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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源纪行
□龙仁青

最初的
茉莉

□程磊磊

几年前，前往黄河源头拜谒牛头碑的往
事，如今想来恍若昨日。

为能够早点到达牛头碑所在地，我们一行
从青海果洛州府所在地大武镇出发，赶往玛多
县城，途中要路经玛多县下辖花石峡镇，玛多
县海拔在4500米以上，气候高寒，水的沸点只
有70多摄氏度，煮饭夹生是常事，民间有“玛多
不住店，花石峡不吃饭”的说法。为赶赴与牛
头碑的约会，我们反其道而行，夜宿玛多县，还
在花石峡吃了饭。

玛多县城所在地海拔高，又正好处在断氧
层上，许多人在此都会出现高原反应。夜宿玛
多时，我睡到半夜突然醒来，直至清晨再无睡
意，这是出现了高反。但我知道，要去牛头碑
的兴奋，也是我失眠原因之一。

黄河源牛头碑修建于 1988 年，屹立在位
于扎陵湖和鄂陵湖之间的海拔 4600米的措哇
尕则山上。

第二天一早，用完早餐，我们乘车向牛头
碑驰去。县城很快就被甩在车后，未曾感受到
从人类建筑到大自然的过渡，我们的车已行驶
在无边的草原上了。正是夏天依依惜别、秋天
将要强势闯入的季节，草原夹杂在两个季节之
间，像刚刚出嫁的女子，徘徊在少女的羞涩与
少妇的甜美之间。抑或是一枚刚经历了初霜

冻的果实，表皮留下些微冻伤痕，但内里果肉
正从酸涩走向甜美。看得出来，草原刚经历了
一场野花的扫荡——在高原短暂的夏天，野花
争抢着开花结果的样子，就是一场浩大的盛
事。此时，正变得枯黄的草色中，到处是凋谢
的野花。偶尔有一枝不甘凋谢的马先蒿，抑或
是一簇低矮的红花紫菀，忽然跳入你眼帘，它
们紫红或浅粉的花瓣，点缀在草色中，亮丽又
耀眼。衬托着这一切的，则是湛蓝的天空，空
中闲散的白云，还有被蓝天白云勾勒美化了的
远山的倩影。

草原之上的湖水，更美。对天空来说，湖水
是它用来梳妆的镜子。这面诚实的镜子，总把
蓝天分毫不差地倒映在湖面上，湖面最宽阔的
地方，天空和大地连成一片，让人无法分清哪是
天哪是地。此刻，我们的汽车行进在天地不分
的区域，我们前方公路，成为天地间唯一的分界
线，我们的周边，是无边的广大，是通透的碧蓝。

就这样，我们被失去界限的天地裹拥着一
路向前，在路过松赞干布迎接文成公主的“迎
亲滩”时，我们的车队停了下来。从这里，措日
尕则山上的牛头碑已举目在望。据说，当初动
议在这里修建这座牛头碑，就是为纪念历史上
那场举世瞩目的“汉藏联姻”。

公元 641年，亦即贞观十五年，大唐答应

了吐蕃使者的求婚，许配宗室女文成公主远嫁
吐蕃，江夏王礼部尚书李道宗护送文成公主入
藏，送亲队伍从长安出发，历经千辛万苦，到达
古称柏海的扎陵湖和鄂陵湖岸畔时，吐蕃王松
赞干布亲来迎接，此地因此被称为“迎亲滩”。
自此，汉藏民族之间，有了更积极、深刻的民族
交流、融合与发展。

从“迎亲滩”来到牛头纪念碑前，从湖光映
照处攀缘到山色秀美处，矗立着黄河源牛头
碑，它的造型灵感来自高原野牦牛，天地间只
见一只造型简洁、通体乌黑的牛头，一双牛角
直插云霄，粗犷有力。这座碑碑身高3米，碑座
高 2米、宽 2.8米，用纯铜铸造，总重 5.1吨。碑
的正面，是胡耀邦和十世班禅大师分别用汉文
和藏文题写的“黄河源头”。

这座牛头碑矗立在这里，除了对唐蕃联姻
历史的纪念，或许还有着更深刻的意义吧。资
料记载，黄河从源头约古宗列曲出发，流经广
大的玛域草原后汇入了孔雀翎一样闪耀的星
宿海，继而注入扎陵湖，流入鄂陵湖。在这里
它度过了自己天真烂漫的孩提时代，开始了成
长为“母亲河”的征程。

