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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 茵

新 年
莫以风华感不禁，江山每望寄尤深。

半生拘束疑由命，元日逍遥大发音。

岭壑其中能醒脑，诗文以外岂关心。

依然有意多心事，未许无聊听落针。

登 高
绝壁超然意不堪，虚空闭目任风谈。

俯渊看鸟曾盈万，举手离天只尺三。

侠骨皆于秦以上，相思远在岳之南。

日光犹造岩前影，四海期何许湛蓝。

咏 秋
又见窗花隔夜明，山川共作燕飞声。

八方叶色沉鱼雁，万丈云光亮眼睛。

正是吟诗时节好，何妨畅意马蹄轻。

劝君及峻多亲自，莫负当年白首盟。

游泸沽湖
大美纷呈温老眼，此中涵泳拨心弦。

摩梭万境终归始，木府孤忠故镇边。

夹岸林戈夸地道，连城价值许天然。

凝神湖底清清水，千古风云似洞穿。

乡野记游
乖张性格避繁深，旷野专聆铁石音。

鸡鸭泥鳅全忌口，牛羊壁虎未关心。

隔目叮咚三碗尽，萦肠清脆一声擒。

纷纭喂水云如饭，半白头颅衬碧林。

山 行
路作长蛇上顶瓜，青天踏破灿桃花。

四时频出当场句，两指惟弹万古嗟。

扶我由云耽不稳，量山以足已堪夸。

瀑珠溅散欣千变，侧目犹能捉一些。

感 怀
更深意绪未安宁，霜色犹多覆后庭。

摇木为风频布子，过窗如鬼尽成形。

抬头一米天花板，入口三杯竹叶青。

半醉分明毛发卷，居然危坐学诗经

乱 吟
淅沥云痕几度干，再来风雨可心安。

忘形叶色参差落，竟日溪声曲折寒。

热卤犹能三合一，俗身何苦各成单。

明朝入市观人海，玉碗银杯反复端。

（湖南教育报刊集团 刘秋泉）

茶卡盐湖
□杨 阳

万物复苏之时，脑海中忽闪出那年

茶卡盐湖的画面。

盐湖坐落在青海省一个很奇特的地

域，周围有山，山上有雪。那里的天，晴

朗时干净如镜，阴云时形态各异。远处

的山无法近观，远远望去，婀娜多姿。山

下的湖水，像一片冰湖，似处子般静谧。

水面之平，宛如人工刻意所造。大自然

的鬼斧神工历千年万世，悄悄然把圣洁

之地打磨成一块神镜，照耀万物。

一天，一个老者赶着羊群路经此

地，准备在这个地方歇歇脚。他用随身

携带的空水壶灌满了湖水，品尝时发现

咸水苦口，难以下咽，才知此湖乃盐

湖。自此，一批又一批的生意人开始了

自己别样的人生之旅。工厂、货运码

头、旅游景点……有些人怀揣梦想来此

寻找自我的慰藉，有些人则带着寻到的

宝物满载而归。

湖中的小铁轨见证了那个时代的辉

煌。小火车一次又一次地夹带着盐民的

汗水，将他们辛苦开采出来的盐巴送至

千家万户。从古至今，茶卡给人民留下

的不仅仅是咸味，更是人生的各种记

忆。到了现代，食盐已然成为最普通不

过的一种物品，人们又开始从茶卡身上

发掘另一种美——意境。一种由盐带来

的文化，一种与盐藕断丝连的思想，一种

充满幻境的地域，共同形成了茶卡今天

特有的“天空之境”旅游文化主题。

当天空放晴、万里无云之时，茶卡

的山、水、盐交相辉映，组成了一幅唯有

诗画家才可描绘出的无与伦比的大型

画卷。每个游人都摆着各种美不胜收

的姿势，俨然成为画卷中闪亮的点缀。

群山怀抱，脱下沉重的鞋履，放下背负

的行囊，赤脚走进湖水，与湖水做一番

“亲密接触”。那一刻，清凉的盐水尽情

吮吸着游客所有的感情。

放空一切，这是茶卡给予游客最大

