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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源，也许很多人有些陌生，但说起青
海湖，一定是老幼皆知。 门源就是青海湖北
岸的海北藏族自治州下辖的一个回族自治
县，地处祁连山系东端，海拔高、地貌复杂。

北部祁连山麓群峰终年披雪耸立， 云
遮雾绕， 南部达坂山高拔陡峻， 粗犷伟岸，
东有碧水翠木相连的仙米国家级森林公园，
青山绿水， 鸟语花香； 西面是尽显北国风
光的岗什卡雪峰， 峰顶常年积雪， 晶莹瑰
丽， 宛如一条玉龙， 蔚为壮观。 中间就是
一片极富高原特色的田园风光区， 平畴如
织， 阡陌纵横， 广阔的草原与百万亩油菜
花海紧紧相连。 蓝天、 雪山、 草原、 花海、
村庄、 再加上回、 藏、 蒙多种民俗文化和
绚丽多姿的民族风情， 构成了门源丰富多
彩而又充满诗情画意的人文景观。 特别是
门源那具有强烈视觉冲击力和嗅觉冲击力
的油菜花， 就如同西部歌王王洛宾在海北
创作的名曲 《在那遥远的地方》 一样， 是
海北人的骄傲， 更是门源人的自豪。

我曾多次去门源， 每每走进门源， 都
让我迷醉其间， 流连忘返。 尤其是今年七
月我去门源采风， 竞相怒放的油菜花， 恰
似一片金黄色的海。 雪山作背景， 花景与
蓝天白云、 高山流水、 林海草原和独有的
民居、 蜂农等交相辉映， 变幻出一道道独
具特色的迷人风光， 恰如走进一幅浓抹重
彩浑然天成的巨幅油画， 万千气象， 美丽
而壮观。 油菜花清醇的芳香， 熏透了整个
门源盆地！ 蝶飞蜂舞， 花香袭人； 那自然

的生态美， 朴素的古典黄， 张扬奔放， 气
势磅礴， 铺天盖地而又淋漓尽致地绽放，
让人领略到人在画中行的欢欣和快感。 此
刻， 眺望祁连山， 山巅银装素裹、 云雾缭
绕， 山下草原无际、 牛羊成群， 山间林海
莽莽、 雄鹰翱翔。 烟波浩渺的青海湖呈现
出醉人的蓝色， 而金灿灿的油菜花， 熠熠
耀金， 宛如金色的大海， 恰似千重麦浪，
气势磅礴， 震撼人心， 叹为观止。

此情此景， 让我减速慢行， 端起“长
枪短炮”， 欢喜地步入油菜花地。 碧绿杆子
上的朵朵油菜花， 有的含苞待放， 有的迎
风初绽， 欢快的摇曳着。 单看那一株花,就
充满万种风情， 嫩绿的枝干， 金黄的四朵
花瓣， 娇艳欲滴地生长在苍茫雪原的绿洲
深处， 傲视着天下名花异草， 独领一种不
惧霜寒的风骚。 那大片大片的油菜花海，
就像望不到边的地毯， 一直延伸到天的尽
头。 在高原深蓝的天空下， 冰川与花海、
蓝天与雪山， 成就了博大壮阔的特有奇观。

我漫步花海， 思绪在飞扬： 素面朝天
的油菜花， 外貌极为平凡， 它花期短， 花
瓣细， 颜色单一， 既没有牡丹雍容华贵的
国色， 也没有荷花“出淤泥而不染” 的情
操， 更没有桃花“娇如醉” 的妩媚。 然而，
平凡、 简单且色彩单一的油菜花， 芬芳清
纯， 典雅朴实， 自始至终充满朝气， 充满
自信， 充满活力， 充满希望， 给人们带来
温馨和清新， 让人们享受着淳朴、 淡定与
和谐。

这就是门源的油菜花———全国最晚开
放的油菜花， 虽然平凡， 但拥有自己的精
彩。 它们用朴素渲染色彩， 以平凡塑造铿
锵感人的乐章。 走近花海， 你就有了醉心
天堂的感觉！ 这里的油菜花与南方丘陵地
区油菜花所勾画出的画面有所不同： 南方
的油菜花也金灿灿， 黄澄澄， 让人感觉到
的是一派明媚春光！ 但难以领悟到那种在
蓝天、 白云和雪山映衬下张扬自然而不屑
它顾的威力。