我站在牛头碑前，注目着这岿然不动的刚
毅和坚定，瞻仰了胡耀邦和班禅大师苍劲的题
字，双手捧起一条哈达，供奉在牛头碑前方。

同行朋友们也依次向牛头碑献上了哈达。
我拿着相机，转到牛头碑背面，顺着一条

人畜踏出的小道爬到山腰间，我看到了一簇簇
多刺绿绒蒿。时值8月，它们已凋谢了，那柔滑
如丝绸、碧蓝似琉璃的花瓣已从它的花冠上飞
离而去，只留下了一个个花果，那花果约有成
人食指指头大小，浑身裹满尖刺。这是多刺绿
绒蒿赐予孩儿最后的呵护，让它以这样一身铠
甲度过即将来临的漫长冬日，并在来年万物复
苏的春日里，扎入土地深处开花结果。看着它
们已度过美好的花期，成了“刺儿头”的样子，
我心中有些不甘心，开始在山腰间寻找。我的
目光在倾斜的草坡上地毯式搜索，希望一片纯
净的碧蓝映入眼帘。我不断行走着，在一处隆
起塄坎遮蔽下的低洼处，闪现出一抹碧蓝，我
连走带爬冲了过去。是的，那是一朵盛开的多
刺绿绒蒿，在渐已苍凉的夏末秋初，它等到了
我的到来。我跪下来，把我的相机镜头对准了
它，从取景框里看到它轻轻摇曳着，似乎在向
我招手。我调整焦距，按下了快门。那一刻，
我的眼睛是湿润的。

黄河源牛头碑之行，因为这一簇多刺绿绒
蒿的出现，变得更令我难忘了。那一朵在初秋
里盛开的多刺绿绒蒿，如同汉藏民族间的情谊
一样，历经岁月变迁而依然盛开着美丽着。5

茶香中，命运的苦难会褪色
□仇士鹏

“在茶香中，命运的苦难是会褪色的。”这
是小白的口头禅。

我和他是很多年的朋友了。十多年前他
从外地坐火车过来打工，租住在我家楼下。那
一年，他二十出头。

事实上，之前他还在读大学，本该按部就班
地毕业、工作，但母亲突然检查出了尿毒症。他
的父母在工厂打工，无力承担治病所需的高昂
费用。不久后，小白的母亲撒手人寰。十几年
后，他说起这件事的时候还掩不住悲色，又何况
当时那颗还没被社会打磨过的柔弱心脏？

他辍学了。“我实在没有心情和能力继续
读下去了，我还有两三年才能毕业，家里已没
有闲钱了，日子怎么过？”那时，他对未来完全
没有构想，带着对人生的迷茫和青春的冲动，
他一路远行。“打工挣钱，挣大钱。”这是他唯一
的信念——如果当时家里有钱，母亲也不会早
早离开了。

小白能考上大学，自然是聪明的。他并没
有随便找个厂子一头扎进去，而是边打零工谋

生，边打听、寻找机会。很快，他相中了街角的
老茶馆。虽然人流量没有奶茶店大，但群众基
础好，顾客黏性高，老面孔很多，生意稳定。

他的血脉里恰有一分茶香。母亲在世时，
逢年过节，桌上便会有三只小茶杯，衬着一个
茶壶。家境清寒，但母亲对茶艺很讲究，煮水、
纳茶、洗茶、冲茶、刮沫、淋盖、滚杯以及关公巡
城和韩信点兵，每个细节都毫不含糊。“在茶香
中，命运的苦难是会褪色的。”母亲泡茶时，经
常说这句话，但是他并不懂，左耳进右耳就出
去了。

如今，他在异乡，模仿着母亲的手艺为自
己泡一杯茶后，却懂了。他记得，母亲去世
后，父亲时常抱着母亲的遗像，低着头喝茶，
一杯又一杯。有时喝到深夜，有时则趴在桌
上，显出酩酊大醉的样子。“在茶香中，命运
的苦难是会褪色的。”如今，客居他乡、独自
为家，他渐渐懂了父亲的几分醉意。当茶的
苦涩迅速占领味觉时，他无动于衷，但在茶的
清香缓缓飘出后，他的眼角难以抑制地涌出

酸涩泪珠。他想到了他逝去的青春、逝去的
亲人，想到了这一路打工的辛酸，它们如茶叶
般在水中纷飞、旋转，许久后才归于平静。而
他的目光中渐渐多了些茶水的色泽。

小白的茶馆简朴清雅，古色古香的装饰，
扑面而来的清香，让它有了“心远地自偏”的格
调。很多人专程为了这种宁静、悠远的氛围而
来，也有人为了欣赏他的茶艺表演。他告诉
我，茶艺虽烦琐，但却能一点点把烦恼推出大
脑。以前他会觉得那些轻舒慢捻的姿势是故
弄玄虚，但当他的心平静下来后，动作下意识
变得轻柔缓慢，也有了那般模样，如云雾在山
中逸散，如月光寸寸漫过窗台。我想，这样的
优雅是茶刻在骨子里的礼，也是经年的茶香浸
润出的从容。茶艺，让人远离时间，教会人在
慢中成全自我。

