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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沙共舞中，体味人生的快意清秋
□钱国宏

“塔敏查干”， 蒙语译为 “魔鬼”
或 “地狱”。 在这号称 “八百里瀚海”
的沙海中， 除极少量植被外， 到处是
金光灿灿的明沙， 有的沙丘高达70－
80米， 连绵起伏， 广阔无际。

初入沙漠， 感觉像是走进了无边
无际的黄色海洋， 眼帘中那一座座连
绵起伏的沙丘， 像极了大海中翻涌的
巨浪一般，气势磅礴，汹涌奔来，直撞眼
底， 蔚为壮观！ “平沙茫茫黄入天”，
古人之谓， 大概就是这种意境吧！

踩着松软的黄沙， 我们向沙漠的
深处走去。 眼前的沙丘像一幅硕大的
画卷， 一望无际地展现在眼前。 那些
沙丘， 林林总总， 形态各异， 有的呈
蜂窝状， 有的呈羽毛状， 有的呈鱼鳞
状……大一点的沙丘横亘于蓝天白云
之下， 宛若一条巨龙在秋风中摇头摆

尾， 驰骋沙海， 令人油然想起 “水骨
苔痕洞穴开， 龙腾波涌碧崔嵬” 的诗
句！ 正在我 “极目塞外舒” 时， 突然
吹来一股热风， 好家伙， 转瞬间， 漫
天黄沙呐喊着汹涌而来， 如一支旋风
兵团将我裹挟其中———数不清的沙粒
子打在脸上， 犹如万把钢针猛扎， 疼
感分明！ 耳朵、 鼻孔、 头发……身体
裸露的部分都均匀地挨了一场 “沙
浴”！ “大风起兮沙飞扬”， “风尘满
脸天地昏” 啊！ 正惊悚间， 沙暴骤然
消失了， 一时间犹如听到了 “闻金而
退” 的将令， 忽然间偃旗息鼓， 河清
海晏， 沙海恢复了原有的宁静， 艳阳
高照， 晴空万里———奔腾的金龙在秋
风中偃伏下来， 成为静思的长者， 呈
现出 “漠漠沙堤烟” 的静态景象。

趁着这阵静谧时刻， 我在沙海和

沙丘上快活地奔跑、 跳跃、 翻滚起来，
像极了未见过世面的村童。 那灼热的
沙子纯净、 金黄， 贴在身体裸露的部
位上， 有着一种莫名的、 暖暖的踏实
感 ！ 在奔跑过程中 ， 看到几丛绿植 ，
隐伏在沙丘之后， 虽然不多， 却给原
本沉寂的沙海注入了一丝鲜活的动力！
朋友说那种植物叫沙葱， 沙漠特有的
一种植物。 它们虽然生在恶劣的环境
中 ， 却与所有生命一样 ， 顽强乐观 、
充满自信地生长着！ 弯腰抚摸这些沙
葱， 我油然感受到有一种不屈的力量
通过手臂输入我的身体！

行走在这茫茫无际的沙海中， 我
忽然感觉到了自己的渺小！ 简直如沧
海一粟一般， 小到甚至不相信自己的
存在！ 同时， 也通过眼观、 脚量、 身
体接触， 真实地感受到了这片沙海之

沧桑、 神奇、 博大、 宁静与诗意； 也
发现了这片沙海深处的美丽、 梦幻与
伟大！ ———她， 容纳了沙， 容纳了风，
容纳了一切空旷、 寂静和喧嚣和生命！
在这里， 寂静是一种生命的存在， 喧
嚣是一种生命的呐喊， 而空旷， 则是
生命另一种形式的驰骋！ 大自然的伟
力， 只有亲身体验， 才会真切地感受
到！ 仰卧于沙漠之中， 仰观苍穹之寥
廓， 俯察沙粒之真实， 谛听内心的独
白———那一刻， 我脑海中旧有的 “沙
漠印象”轰然倒塌，“沙翻痕似浪，风急
响疑雷”， 浩瀚的沙漠固然会使很多人
产生畏惧， 但她那空阔的胸襟， 却展
现出了无穷的伟力和魅力， 使每一个
走进她腹地和内心的游客， 都会得到
心灵的洗礼和震撼！ 这， 不正是我此
番塔敏查干沙漠之行的最大收获么!

到达拉萨的第5天， 我们慕名前往
被誉为西藏 “最如意美好的庄园” 日
喀则游览。

旅行车从拉萨市区出发， 十几分
钟之后驶上机场高速路， 由此向西南
而行 ， 便进入拉萨河谷 ， 远远望去 ，
拉萨河像一条蓝色的丝带， 飘荡于绿
谷深处。

导游向大家介绍说， 拉萨河的藏
语称 “吉曲”， 意为 “快乐河” “幸福
河”， 它发源于念青唐古拉山， 向西南
迤逦而行， 自达孜后进入宽坦的下游
谷地，经拉萨、堆龙德庆到曲水， 以罕
见的逆向汇入雅鲁藏布江。 从六月中
旬开始， 拉萨河便进入一年中最美丽
的季节， 不但有美丽的格桑花、 绿色
的青稞， 还有金灿灿的油菜花。