有史以来， 油菜花就是一种被人们忽
视的花。

在南方农村， 每到入冬前夕， 农民们
就见缝插针地在宅院田间播下油菜籽， 作
为来年增加收入的一种经济作物。 油菜耐
寒， 过冬后便沫着春风春雨开花结籽， 到
夏天收获， 以籽榨油， 年年如此， 习以为
常。 所以， 人们从来没把它们当作一种美
丽的花卉对待。 那时候， 乡村里爱美的女
孩子宁愿采摘路边的野花插在头发上， 也
不会把油菜花捧在手上。 原因很简单———
太普通了。 家家都种植着油菜花， 甚至墙
缝里， 田坎边， 所有你能想到的甚至你想
不到的地方都有它们的身影。

然而， 改革开放的春风吹进门源， 让
聪明的门源人别出心裁地在“世界屋脊”
青藏高原上造出了一片宽阔无际的油菜花
海， 成就了一道美丽而蔚为壮观的人造景
观。

当你迈开步子走进那芬芳的花海， 享

受着大自然送达的激情和活力， 你会感到，
这不仅仅是观赏， 更是一种愉悦和陶冶。
同时， 这片油菜花海搭建了一个让世人了
解门源、 走近门源的绚丽多彩的天然大舞
台， 这个舞台一经搭建， 引来无数英雄竞
折腰。

此时此刻的南方， 已经是酷暑难耐，
油菜花早已结籽并被榨成菜油了。 由于地
理位置和纬度的不同， 此时青藏高原上的
门源盆地夏似春， 正是油菜花盛开的时节。
逐花酿蜜的养蜂人， 云集到这里。 田边路
旁， 排满了蜂箱。 菜花的芳香， 蜂蜜的纯
净， 青稞美酒的醇烈， 让人如醉如痴。 还
有那文人墨客， 集结而来， 或写作、 或吟
诗、 或画画、 或摄影， 为观赏油菜花编织
了又一道独具特色的风景， 为古老的门源
演绎了改革、 发展的新篇章， 改变了人们
对青海的印象。 杜甫诗云： “君不见青海
头， 古来白骨无人收”， 青海自古给人荒
凉、 封闭、 偏远的印象， 被门源油菜花海
所展示的磅礴之美、 雄浑之美、 厚重之美
以及风俗淳朴之美和人与自然的和谐之美
所取代。

是呀， 这里风情独具， 生机盎然； 这
里风景如画， 豪放浪漫。 浓郁的民族风情，
悠久的民族文化， 浓厚的文化底蕴， 使门
源犹如一颗璀璨耀眼的明珠镶嵌在祖国的
大西北， 在雪域高原上呈现出一幅祥和、
宁静、 美满、 幸福的优美画卷。

明年， 门源的油菜花一定会更加璀璨！

澧水盛生兰 ， 又
名 兰江 。 主 流 三 源 ：
北杉木界， 中绿水河，
南龙家寨， 三源并流，
汇唱桑城， 故称澧源。
汇流三百条 ， 狂奔八
百 里 ， 途 经 八 县 市 ，
融入洞庭焉。

余观夫澧河之峻
秀 ， 精粹在乎干支三
水也 。 五道水靛蓝可
掬， 古土司边关能辨。
七眼雪泉， 浅唱低吟，
悬溪纵横， 青草婆娑，
石壁峭松， 线天斜阳，
磐石抖雄， 挺卧险江，
绿潭剔透， 花缀藤芳，
常有落英， 远飘水香。
苍鹰旋空， 浑叫回壁，
村姑亮嗓、 溪畔歌放。

溇水源出鄂境七
垭 。 河床狭窄 ， 岸陡
壁险 ， 水天同宽 ， 古
木 参 天 。 原 始 古 朴 ，
稀见人烟， 神秘幽邃，
排筏如箭， 碰撞簸颠，
惊魄百滩。 民乐趣钓，
鱼美蟹鲜。 平静如镜，
十里长潭。

渫水有三源 ： 北
源五峰南香坪 ， 中源
石门高家界 ， 南源湘
北金家河 。 三源汇合
龙洞北 ， 悠然绕行壶
瓶山 ， 流经所磨皂三
镇， 盛产浪雪化奇石。
乳黄深红浅紫 ， 石色
五彩缤纷 ， 椭圆棱方
规条， 形状千姿百态。

