，无一不是大自然的馈赠，无
一不是值得崇拜、赞美、尊重的
对象。裸鲤不能食用，树木不能
砍伐，湖泊不能污染，草地不容
践踏。而这种禁忌，不仅符合当
地人的意志，还成了普遍存在于
青海人内心庄严而神圣的生命哲
学，对青海湖流域生物多样性的
发育繁荣起到了保护作用。
陪很多朋友去过青海湖，凡

初夏的午后，依湖而坐。眼
看着春天的蓓蕾，已然从干枯的
树枝上冒出，又像是受到魔法驱
使，长成了直径一英寸的嫩绿枝
条。枝条的顶端附着一朵沉郁
的、被称为龙胆的蓝花，零星遍
布于青海湖流域温暖潮湿的凹
地、河边、沟叉。此外，还有紫
红的卷叶黄精，粉嫩的报春，淡
蓝的马蔺，艳黄的蒲公英、金露
梅，或清雅，或浓烈地开放。
青海湖被群山簇拥，湖泊面
积 4500 多平方公里，最大水深 32
米，湖滨宽阔平坦，牧草丰盈，
入湖河流多发源于周围山地，占
全 流 域 河 流 入 湖 总 水 量 的 80% ，
是中国第一大咸水湖，也是全世
界最美的湖泊之一。
其中，源于湖西北疏勒南山
的布哈河，是入湖水量最大的一
条河。从曼滩日更峰北麓，经天
峻县河口，向东南流入青海湖。
河口处，被冲积为平坦的三角