“拉萨还有油菜花？” 同行一位好
奇地问道。 “有啊！ 不但有， 而且与
江西婺源的油菜花和青海门源的油菜
花相比，毫不逊色！ ”说话间，车窗外便
出现了一片片金黄色。 “大家快看， 那
就是油菜花！” 导游指着窗外说道。

我依在车窗前仔细观看。碧蓝的天
空下，一片片黄色，甚是耀眼。导游告诉
大家， 平原地区的油菜花多在4月间盛
开，而拉萨海拔3600多米，地势较高，空
气稀薄，所以油菜花开放得较晚，6月中
下旬才是油菜花盛开的时节。

我领略过婺源油菜花之美，黄灿灿

的油菜花与远山、粉墙、黛瓦相映成趣，
不管是远眺，还是近观，满眼的金黄，使
人心情豁然开朗。而这里的油菜花没有
婺源的面积大，多是一片片地分布于拉
萨河两岸，与周边的农田相间，一片金
黄，一片碧绿，也别有景致。

此时真想让司机师傅把车子停到
路边， 让我们置身于油菜花中， 感受
一份高原油菜花的别样美丽。

导游好像看出了我们的心思， 便
告诉大家， 咱们先到日喀则游览， 回
来的时候， 咱们不走高速路， 而走318
国道， 这样大家可以近距离感受一下
拉萨河谷油菜花的美丽 。 闻听此言 ，
大家连声称好。

日喀则之旅是愉快的， 两天后我
们返回拉萨。 到达曲水县时， 已是下
午三点多钟。 一天奔波， 使大家感到
有些困倦。 车子过了曲水县城后便驶
上318国道， 由此进入拉萨河谷地带。
不多时， 一片一片金灿灿的油菜花出
现了， 大家一下子精神起来。 二十几

分钟之后， 司机师傅将车子停靠在一
大片油菜花田旁。 大家纷纷下车， 走
进金色的花海。

我登上一处高坡， 只见蔚蓝的天
空下， 清澈的拉萨河、 碧绿的青稞田
与金黄的油菜花构成一幅巨大的天然
画卷， 美不胜收。 同行的旅友有的漫
步于油菜花田中的田埂上， 悠闲地欣
赏着美丽的油菜花； 有的置身于油菜
花中， 或自拍、 或合影， 好不畅快。

我独自徜徉于油菜花田中的小路
上， 时而近观， 时而远眺， 那油菜叶
郁郁葱葱， 翠色欲滴中托出一片润泽
的金黄， 微风吹过， 涌起一股又一股
金色的波浪与清香， 在灿烂阳光的照
耀下闪过来一波又一波亮光 。 此时
“惬意” 二字已经不足以形容这种置身
花海间的感觉了， 或许还要加上 “享
受” 二字， 真是别有情趣。 由此也使
我想到两首古代文人赞美油菜花的诗
作。 明代王守仁诗曰： “油菜花开满
地金， 鹁鸠声里又春深。 自有牡丹堪
富贵， 也从蜂蝶谩追寻。 年年开落浑
闲事， 来赏何人共此襟？” 清代丘逢甲
诗曰： “春田漠漠草萋萋， 油菜花开
烟叶齐。 鬼谷祠边春市散， 淡云微雨
过蓝溪 。” 他们赞美的是江南的油菜
花， 而眼前这高原上的油菜花， 依然
是 “花开满地金” ,与江南的油菜花一
样的美。

导游告诉我， 西藏本来是不产油
菜的， 但是西藏和平解放后， 油菜被
引进西藏种植 ， 并得到很好的推广 。
六七月份正是西藏油菜花盛开的地方，
此时到西藏旅游， 油菜花便是一道靓
丽的风景， 尤其在拉萨河谷， 油菜花
随处可见， 那种金黄在阳光下更显耀
眼。 在这壮丽而又神秘的高原土地上，
油菜花无疑是最迷人的色彩了。

高原上的油菜花， 虽没有江南油
菜花那样大的种植面积， 但它依然美
丽，蓝天、白云与绿叶、黄花构成了夏日
高原的绝美风景，令人赞叹。

徜徉于此， 不由得想起一篇名为
《油菜花开》的散文，描写的正是我眼前
的景象：“我们一行从拉萨出发，沿雅鲁
藏布江到日喀则，再到江孜，看见沿途
的河谷中时时闪现出那纯洁的柠檬黄
的油菜花时，就忍不住欢呼起来……”

青藏高原上的油菜花， 与高原特
有的青稞、 格桑花一起， 营造出高原
独特的、 最美的风景。 远处高高的雪
山， 近处金灿灿的油菜花。 大自然用
它巨大的调色板， 展示了高原最绚丽
的画卷。

不知不觉中在油菜花海观赏了快
一个小时， 一行人意犹未尽， 仍快乐
地徜徉于油菜花田中， 在导游再三的
催促下， 大家才依依不舍地回到旅行
车上， 向着拉萨的方向进发。

拉萨河畔的油菜花

吟着“大漠沙如雪 ，燕山月似
钩。 何当金络脑，快走踏清秋”的诗
句，我走进有着“八百里瀚海”之誉
的 “东北第一漠”———内蒙古通辽
的塔敏查干沙漠。 未料这一趟果然
的没有让我失望 ， 让我领略了神
秘、浩淼的大漠风光！

塔塔敏敏查查干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