水急勒缓 ， 拦腰

筑堤 ， 变溪成湖 ， 化
动 为 静 ， 蔚 成 三 景 ：
江垭蒙泉官亭 ， 人造
宛若天开。

江垭壁峡 ， 九溪
汇流 ， 大坝横截 ， 平
湖 高 现 。 镜 映 群 山 ，
葱郁林染， 温泉腾雾，
胜地休闲。 宋卫古城，
倚湖楼立， 老街井然，
驼峰耸尖。 东达洞庭，
西通鄂渝， 诸夷襟喉，
曾辖十县。

宋杰庭坚 ， 命笔
蒙泉 。 奇峰矗长 ， 群
岛 列 磐 。 湖 光 碧 耀 ，
曲波衔山， 仙纱绕峰，
松立岩巅。 竹荫蔽日，
白鹭栖眠。 渔网连片，
舟帆点点。

官亭多山 ， 内空
外坚 ， 人工造湖 ， 惊
羡 天 仙 。 湖 中 三 岛 ，
勾畅相连， 湖倚山秀，
山靠湖鲜， 无山不洞，
洞多石幔。 三百溶洞，
穿行扣环， 游人欣往，
乐醉忘返， 连行三日，
凡夫变仙！

奇水秀山 ， 潜育
人品 ， 澧水河边 ， 英
烈 辈 出 。 向 王 大 坤 ，
叱咤风云， 抗击暴横，
揭竿起兵。 贺家云卿，
打富济贫 ， 南昌大起
义 ， 举旗缔红军 ， 跟
随共产党 ， 扫霾扭乾
坤 。 狂涛越千年 ， 淘
尽多少人 ， 秉烛祭河
神， 仰天唤英魂。

从雪峰山湘黔古道下来， 一路山势
逼仄， 你要抬起头， 才能看到山上的蓝
天。越过江口、月溪，到平溪潭口，两山猛
然挣着靠近，想要蛮横挡住什么一样，不
料一条清溪从洞口一般的谷底悄然挤
出，山口变得豁然开阔。两边青山如漏斗
口一样绵延张开，中间变为一片平畴，一
江清水从中淌出， 流出不远又与西边一
溪水交汇，形成一洲，洲上林木葱茏，炊
烟袅袅。因为山中洞口的江水深绿成潭，
有人就叫为洞口潭，潭下是个镇子，往来
旅客把此地称为洞口，声名远播，后独立
成县，直至如今。

洞口人把这条绿溪叫平溪江， 江水
夹杂山风逸气一路直下， 滋润了两岸人
家，杨柳一片青青。洞口人说，山野之气，
淋漓酣畅，不可以就这么散失了，便在溪
水下游修建了一座宝塔，命名“文昌塔”，
镇住这片灵气，以“应斗筐六星以厚扶舆
之积，启来秀而蔚人文也”。塔为一地之
标，要倡扬什么，恪守什么，就不言而喻、
自不待言了。

文昌塔立，洞口一地气场丰沛。气场一
足，胸襟变得开阔。外地人经此评说，此地
人杰地灵，气势非凡。戴宗槐、陈与义、方以
智等名士来过此地， 现今的洞口人每谈故
梓，必引外人诗句为己增辉。打旗不必拉大
树，本土诗文璀璨，底气十足，他们几人落
魄潦倒、逃命至此，还不恭维主人几句，倒
是洞口磊落大度， 容其留身生息。 要说有
见地， 诚是方以智也发现洞口是个读书的
好地方， 他也隐居山下， 吟读数年， 洞口
就有处“读书岩”， 注： “明方以智读书
处”， 清人刘纪廉曾作《读书岩记》， 文载
武冈州志·艺文志卷三十七。

当然，洞口先人自有一本账，什么才

气、灵气、英
气、俊气，概
为 文 气 之
表， 修身齐
家平天下 ，
全靠文章垫
底。 百十年
来， 洞口一
域“四会”成
流风， 即会
读书、 会喂
猪、会砌屋、
会种谷 ；犹
以读书修文
为训导 ， 富
家穷家皆举
财力供送子
侄苦读 ，使
得文昌塔气
焰 节 节 高
涨， 含英咀
华之士层出
不穷， 行事
屡屡成就大
手笔。

山野之人， 性情坦荡， 读了书有见
解，行事就更不囿于规矩方圆，胆子大得
没钵载，敢反皇帝，敢打总统。这人是护
国名将蔡锷，他是洞口山门人，十二岁高
中秀才，后到长沙读新学，身材单薄，其
师梁启超认定他是文弱秀才，1900年他
参加汉口起义失败，毅然更名为锷，意为
利剑。1905年，蔡锷留日归来，曾作《登岳
麓山》七绝感怀：“苍苍云楼直参天，万水
千山拜眼前。环顾中原谁是主，从容骑马
上峰巅。” 毛泽东很欣赏这首诗，1925年

