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雄伟壮丽的祁连 风光



86 2019 年第 1期

CULTURAL HIGHLIGHTS文化采撷

母亲说，我是太阳升起时生下的。那

一天是腊八节。“初八、十八、二十八，生 

下的娃儿是富疙瘩”，无疑，父母对我寄

予了深深厚望。

祁连山就在我的脚下，打小看着山长

大，抬头是山，出门是山，我似乎也就成

了祁连山上一种自然而然的存在，一块与

祁连山不分不离的石头。正如诗人所说：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

土地爱得深沉……”1985 年，我从师范学

校毕业，又毅然决然回到了这里。我就像

大山放飞的风筝，不管飞得多高多远，都

会顺着那根线回到她的怀抱。

祁连山豁达、大气、包容，她不像喜

马拉雅那样有理无理就把头抬起，把头颅

昂得老高老高，大拽拽地不想理人；她和

蔼可亲 , 从不装模作样，翻过了一山又一

山，越过了一岭又一岭，不断迂回，不断

延伸，气魄很大、城府很深；她不以其高

显示其大，把高大和巍峨藏在宏大磅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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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碗麦子，炒熟，就是母亲滋生奶水喂我

的补给。一条裤子老大穿了老二穿，我一

天天长大，祁连山是温慰我灵府的炭火，

是我年少青春唯一的靠枕。祁连山的山泉、

山药、山果、山鸟、山兽，山上的一草一木，

养育了这一方朴实而勤劳的人民，因为大

山的恩赐，所以村民便习惯地称自己为山

民，仿佛自己就是这厚实的祁连山上的一

棵树、一株草。及至稍长，跟父辈们在山

中放牛、放羊，用架子车拉煤，采蘑菇、

挖虫草，都是常有的事。祁连山就这样延

续着一代又一代的生命。

多年来，我眼望着祁连山，捧读着祁

连山，抒写着祁连山，且无数次穿行在祁

连山中，抚摸着其雄浑粗犷的筋骨，感觉

是那样有力、那样挺拔。祁连山山峰陡峭，

棱角分明，直刺蓝天；她是那样深邃，山

重水复，深不可测，一山更比一山高；她

又是那样美丽，正如明代诗人郭登《祁连

山》所云：“祁连高耸势岧峣，积素凝花

尚未消。色映晶盐迷晓骑，光是玉树晃琼

瑶。”终年白雪皑皑，在阳光下银光闪闪，

一直漫延到山腰，有的地方又漫延到山脚；

有时突然抬头，山与天连成一片，变成了

厚厚的云海；山谷松柏成荫，山下草原广

袤，如毡如毯。

祁连山有丰富的冰川，不断涵养着水

源。祁连山中有许多山间谷地，从东到西，

流淌着一条条冰雪融汇的河流。石羊河、

黑河、托莱河、疏勒河、党河流经河西走廊，

滋育了这片土地和这里的人民。

历史是一条穿越时间的路，从走廊向

西，向西，过了张掖，到了楼兰……连绵

起伏的沙漠金黄得就像汉代的驼队，盛唐

的丝绸，往返于丝绸之路。祁连山，“天

之山下”水草丰美的草原，至今仍被当地

气派里，那层层叠叠的大山，就像是埋伏

着的千军万马。我不止一次地膜拜在她的

脚下，仔仔细细地打量，发现从它的脑袋

里飘飞出来的思绪，竟然是蓝天上那些搏

击苍穹的雄鹰。冬天的祁连山，就像一个

牧羊人，穿着一件白茬子皮袄站在风暴里，

黑云压城不低头。

祁连山是河西走廊的生命之山。我出

生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中期，那时依旧是

一个贫穷的年代。父亲从麦草中拾出了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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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称为天境。雪域高原、大漠戈壁的极端