汨水源
黎孝民
汨罗江，是湖南平江、汨罗
汨罗江，江名特殊奇异。它
人 的 母 亲 河 。 她 就 像 一 位 慈 母 ， 从躺在岁月角落里泛黄的古字典
割舍不了对骨肉亲情的牵挂，用
中走出来，“汨”与“汩”字形相
甘甜的乳汁，滋养着世世代代的
似，古义相近，像一对孪生兄
两岸儿女和阡陌纵横的万顷良田。
弟。“汩”意为治理，或涌出的泉
我几次翻山越岭，涉水过
水 。“ 汨 ” 冠 名 于 江 ， 再 不 与
江，从洞庭湖经汨罗，造访屈子 “汩”通用。
祠，沿汹涌湍急的江流逆江而
平江县因汨水静淌而得名，
上，拜谒平江杜甫墓，到江西修
汨罗市的命名也来自汨水。也许
水县寻觅汨罗江源头的踪迹与根
是北方的河流都叫河，而南方的
脉，到台湾诗人余光中祭屈诗笺
河流都称为江的缘故，这条从修
《汨罗江神》 的诗行中去找寻“蓝
水流淌到洞庭湖的河流就叫汨罗
墨水的上游是汨罗江”的意境。
江，千百年来，生生不息，奔腾
汨罗江，是一条从修水县黄
不止。
龙山梨树埚山谷里发脉的河流。
汨罗江是一条名不经传的小
黄龙山，是湘鄂赣三省交界的天
河流，一直在漫长的岁月里静默
然屏障和自然分水岭，山川深
流淌，即使你在地图上认真查
重，钟秀奇多，谷幽林静。
找，它也并不显眼。
那一股股清泉从山体无数奇
但汨罗江，却注定也是一条
峰异石的褶皱里与岩缝中渗漏汩
不平凡的河流。它从历史的硝烟
出，迂回曲折的万千条溪流，一
和血雨腥风中走来，千百年来，
路上跌跌撞撞，躲躲藏藏地拥挤
过一座形如巨牛的石牛寨。万涓
成流，这时的一江碧水，宛如一
颗流动的祖母绿玉石，在山谷中
静静地流淌。
每年雨季，江水跳过龙门
桥，纵深奔流。待河床开阔平稳
后，流到平江县的长寿街、嘉义
镇和汨罗市境内便已成浩荡之
势，如一条苍龙延绵向西，潺潺
地流泻到烟波浩渺的洞庭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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梳理往事，忆及儿
时，过端午节是我非常
期待的，看得见，闻着
香，吃得着，着实是一
番难忘的幸福时光。
早在 20 世纪 70 年代
中后期，开始有些记忆
的我，就格外喜欢吃糯
米，可能是与妈妈的手
艺有关吧。粽子更是让
我一见钟情，情有独
钟。我喜爱它特有的清
香与糯米之间的味道，
甚至有一日三餐全食粽
子的经历。
有一年的端午节，
我和几个同学从县城里
的学校回家，一路上，
别人家窗户飘散出阵阵
的粽香，让我们馋得迈
不动腿，真想一口气吃
上几个香喷喷的粽子。
我到家放下书包，
直奔厨房，看见妈妈正
在灶台上煮着刚裹好的粽子，特有的清香扑面
而至，真想立即掀起锅盖，一饱口福。“再等一
会儿粽子就好了。端午端午，就是以中午为
主，我们家中餐就吃粽子，还有你喜欢吃的红
枣粽子呢。”几十年过去了，妈妈那时的话至今
还在耳畔回响。
午餐果然是粽子宴。剥去热气腾腾的粽
叶，白胖胖的糯米粽子香气四溢，格外诱人，
我用筷子戳着粽子尾部，再用尖尖的粽头蘸些
红糖，一口咬去，那种糯爽的滋味在口腔里久
久回味。我一口气连吃了 4 个粽子，还是意犹未
尽，妈妈见状，再三叮嘱糯米不易消化，千万
不可多食。
记得初中时的一年端午节，我刚从外面看
完龙舟赛回家，看到妈妈正在包粽子，动作娴
熟，一片片粽叶在她手中快速旋转成宝塔状，
用一根筷子放在中央，用勺子盛满粽叶的所有
空间，再用筷子上下来回抽动几下，用手使劲
压压糯米，迅速用细麻绳将眼前的粽子“捆
绑”到位，整齐有序，宛如一只只放大的菱
角，如此完美快捷的包裹方式，真让人看得眼
花缭乱，在一旁的我忍不住伸手一试，结果不
是包成歪瓜裂枣就是大小不一的“丑八怪”。
说起粽子，不得不提我家粽叶的来历，每
年端午节前几天，妈妈总会安排我与姐姐们带
上几包补品，开展一次有意义的户外“旅行”，
走七八里山路到乡下的大舅奶奶家，那时她家
有很大一片天然的粽叶地。端午前的这种经
历，既传递了孝敬长辈的情意，又能让我们享
受到采摘粽叶的快乐与辛劳。钻进那片绿油油
粽叶里，虽然我们总会被蚊虫追着叮咬，但妈
妈交办的任务都能出色地完成。
每次吃完粽子后，妈妈会将我们留下的粽
叶，选“长相”好且宽大无破损的，小心翼翼
用清水浸泡洗净，等晒干后来年可以再用，避
免浪费。
时光匆匆，如今，妈妈离开我们有好多年
了，但家里仍留着几把她老人家当时用细麻绳
对折捆扎好已经发黄的粽叶。岁月悠悠，见物
思亲的感受总是让人浮想联翩，过目不忘，亲
情再现。

洲，逐年向湖中延伸，与鸟岛相
连，吸引着成千上万的候鸟来此
营巢、孵卵。而且，布哈河还是
稀有水生物种、青海湖裸鲤逆流
而上，产卵育子，复又重返湖中
的主要河道。
夏天的青海湖，阳光充足，
生命力活跃的食物链主宰着这里
的一切。湖中营养丰富的裸鲤，
是候鸟的佳肴。湖岸滩涂、三块
石、鸟岛，有机物、淡水、浮游
生物丰富，连生长着苔草、扁穗
草、杉叶藻等植物的沙岛，都成
了众多禽鸟的育雏区和栖息地。
蓝色晴空，壮阔幽静。沙滩
之上斑头雁、鱼鸥、白色秋沙
鸭、白琵鹭身后，蹦蹦哒哒，紧
跟着急于张开双翅的小鸟。小鸟
知道，自己的羽毛已然变得丰
满、浓密，禁不住闪动着一双玻
璃球般晶莹透亮的黑眼睛左右顾
盼，期待着在细纹波动的湖面上
自由飞舞。
碧蓝的湖水、白色的天使、
清澈的河流、鲜艳的野花，足以
勾画青海湖夏日斑斓的色彩了
吧！此刻正是中国内地酷暑难挨
的时节，清风中，早已在三月的
川西坝、五月的玉龙山脚下开过
的油菜花，却正在青海湖畔，以
汪洋恣肆、浪涛般涌动的骄傲姿
态，盛开，盛开，不断地盛开。
装点着草原，涂抹着大地，映衬
着辽阔无垠、波光盈盈的湖水。
多少年来，不知有多少人为