我曾问过他对未来有何打算，他爽朗地说，
泡茶呀。他问我，你觉得喝茶喝的是什么呢？
我答不出来。他说，喝的是一份自在随性，平安
喜乐。母亲去世后，他一直在思索生命的意义，

想来想去，他得到答案：“就是为了泡一杯好
茶！”泡一杯好茶，桃李不言，下自成蹊，良友嘉
宾满座；泡一杯好茶，汤色明媚纯粹，映着人浅
浅的笑脸，岁月溢出清香；泡一杯好茶，用匠心
勾连千年的文化与个体的性灵，壶中日月悠长；
泡一杯好茶，人的一生便能带着心满意足的弧
度，沉入时间的水中，无怨无尤。

我闲暇时常去他的茶馆。他泡的茶很
浓，刚入口时一股苦涩泼湿了整条舌头，让人
手足无措，只能被动接受，努力体味。直到丝
丝缕缕的清香钻出来后，迅速扭转大局，把苦
打散，重新组装成甜润，舒爽感才在四肢百骸
里氤氲，并缠绵不绝。这便是品茶的乐趣吧。

突然想到，小白的人生不正是一杯工夫茶
吗？不仅泡出了让我们啧啧称赞的好茶，也用
他的人生为我端来了一杯回味无穷的好茶。

看着斜照在他脸上的午后阳光，看着茶馆
里的人来人往，我也开始相信，当人泡出一杯
好茶后，那袅袅的茶香中，命运的苦难是会褪
色的。5

盛夏时节，茉莉花像清丽素雅的仙子般
盛开，沁人心脾，令人迷醉。

依窗而读，一首小诗映入眼眸：“不管是
黄昏/还是初露曙色/茉莉花/总是白的。”简
洁、直白，写出了茉莉的真风骨。这是希腊
诗人乔治·塞弗斯的诗作。

说起茉莉，我的脑海中立刻就会想起两
个茉莉花一样的女子，是她们让我明白了，平
淡如水的生活，其实也是一种美好。

一位是林徽因。她天生丽质、才华横溢，
永远保持着内心世界的简洁和纯粹。诗翁泰
戈尔曾评价林徽因“像洁白的茉莉般清纯美
好，就是他心中那朵最初的茉莉花”。

当年泰戈尔访华，请林徽因朗诵他的
《最初的茉莉》一诗。她一袭白衣，仙气逼
人，一旁是做同声翻译的徐志摩，长袍白面，
大方得体。《最初的茉莉》，在林徽因的朗诵
中，像茉莉花瓣一样淡淡飘落在大家心上，
仿佛真的看到了一朵洁白的茉莉花在台上
缱绻绽放。从此，她在人们心目中留下了茉
莉花般的身影。

那些日子，林徽因、徐志摩与诗翁携臂同
行，成为民国一段佳话。电视剧《人间四月
天》中有这样的场景，演讲结束当晚，月色朦
胧，徐志摩敲开林徽因的家门，徐志摩捧起她
的手，将满手的茉莉花瓣抖落在林徽因的手
心。手心的花瓣是动人的纯白，像水光浮动
的幻梦。林徽因把茉莉花泡在一碗清水中，
那爱的记忆如同被茉莉花染过一样，闪烁着
无瑕的光。后来，林徽因为碗中茉莉花换了
最后一次水后，与未婚夫梁思成一起去了美
国。那一捧茉莉，终究成了徐志摩心中永远
的念想。

林徽因是聪明的，她非常清楚自己内
心真正需求。她喜欢清风明月般的波澜不
惊，而诗人注定动荡、激情，无法给她安定。

另一位是我大学时期喜欢过的一个女
孩。上课必经路上，有个种满了茉莉花树
的花坛。每当夏日来临时，那里总是洁白
一片，清香宜人。每次我都是脚步匆匆，直
到一次不经意的回眸，我发现了她，一身白
色连衣裙，随风飘舞，长发遮住了半边脸
颊。她站在茉莉花前，手捧《泰戈尔诗选》，
正在轻轻诵读，内容正是《最初的茉莉》：

“但我想起孩提时第一次捧在手里的白茉
莉，心里充满着甜蜜的回忆。”我对泰戈尔
很崇拜，却鲜有知己，看到这一切时，心里
莫名激动起来。可我并未走过去与她相
识，只是静静地站在不远处，默默地聆听，
美丽的画面，我不愿打破它。

后来，每次路过花坛时，我都会放慢脚
步，希望可以再次遇见她。她几乎每天都在，
但并不是每次都会读书，有时就是静静站在
那里赏花，偶尔还会弯下腰，细嗅花香。她沉
醉在自己的世界中，身在尘世中，心在凡尘
外。像一朵洁白的茉莉花，素洁芬芳，让人不
忍心去打扰。