地貌，湿地、丹霞、沙漠、草原、花海无

一不有，造就了只有在中国第三阶梯才能

看到的南国景观和风韵。

祁连山下的张掖，七彩丹霞、冰沟丹

霞、平山湖丹霞，色若赤丹，貌如喀斯特

矗立，引得游人若织。康乐草原，千里碧

野，是中国最美的六大草原之一；山丹

军马场，当今世界最古老的马场，公元前

121 年由西汉骠骑将军霍去病始创，距今

已有 2000 多年历史；扁都口万亩油菜花，

与草原绿野相连，宛如一块天然的地毯……

我总以为祁连山就是置放在金丝绒上的一

台古琴。大西北，用它风的手指，以八声

甘州调弹奏着《霓裳羽衣曲》，那悠扬的

声波有时像长调一样苍凉、高亢而又辽远，

有时又像呼吸深沉而又植入心脾，余音袅

袅，绕梁三日。祁连山的性格，时而忧伤，

时而狂放。前些年，沙尘暴袭来，黄尘滚滚，

就像搅拌着黑河的河水顿时灌满了天地间，

大千世界，一片朦胧，一片混沌。祁连山

愤怒了，大草原十分疯狂，疯狂得就像发

怒的野兽，疯狂得就像草原上几万匹奔腾

的野马群！一望无际的水柱，漫天的黄潮，

祁连山就是用这种天昏地暗吞吐洪荒的气

势倾泻心潮，澎湃愤懑！祁连山，有一种

不可冒犯的威严！

雪花终于向祁连山落下来了。暴风雪

就像一个哭累了的孩子，乖乖的，不再吵

闹了。黑河如谦谦君子，穷则独善其身，

达则兼济天下，就这样一直流向了居延海。

风沙从源头上得以治理，沙尘暴像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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怒的雄鹰收敛了它风的翅膀，静静地蹲在

岩石上，就像一坨被愤怒烧黑了的炭。狂

放的风不再撒野了。山下风暴一样沸腾的

马群被套马杆套走了。静下来了，山上、

山下静得就像睡着了的大海，静默得只有

苍鹰从辽阔的蓝天上飞过。此时此刻的祁

连山，俨然是旷野里一个累倒了的牧人。

祁连山，你是大草原上的一头苍狼，

在那个饥饿的年代，我们吃过你的奶；可

是过度的索取，甚至将你弄得遍体鳞伤，

但你却从来没有一声怨言；你用神性和乳

汁哺育着脚下的这片土地和英雄的游牧

民族……

夕阳向晚。眨眼之间，我已在祁连山

下走过了五十多个春秋。可作为一个儿子，

我永远忘不掉养育过我的祁连山。她是我

成长路上的引领者，她是儿子的奶娘呀。

祁连山，是横亘我心中的大慈大爱。

在祁连山下，我所工作的地方叫张

掖，取意为“张中国之臂掖，以通西域。”

三十多年间，为了当初那个美好的梦想、

为了实现回家乡的初心，也为了不再二人

穿一条裤子，我近乎发疯般地工作，在课

堂上潜心教书，在课外学农地上，犁地、

捆田、灌水、打坝等，样样做过，献了青

春献热情。我是吃着黑河的水，在祁连山

磬如坚石的臂膀呵护下长大的，作为一个

赤子，就应好好报达父母。

祁连山，魂牵梦绕的祁连山，我的身

体中流淌着你的血液，我已深深融入了你

的体肤；在我的记忆深处，你定格在我的

心中，永永远远……■

祁连 秋 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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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经》中说，女人是男人身上的一

根肋骨。若真如此，那么黑河与所有的河

流一样，都是大山身上抽出的一根根肋骨。

几乎所有的河都生自大山，奔向大海。

只有内陆河不是，黑河不是。像黑河这样

一生在旷世的荒凉中作永恒祭献的内陆河，

在这个星球上，虽然最终成名成系的并不

算多，但默默无名的却数不胜数。

据有关资料显示，位于甘肃青海两省

交界处的祁连山，孕育、维系了河西走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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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十分有利于古代的交通发展，这也是