滔滔江水日夜不停地诉说着发生
在这里的故事，有明朝朱洪武血
洗这片土地的残酷，有太平天国
石达开从这里杀开一条血路冲出
清兵重围的悲壮，有北伐时汨罗
江战役的惨烈……
公 元 前 278 年 ， 62 岁 的 屈 原
在绝望和悲愤之下投汨罗江河泊
潭殉国，一千多年之后，唐朝大
历 五 年 （770 年） 冬 ， 59 岁 的 杜
甫也在汨罗江平江县安定镇小田
村段的一条小船上病逝。中国古
代两位伟大的诗人，就这样魂归
汨罗江。
汨罗江，它并不是因为自东
向西流动的特殊性而出名，也不
只因为历史上风云激荡而闻世。
它像一条洁白的哈达，从幕阜山
山脉的群峰里款款地飘落下来，
流经江西与湖南，带出了平江的
杜甫和汨罗的屈原两位诗人，他
们都长眠在了汨罗江江畔。从
此，屈原与杜甫的诗行，千百年
来一直流淌在汨罗江的江水之
上，让一江的江水铺满了诗意。
从此，这条江流名声鹊起，蜚声
华夏。
下图：汨罗江
来自网络

青海湖灿烂的夏日惊叹、驻足、
流连。不知有多少人为那青绿色
的湖、黄色的花，为冰雪如银的
祁连山峰下，鲜艳、热烈、纯粹
又不失优雅的环湖奇景如痴如醉。
任何微小的事物，都能构成
美妙的风景。
身居内陆的青海湖，于短暂
夏日聚起的热浪，让人们纷纭而
至，尽兴而归。

清明浩荡
夏天也是牧民最繁忙的时
候。剪羊毛，打酥油，储备过冬
的干牛粪。收割地里的青稞、燕
麦，挑选肥壮的牛羊出售，修复
完善自家的草场，在温暖中享受
生活。周而复始，乐此不疲，日
子过得充实又满足。
一年一度的赛马会、歌会，
庄严的祭海仪式、裸鲤放生节，
也都选择在夏季。届时，盛装的
女子款款而立，与鲜花媲美争
艳，暗送秋波；健壮的男人骑马
射箭，摔跤，豪饮，谈情说爱。
可这热腾腾的一切，最终会
全部融化于青海湖天然的色
彩——朝露中静静浮现、晚霞中
隐隐遁去，因天气、光线折射，
明暗度迥异，出现的深青浅绿。
深青浅绿是湖泊的容颜，是
湖泊的心境，曾一度成为人们心
中寂寞和孤独、憧憬和乡愁的沉
静之色，象征着法国古典主义崇

尚的青涩淡雅，又似明代画家沈
周所追求的“丹青隐墨墨隐水，
其妙贵淡不数浓”的境界，是人
有所顿悟之后，冥合于自然天性
的真情皈依，藏于内心，始终遥
望着的，无法实现的愿望。
我久久地凝视着湖水，让我
得以周身沸腾，血液交融，忘情
的湖水。凝视着，久久地，无法
转移自己的目光。
青海湖的美，来自大自然坦
荡的胸怀，来自鲜花迎送、河流
淙淙、鱼翔鸟鸣，草地芳菲的天
地人间，那调和的流畅，季节的
更替，未知世界的边缘。
飞鸟往来，花开花落。无论
繁华似锦，无论斗转星移，青海
湖总是这样，拒绝凡俗，将尘世
风烟渐渐淡去，过滤为一个静谧
的空间、一个沉默的世界、一个
清洁的天堂。
最终，青海湖的夏天清明浩
荡，无敛无迹。
只有母羊恋子的回声发出阵
阵颤音。
上图：青海湖畔油菜花开
张力涛摄 （人民图片）
左图：青海湖水 辛 茜摄