的安慰。从朝阳至落日，每时每刻，茶

卡的美都在变幻着。去过的人都会被

这种魅景深深吸引——驻足，还是驻

足。“鸢飞戾天者，望峰息心；经纶世务

者，窥谷忘反”，无怪古代的文人墨客喜

欢游山玩水，喜欢写景抒情，因为那里

有真情实感的寄托，有难以自拔的享

受，有荡气回肠的宣泄。

“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

识”。西行途经的宝地，似乎冥冥中早就注

定牵引着两个有故事的人或物来此相会。

茶卡就是盐湖，盐湖就是茶卡。

不是爱恋，不是恨别，是梦镜的发源。

（作者单位系江西省南昌县莲塘五中）

花开得灿烂，手机里拍了许多

美丽的照片，无意中看见两张去年

冬天油菜苗刚长出来时拍的。

那是停车场前一小块空地，其

实只能算一段窄窄的斜坡，土质不

见得肥沃，被附近居民开垦出来，种

了一些油菜。去年冬天的一个早

晨，停车时看见窗前一片黄褐色上

衬托着绿色，在肃杀凋零的季节里

尤为让人感动，便特意拍了下来。

这样拙朴的景在小城司空见

惯：整齐的几块菜畦，依次种着萝

卜、小白菜、蒜苗……房前间或种

几株桂树，沉甸甸地挂满了细密的

花，空气中都是甜甜的香味。再看

看我拍的图，逊色又无趣，就这样

渐渐也忘了它们的存在。

转眼已是春天，这些油菜再一

次引起我的注意时，已经挂满了金

黄的花穗。油菜花被人赞誉的时

候实在不多，人们往往只念着它的

作用“榨油”，而忽略了它的审美。

但在这些年兴起的“乡村旅游”中，

油菜花倒担起了重头戏，只是不再

履行它的传统使命“结籽”了。

从冷寂肃杀的冬天走来，看见

平野上一大片金灿灿的油菜花，很

能给人力量和憧憬。就如我再一次

注意到这一小片油菜，正是它们在

忙着开花结籽的时候。在这样一个

早晨，一小片花海扑面而来，我如去

年一般感动，甚至还有些激动。照

样拍下两张照片，照例想发朋友圈

表达些什么，可望着朋友圈铺天盖

地的美景，竟什么也说不出来了。

这几张照片就静静地待在我的

手机里，没有让它们“复活”，也没有

把它们删去。但对这小块土地，我

却开始格外留心起来：油菜花谢了，

菜荚长出来了，菜籽灌浆了。

小满前后，油菜籽已长饱满，

水分逐渐蒸发，菜荚由青色变成黄

色，远远望去，几乎要与土地融为

一体。菜籽先先后后开始成熟，一

些先成熟的已被割倒在地，有些还

未 完 全 熟 透 的 等 着 再 晒 两 场 阳

光。等菜荚干透，接着就是脱籽。

收过菜籽，黄褐色的土块裸露出

来，土地又被平整一番，估计接着

还要种上豆子、红薯之类。

这小块地毫不起眼，甚至不肥

沃、不平整，可给它一些种子，仍会

生出灿烂的花朵和饱满的果实。

它沉默不语，不卑不亢，遵循着季

节的规律，给时间以答案。想起

《时间之书》里写的——“年轻人，

你的职责是平整土地，而非焦虑时

光。你做三四月的事，在八九月自

有答案”。

寄身天地间，少不了辛劳和纷

扰，不妨向土地学习一点诗意，去

给出自己的答案。

（作者单位系湖北省黄石市第

一技工学校）

土地自有答案
□张海燕

我的
画廊

“我的画廊”栏目长期征
集一线教师原创书法、绘画类
作品，请自选 10 幅作品，将作
品拍照后发送至投稿邮箱。
发送作品的同时，请注明作者
姓名、地址、工作单位、个人简
介、联系方式等资料。