祁连山北麓形成了古代著名的丝绸之路的

原因。

从河西走廊的东面算起，石羊河对应

着武威，大西河对应着金昌，黑河对应着

张掖，北大河对应着酒泉和嘉峪关，昌马

河对应着玉门，党河对应着敦煌。因为黑

河在这些河中水量最大，张掖也就成了河

西走廊最大的城市。

当然，河西走廊也还有很多大大小小

的河流，如洪水河、山丹河、隆场河等，

但他们一如黑河一样，都是生于斯，死于

斯的内陆河，最后，全部献身于千里河西

走廊，催生了数万顷绿洲。

黑河是一条知恩感恩的河，生于高山、

长于大陆，却没有背叛大山和陆地，与同

类携手逃入大海。大海啊，在几乎所有的

河流眼里都是一个天堂，一个歇息的港湾，

一个迷人的归宿。但海洋有那么多的水，

亿万年以来，人类却不能直接饮渴。海洋

的水再多，也从不能赤条条地染绿一棵小

草、一株树木，或喂大一个婴儿。

黑河水奔流不息，慷慨地浸润着这片

广袤的田野。正是她的浸润浇灌，才有了

这名震古今的乌江贡米和临泽红枣，才有

了“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

的诗意牧场。河西走廊行走在张掖，才构

筑了极为厚重的黑河文化、农耕文化和游

牧文化等相互交织的丰厚底蕴。

弱水是她的雅称，河道自然流畅，河

岸天然雕饰，两岸的树木、庄稼，长势茂盛。

不远处有飘摇拂动的丛丛芦苇，暗红色的

芦苇棒早已藏在嫩绿的苇叶之间。松软的

岸边，阵阵湿气迎面扑来，使人神清气爽。

千年奔涌的黑河水，委婉地讲述着中

华民族古老的热血传奇：禹帝疏弱水而导

合黎，西王母与穆天子瑶池相会，老子骑

青牛而没流沙，霍去病大败匈奴于祁连山

下，苏武牧羊的悲壮历史，玄藏、法显取

的黑河、疏勒河、石羊河，是三大水系 56

条内陆河的主要水源涵养地和集水区。

在河西走廊，从东到西，这些内陆河

大家族，均匀地分布着，每隔一段距离，

就有一条河流出现，这种均衡出现的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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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从这里经过，从《诗经》那一首首脍炙

人口的诗篇，从黑河两岸红西路军抗击马

匪的枪声中，我们听到了悠久的历史之声，

看到了壮美的弱水烘托出一个大国磅礴而

高贵的文化尊严。

在黑河岸边，曾听人讲过老子的《道

德经》，“天之道，其犹张弓与？高者抑之，

下者举之。有馀者损之，不足者补之。天

之道，损有馀而补不足。”意思是，天的“道”，

不是很像张弓射箭吗？高了就把它压低一

点，低了就把它抬高一点，拉过了就把它

放松一点，不足时就把它拉满一点。天之

黑河流 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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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是减少有余的东西来弥补不足的。而

人之道，则不然，是“损不足以奉有余”，

使不足者更少，多余者更多。

可黑河水是朴实的，它不懂人间的繁

文缛节，只知道遵循天律，行的是以多补

少的天道。虽然有藤的形状，但从不愿像

藤一样攀龙附凤。虽然，常常游走在穷乡

僻壤，但从不嫌贫爱富。

老子说：“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

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於道。”他告

诉人们，最善的圣人是像水那样，乐意滋

生万物而不与万物争功，它心甘情愿待在

众人不愿待的地方，所以就接近于道了。

其实，水也有好恶之分，黑白之分，

急缓之分，清浊之分。有的水懒惰成性，

常年躺在那里，一动不动，任它爬满了虫

子和细菌；有的水吞噬了草地还不满足，

仍贪婪地卷走牛羊、房屋、人群……依然

还有余恨袅袅；另外一些水却能够不断抽

出自己的鲜血，救活干枯的草树、焦渴的

人群，无私抛洒着爱的甘露。而黑河，中

国境内第二大内陆河，就是这样一条河：

选择顺天道而行，不断损耗自己的汗、泪、

血，去湿润每一粒沙子，喂养每一个或小

或大的新生命，尽可能多地去染绿河西走

廊的片片沙漠。

黑河，承载着祁连雪的精魂，昼夜不

停、川流不息，一路滋润着河岸边的父老

乡亲。她从青藏高原北部的边缘山地穿行

于高山峡谷，流过鹰落峡，流过苍莽辽阔

的张掖大地，流过一望无际的大漠和草原，

流出走廊，进入东西居延海；她流经古朴

的秦砖汉瓦、典雅豪放的唐诗宋词，流向

数不清的沟沟洼洼；她有过痛苦的挣扎，

最终流入额济纳旗，流向生命，滋养文明。

她使那里变成了绿洲，挡住了风沙的侵袭，

把河西走廊、内蒙古草原连成一道生态屏

障，将大山给予的爱全部留在了山与山之

间的沙漠。她相信，自己的生命与绿洲同

在，与喊渴的张掖父老乡亲同在，与这片

大地上的牛羊、胡杨、红柳、沙枣花同在，

与已有和将有的塞外之春华秋实同在。

黑河，是一条感恩的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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