行天下

凤栖千户寨
提云积文/图
选一个周日，骑行去朱旺村。朱
旺村位于山东莱州，在早年还有一个
名字叫作千户寨。这个名字来自传
说，如结合莱州史料分析，古时此地
为海防要塞，曾有驻兵，千户本为军
职，寨便为兵营。听此地的朋友介
绍，很久以前，有勤快的老人早起务
农，看到有凤凰舞着金羽自东而来，
飞到寨子东面一棵高大的梧桐树上迎
风欢啼，引来霞光万千。
到达朱旺村的时候，是上午八九
点钟的样子，明净欢快的阳光，铺满
进村的石桥，桥边绿色的垂柳轻拂石
栏。石桥横跨了朱旺河，河水自东南
而来，在村前绕了一个弯，向西北渤
海而去。绿柳、鸟鸣、小桥、流水、
人家，勾描了一幅人世间丰美富足的
水墨重彩画。
朱旺村建村历史已无从考证，在

村子里行走时，问询遇到的每一位老
人，家里是否有祖传的家谱，或族谱
之类的传世文书，我想从创谱序等类
似于近代书籍序言的文字中获取一些
资料，或者是看出一点儿端倪，老人
们的回答皆言无存，不能不说是一大
憾事。
但朱旺村可以观瞻的遗迹颇多，
除了海水祠，村内还有两条青灰的砖
路，两旁是屋脊高耸的海草房。海草
房被认为是胶东沿海最具原生态民居
特色的老房子。这些海草房多则二百
余年，少则也一百余年，皆保存完
好，秉持了其始立于此处的原状。只
有岁月所呈现的青灰色，从每一座海
草房漫漶出来，描画了当下时光的安
宁静美。
在一处老宅前的空地上席地歇
息，身后是一株高大的刺槐树，粗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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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海湖的深青浅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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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树干在阳光下泛着鲜亮的黑，沧桑
古意已被润泽的光包容，含苞的蕾缀
满树枝，有暗香袭面。
听得门环声响，转头时看到一位
老太弓着腰身出来，坐在自家门前的
台阶上，阳光照着满头灰白的发，猜
测年纪在 80 岁左右的样子。
上 前 攀 谈 才 知 ， 老 太 已 94 岁 高
龄，记性颇佳，思维不见半点停滞。
村子里百岁以上老人有 4 位，90 岁以
上 的 老 人 有 37 位 ， 80 岁 的 老 人 就 更
多了，皆颐养天年。
来朱旺不能不去看海。朱旺是一
座因海而生的村庄，也是因海而盛的
村庄。去看海，须经过海水祠遗址。
出村子即见到路北有一高过平地的土
堆。田野铺满麦蒿的黄花，蓝天高
远，土堆独立于此。酸枣树不知何年
覆盖了土堆，枝干粗过一握，土堆上
有散乱的青砖冒出覆盖的泥土。
海水祠的兴盛已成云烟，很难想
象秦皇汉武于此临海凭风的豪迈之
气。此地传说至盛唐贞观年间，李淳
风与袁天罡奉旨祭海，他们二人夜观
天象，根据东莱星野重新确立了祭海
的位置，东海神庙始成，海水祠渐隐
于时光深处。
海水祠再向西不远便是太平湾，
太平湾属于莱州湾，莱州湾又属于渤
海。海滩上散布着赶海的游人，不时
地传来人们嬉戏的欢笑声。海鸥，这
大海的白色精灵，在人们的头顶上盘
旋舞动，时而也会落到海滩上觅食。
胆子大的海鸥，甚至会在海滩上与游
人相互追逐嬉戏，它们与人类共享这
片海滩。
远处，有帆影向港口码头归来，
红旗在桅杆上闪着耀眼的红。还有大
型的货船拉响了汽笛，或启航，或归
来。现在的太平湾已不单纯是早年的
渔船避风港。2013 年，当地村民入股
成立了山东朱旺港务股份有限公司，
与烟台港集团合作，投资 1 亿余元，
兴建了现代化的集装箱码头，现在的
太平湾停泊的是万吨远洋巨轮。
在朱旺，所看到的一切，所听到
的一切，都是新时代新农村的样子。
上图：朱旺村一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