我渐渐喜欢上了她，但我知道，那种喜
欢不是爱，是欣赏。所以，我只是远远地观
望，把那份喜欢埋在心底，默默珍藏。

喜欢像茉莉花一样的女子，如同喜欢平
淡的生活，波澜不惊，却回味悠长。5

为迎接党的二十大召开，从即
日起，中原风推出“十年身边故事”
征文专栏。

这十年，无论是更好的教育、更
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舒适
的居住条件、更好的个人成长环境、
更充实的获得感，您都可以尽情抒
写。您可以写自己的故事，也可以
写亲朋好友的故事。征文文体为散
文、随笔，文字要求真切平实、简洁
隽永。字数 2500字内。投稿邮箱
为 hnrbzyfzw@163.com，来 稿 请
注明“十年身边故事”征文。

“十年身边故事”征文启事

“黄河文化”征文启事

诚邀省内外作家、学者和基层
作者投稿，体裁是散文、随笔、文艺
评论，字数2500字内。投稿邮箱为
hnrbzyfzw@163.com，来稿请注明

“黄河文化”专栏征文。

小美好

即便离开民权多年，黄河故道生态林仍令
我念念不忘。

它完全由人工种植而成，与原始森林或野
外的树林不是同一个概念。我敬重它们，就像
敬重当年的植树人。

它们在此地的生活并不孤独，寂寞已在它
们的生命里遁去。它们的根系已深深扎根在
这片热土之中，并生长得越来越茂密。

在它们的记忆里（或许是听当年的植树人
讲的），这片土地在 1949年以前，是寸草不生
的盐碱地，这片土地上，绿色从未光临过。

现在，这片已长成参天大树的生态林，让
它们脚下的土地无法想象。因了生态林，这片
土地才焕发出青春的力量。

树林于我而言并不陌生，可在这片生态林
里，我的感觉不同。在这片生态林里，体现出
的不仅是一棵树或一片树林的美，树木年轮
里，忠实记录了人类的劳动或付出，记录着植

树人的汗水和勤劳。
曾经的黄河滩，像赤裸裸的伤口，阳光下看

似是一片能种庄稼的好地，其实啥都长不了。
这片盐碱地曾像大地上的墓碑，宣告了这片土
地不具备生长生命的条件。黄河滩上植树人的
出现，让这片土地的历史，重新得到了书写。

黄河故道生态林，其命运并非一帆风顺。
有茂盛的岁月，也有风霜雨雪的打击。在暴风
雨中，它们像下地干活的农家汉子，风里来雨
里去，那么坚强和硬朗。

黄河故道生态林，是黄河的儿女，它们在风雨
中与激流交谈，浪花听得懂枝叶沙沙作响的语
言。黄河故道生态林，长长的、细细的根条蜿蜒伸

进黄河水中，黄河在它们的身上奔腾不息，树上枝
叶像浪花一样，一波又一波，永远奔腾不息。

黄河故道生态林，蕴含着亲情的信任。守
林人对于每棵树的性情了如指掌，比如某棵树
得了什么病，或受到了什么伤害，守林人总能
有所感觉。守林人的一生，早已融入这片树
林，和它心心相印。

当暴风雨突袭它们时，生态林没有后退半
步，它们高昂的头颅，从未垂下过。它们静静
倾听着，默默地感受着，风雨中对绿色的向往，
在它们身上，展现得越发深刻。

当黄河之水冲上堤岸时，生态林遥望着蓝
天，镇静沉黙。当黄河水在这片树林转了几个

回合后，见到每棵树都没有恐慌害怕，就灰溜
溜地打道回府了。

表面看来，生态林就像其他树木一样。但它
们却是从这片盐碱地上生长起来的，高高的参天
的愿望，是经历过苦难或磨难的。当月光浸透它
们绿色的想法时，星星也在树林间闪烁。

对于树林绿色的想法，这些能让大地生态呼
吸的想法，这些能让生命意味深长或宁静的想法，
风儿看得比人类清楚。所以，风儿从未离开过这
片树林，树林在风中沙沙摩擦的声音，就是这片
树林绿色的语言，也是我一直在倾听的……

生态林生长起来了，标志着人类的脚步重
新返回这片土地。生态林生长起来了，家乡的
生态理念就在这片林子里茁壮成长，每棵树、
每片绿叶都是家乡的形态或感觉。

自从离开生态林后，我的心跳也有了绿色
的色彩，我无法言喻的思念都已留在那片土地
上。5

生态林随想
□田万里

点水低飞恋野塘。 李海波 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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