他登岳麓山作《沁园春·长沙》感叹：“怅
寥廓，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二人想到
一处了， 后来都成就了大事业。 可曾想
到，英雄原本是诗人。

自从锷公起了头， 洞口将仕百出，
多为儒士， 上马击胡， 倚马可待； 文坛
亦多出武将， 笔底惊云， 犹见风霜。 近
些年来， 洞口子弟在家乡读书考名校，
多在外埠成得大业， 但是难成霸业， 事
业再辉煌、 声名再显赫， 只是丞相才能
幕僚命， 大多脱离不了文人意气的根
子。 这些人呢， 恃才傲物难抱团， 三句
不投就打架； 走到哪里， 嘴里吐不出一
句锦绣言， 骨子里死硬死硬， 事情做得
扎扎实实。 外人均言， 想说爱你不容
易， 想说弃你不愿意。

此中原委道不尽说不明， 你就站到
洞口回龙、伏龙两洲中间的平溪桥上，对
着雪峰山口望一望， 转身看一看河边的
文昌塔，亲近一下身边的山野之风、柔情
之水，你就意会此地文运久昌、钟灵毓秀
的原因了。

久闻宗圣地， 江西
井冈山。罗霄延绵南北，
青峰入云端。 工农武装
割据，革命风雷激涌，朱
毛显非凡。 星星源头火
为，燎原九州寰。

硝烟灭， 群英逝，
时不还。 八十年过去，
天覆地亦翻 。 英烈精
神犹在 ,吾辈更当奋进 ,
服难勇登攀 。 实现中
国梦， 笑傲天地间。

在摇椅上
我想着酒想着湖乡
想着———
剥开一只莲蓬就剥开爱情与鲜嫩的歌唱
在摇椅上
我与青春对视
与那些鱼塘的涟漪和钓鱼人的轻叹对视

仲夏的热风让你遐思
也让我牵着你的目光
一阵长风过后
一阵夏雨过后
莲叶与荷花开始绽放
莲香便是你心中的爱情

小船向湖心驶进
在碧绿的深处
在青春的深处
在一个季节的深处
风，让我闻到了故乡的味道

上路，小憩
酒杯碰撞
年华碰撞
笑声碰撞
稻田，菜园
吊在屋檐下的辣椒
睡在窗台上的小猫仔

我的回忆与阳光下的存在甜蜜的融合
这是七月的湖乡

在摇椅上
我想着酒
想着刹那间就将过去的事情
一个人也许会忘记许多日子
一个人却不会忘记此时在摇椅上抒情的时光

我想知道
一个常在绿色时光中抒情的诗人
其实他获得的就是青春

在非洲的荒漠地
带 ， 有这样一株草。
它默默无闻， 寂然无
声。 从来没有人注意
过它。

荒漠地带少水，
它只能用唯一的一条
主根孤独地蜿蜒盘曲
着钻入地底深处， 寻
找有水的地方。 时光
匆匆流逝， 这株草凭
借顽强努力， 一直在
干燥的沙漠中寻找着
水源。 它一点点积聚
着养分。 它心中唯有
一个信念， 就是要活
下去。

五年了。 某个清
晨， 它突然绽放了蓓
蕾， 进而开了一朵无
比绚丽的花。 这朵花
似乎要占尽人世间所
有的色彩， 它的花瓣
儿呈莲叶状儿 ,每瓣自
成一色： 红、 白、 黄、
蓝， 与非洲大地上空
的毒日争艳。

过往的旅人围在

它的四周啧啧称奇 ，
它的灿烂终于让旅人
们把目光聚焦到它的
身上。 于是， 便有人
告诉旁人： 这不是一
株草， 而是一朵名字
叫“依米” 的花。

依米花绽放着生
命的极致， 但是花期
很短。 两天后， 依米
花随着母株一起枯萎
了， 开花耗尽了所有
的养分， 它走向了生
命的终结。

用五年的时间开
一朵花， 这是依米花
生命的告白。 如果我
们还处在困境中， 如
果我们还在怨天尤人，
想一想依米花的智慧
和理性， 你便能欣然
接受环境给予你的命
运的安排。