拍照要求：
拍摄清晰，无阴影和明显

褶皱，可对作品进行电脑修图
调色，但不能添加水印和边框
等修饰。

邮箱：
2606193792@qq.com

征稿

吟游

负暄琐话

物语

有人说，《瓦尔登湖》是一本哲学

家的书，可书中充满了散文诗一样的

语句却又随处可拾；也有人说，它是一

本散文家的书，可作者却处处以小说

的笔法叙写了他想象中的诗人、农夫

等不同的人物形象，构建出一个哲学

的瓦尔登湖的世界；更有人说，这是一

本沉寂了很久、孤独了很久的书。

英国小说家乔治·艾略特则说：

“《瓦尔登湖》是一本寂寞的书，一本孤

独的书，一本智慧的书。它适合在寂

寞和恬静时阅读……”是的，这的确是

一本寂寞的书，作者为我们讲述了人

类心灵最深层的寂寞，却让每一个读

它的人不再寂寞和孤独。

28岁的梭罗手拿一把从朋友那里

借来的斧头，在老家康科德城的瓦尔

登湖边建起一座木屋，开启了自己的

湖畔荒居，过起自耕自食的生活，并在

那里写下了这本著名的《瓦尔登湖》。

有人说，他一定是去隐居了。但

他所谓的“隐居”与中国历史上那些隐

士又有所不同。国人印象中的隐居，

大抵是因为仕途不顺或者逃避世俗而

遁入深山小村，不恋红尘、不问世事。

梭罗却并非如此，他不仅不是一个真

正的“隐士”，还接管了父亲的铅笔厂，

研制成纯度更高的石铅。他本身就是

一个成功的商界人士，还是一个有名

的“激进派”，为坚持废奴主义，不惜把

黑奴藏匿在康科德的家中，并帮助他

们逃往加拿大。

实在有些难以置信——倘若不是

家中兄长突然去世，梭罗也许永远不

会跑到一个荒僻的林子里。也许是内

心巨大痛苦的不断驱使，梭罗觉得自

己必须写一些纪念文字，不受打扰地

待一段时间；他需要找一个合适的地

方，而这个地方就是瓦尔登湖。

从混得风生水起的都市生活圈到

完全陌生的荒原，没有人知道梭罗经

历了怎样的心理历程。相识或不相识

的人都在问梭罗同一个问题：在那样

一个地方生活，你难道不孤独吗？

几乎没有人相信梭罗能够坚持很

久。但事实是，梭罗在瓦尔登湖一住

就是两年多。在这段漫长的时间里，

他只做了两件事情。一件是生存，他

把自己的需求降到最低，在几乎不依

靠外力的情况下来维持个体的生存。

另一件是他认为极其有意义的事情，

他把自己化为一粒尘埃、一截树枝或

一只鸟的翅膀，以近乎虔诚的方式走

进自然、拥抱自然、探索自然，最终将

自己与自然融为一体。

梭罗如愿以偿地过上了自己“深思

熟虑”的生活，他不再去管原有生活的

轨迹，专心去面对生活中那些“基本的

事实”，那些能“教”给他的东西。这样

的一个梭罗，他怎么会觉得自己孤独？

有约不来过夜半，闲敲棋子落灯

花。瓦尔登湖不是荒原，梭罗也并不

缺少朋友。将整个瓦尔登湖纳入怀中

的梭罗几乎用不着等待谁：大雪封山

的日子，他不会孤独，有燃烧的炉火彻

夜相伴，有避寒的野兔不请自来；当春

天的第一缕风拂过林梢，他更无法孤

独，小溪忙着向他奉献赞美诗和四部

曲，沼泽上的鹰隼一再降低自己飞翔

的高度，青鸟、斑鸠和各种禽鸟会轮番

开演唱会，而小草简直像是绿的春火

在山腰燃烧……

在这里，梭罗独自享受天地万物

慷慨赐予的阳光和雨露、荒凉和富足，

他又怎么会孤独？“思想着的人需要一

个单独的背影，而寂寞从来不以离开

同伴的里数来计算”，那些我们在繁华

处的落寞，在人群中避不开的孤独，在

瓦尔登湖似乎永远不会存在。正如他

自己在关于孤独的论述中所说的：我

爱孤独，我没有碰到比寂寞更好的同

伴了。

梭罗的“隐居”生活，不断撩拨着全

世界读者的心。追逐梭罗远去的背影，

多少人像梭罗一样不可自拔地爱上了

孤独，享受孤独带来的乐趣。每一个深

入“瓦尔登湖”腹地的人，捕获的不仅是

那里的清风朗月、碧水白沙和春天的第

一声啁啾，还有那“最深隐的泉眼”也一

样高悬在我们萌动的哲思之上。

如果从书页上抬起头，就会惊奇

地发现，我们似乎因为它有了足够的

力量，用来对抗时间里那些恼人的纷

扰。也许，我们很难像梭罗那样遁入

深山，也很难复制梭罗的生活方式，但

至少我们还有一双用来读书的眼睛、

一颗用来承载的心灵。真正的瓦尔登

湖从来不是唯一的存在，它更像一个

精神符号，像一种来自心灵深处的呼

唤。每个人心中都可以修篱种菊，都

有一片属于自己的瓦尔登湖。

假如从前未曾宁静，那么不妨从今

天开始，从《瓦尔登湖》开始。任何时

候，我们都可以像春天一样醒来，而每

一个再度觉醒的我们，都可以崭新得如

同春天一样，干净得好像从未来过。

（作者单位系山东省济南市槐荫

区保利实验学校）

《青山无言》安徽省肥西师范学校 汪全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