相信自己， 勇往
直前， 用一生定要美
丽一次的心情去努力
和坚持， 相信你一定
会获得成功。

门源油菜花
□王克英

从雪峰山湘黔古道下来， 一路山势
逼仄， 你要抬起头， 才能看到山上的蓝
天。越过江口、月溪，到平溪潭口，两山猛
然挣着靠近，想要蛮横挡住什么一样，不
料一条清溪从洞口一般的谷底悄然挤
出，山口变得豁然开阔。两边青山如漏斗
口一样绵延张开，中间变为一片平畴，一
江清水从中淌出， 流出不远又与西边一
溪水交汇，形成一洲，洲上林木葱茏，炊
烟袅袅。因为山中洞口的江水深绿成潭，
有人就叫为洞口潭，潭下是个镇子，往来
旅客把此地称为洞口，声名远播，后独立
成县，直至如今。

洞口人把这条绿溪叫平溪江， 江水
夹杂山风逸气一路直下， 滋润了两岸人
家，杨柳一片青青。洞口人说，山野之气，
淋漓酣畅，不可以就这么散失了，便在溪
水下游修建了一座宝塔，命名“文昌塔”，
镇住这片灵气，以“应斗筐六星以厚扶舆
之积，启来秀而蔚人文也”。塔为一地之
标，要倡扬什么，恪守什么，就不言而喻、
自不待言了。

文昌塔立，洞口一地气场丰沛。气场一
足，胸襟变得开阔。外地人经此评说，此地
人杰地灵，气势非凡。戴宗槐、陈与义、方以
智等名士来过此地， 现今的洞口人每谈故
梓，必引外人诗句为己增辉。打旗不必拉大
树，本土诗文璀璨，底气十足，他们几人落
魄潦倒、逃命至此，还不恭维主人几句，倒
是洞口磊落大度， 容其留身生息。 要说有
见地， 诚是方以智也发现洞口是个读书的
好地方， 他也隐居山下， 吟读数年， 洞口
就有处“读书岩”， 注： “明方以智读书
处”， 清人刘纪廉曾作《读书岩记》， 文载
武冈州志·艺文志卷三十七。

当然，洞口先人自有一本账，什么才

气、灵气、英
气、俊气，概
为 文 气 之
表， 修身齐
家平天下 ，
全靠文章垫
底。 百十年
来， 洞口一
域“四会”成
流风， 即会
读书、 会喂
猪、会砌屋、
会种谷 ；犹
以读书修文
为训导 ， 富
家穷家皆举
财力供送子
侄苦读 ，使
得文昌塔气
焰 节 节 高
涨， 含英咀
华之士层出
不穷， 行事
屡屡成就大
手笔。

山野之人， 性情坦荡， 读了书有见
解，行事就更不囿于规矩方圆，胆子大得
没钵载，敢反皇帝，敢打总统。这人是护
国名将蔡锷，他是洞口山门人，十二岁高
中秀才，后到长沙读新学，身材单薄，其
师梁启超认定他是文弱秀才，1900年他
参加汉口起义失败，毅然更名为锷，意为
利剑。1905年，蔡锷留日归来，曾作《登岳
麓山》七绝感怀：“苍苍云楼直参天，万水
千山拜眼前。环顾中原谁是主，从容骑马
上峰巅。” 毛泽东很欣赏这首诗，1925年

他登岳麓山作《沁园春·长沙》感叹：“怅
寥廓，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二人想到
一处了， 后来都成就了大事业。 可曾想
到，英雄原本是诗人。

自从锷公起了头， 洞口将仕百出，
多为儒士， 上马击胡， 倚马可待； 文坛
亦多出武将， 笔底惊云， 犹见风霜。 近
些年来， 洞口子弟在家乡读书考名校，
多在外埠成得大业， 但是难成霸业， 事
业再辉煌、 声名再显赫， 只是丞相才能
幕僚命， 大多脱离不了文人意气的根
子。 这些人呢， 恃才傲物难抱团， 三句
不投就打架； 走到哪里， 嘴里吐不出一
句锦绣言， 骨子里死硬死硬， 事情做得
扎扎实实。 外人均言， 想说爱你不容
易， 想说弃你不愿意。

此中原委道不尽说不明， 你就站到
洞口回龙、伏龙两洲中间的平溪桥上，对
着雪峰山口望一望， 转身看一看河边的
文昌塔，亲近一下身边的山野之风、柔情
之水，你就意会此地文运久昌、钟灵毓秀
的原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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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诗新韵

绿色时光
□肖正民

水调歌头·井冈山
□张健

洞口平溪山口风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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