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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些年，我游览过很多名胜景点。每游览一处都要拍下几张照片，存
放到影集里作为留念。每次翻看那些照片，都让我记起曾经的愉快旅行，
也让我重新欣赏到泰山的巍峨、黄山的旖旎、鼓浪屿的娇美、避暑山庄的韵
致、西湖的清幽、瘦西湖的静谧、昆明湖的怡情、北海的绮丽等一幅幅胜境
美景。尤其有些照片选取的背景，常常让我深感愉悦自豪。我欣赏名山大
川、湖光秀水那些背景，但最欣赏的还是以天安门为背景的那些照片。

记不清这些年前往天安门多少次了，但每次前往或者路过天安门，我
都不由自主地拿出相机、手机拍几张照片，即便是只拍照天安门或人民大
会堂。数十张以天安门为背景的照片，有的是同一个位置不同角度、不同
时间，有的是同一天多个位置。站在天安门金水桥前方的，站在天安门东、
西两侧的，站在天安门城楼上和广场中央的，可以说应有尽有。

我上小学时，天安门在同学们心里就是雄伟神圣的代名词，画图画经
常画天安门、红太阳和向日葵，音乐课最早学唱的一首歌曲是《我爱北京天
安门》。那时候，学校没能力组织同学们上天安门、北海春游，自己去更
难。有的照相馆为了让照相者像是到了天安门，专门绘画一个天安门布
景，满足百姓心愿。改革开放40年来，老百姓的生活水平大幅提升，到大江
南北、名胜景点旅游观光，不经意间走进了人们日常生活。我每次到天安
门游览，眼前看到的始终是人流如织景象，国内外游客络绎不绝，而且绝大
多数人都把天安门作为拍照背景，远处照了近处照，左边照完又跑到右边
去照，生怕落下哪个角度。仔细一想，我不也是这样吗？

如今，到天安门观看升国旗，在广场上游览，乃至登上天安门城楼参
观，成为很多人梦寐以求、骄傲自豪的一件事。这些年，我不光多次前往天
安门赏景观光，还两次登上天安门城楼，三次走进人民大会堂和毛主席纪
念堂参观。站在天安门城楼上，俯瞰人民大会堂、人民英雄纪念碑、毛主席
纪念堂和国家博物馆，俯瞰广场上的五星红旗，耳畔不由得回响起雄浑激
荡的《国歌》乐曲。

前些时候，我和朋友相约前往天安门去看夜景。我说：“北京人没看过
天安门夜景，会是终生一大遗憾。”傍晚时分，等待观看国旗降旗仪式和天
安门夜景的市民群众，簇拥在金水桥前边道路两侧和广场周边。国旗降旗
仪式和升旗仪式一样庄重精彩。开启华灯的长安街、天安门广场如同白
昼，夜色中的天安门熠熠生辉，天安门广场流光溢彩。观看国旗降旗仪式
前后，我俩以天安门为背景，拍了多张“我与夜景中的天安门”。回家路上，
朋友一再说：“不虚此行。”

在新中国成立70周年的天安门广场上，以天安门为背景拍照留影。
因为，在我心目中天安门是最美的背景，会留下最美的记忆和眷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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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委办公室里只有小王一个人，
正在埋头做事情。雅琼红着脸儿说：

“我叫雅琼，是章寒的爱人！”小王很
热情，倒了杯热水放在雅琼面前：“章
书记去乡下了，一时半会儿怕是赶不
回来！”“那，那我去乡下找他！”“那里
离县城很远，现在正修公路，不通公
共汽车！”雅琼本想去乡下找章寒的，
想起来时车上那种“摇煤球”的滋味，
只好住进了章寒的宿舍。

蒲洼乡的山坡上，开山修路的乡
民如一条长龙，弯弯曲曲地盘绕在半
山腰上。他们以村为单位，实施分段
包干，干得热火朝天。自大跃进的年
代之后，乡里就再没见着过如此轰轰
烈烈的场面。经过三个多月的苦战，
已基本完成了路基的平整。

山区无路，山里的物产运不出，
城里的东西运不进，这里的村庄便是
封闭的死地。尽管乡里离县城只有
三十余华里，开车却要爬行一整天。
章寒与乡村干部商议，决定为乡民修
出一条盘活经济的公路。乡民们知
道这个县委书记，是个吐唾沫砸坑的
人。青峪村开山引水的成功，不仅摘
掉“干巴”村的穷帽子，也为章寒在人

们心中立下了一座丰碑。一个从城
市里自愿来到穷乡僻壤、一个为着百
姓过上好日子而自讨苦吃的人，人们
没有理由不信服他！

接到办公室小王的电话，章寒着
实愣了一下：爱人？前妻来了？她来
干什么？是来吵架的，还是良心发
现？当他听到雅琼这个名字，立马像
过电似地震颤了几下，兴奋的像个孩
子，因为他知道雅琼的到来意味着什
么！他把工地的事情安排好，准备即
刻返回县城。一只脚刚踏上车门，见
乡长急慌慌地跑过来，立刻把踏在车
门上的脚放下来：“有什么事吗？”“章
书记，岭下塌方了，有三个民工被埋
在深坑里，我已组织人员抢救了！”

这是一个没挖到煤便废弃了的
旧窑洞，时间久了，草木遮掩便被人
忽略了。开山放炮震松了石土，旧窑
洞突然坍塌了，尽管面积不大却为修
路带来了严重影响。章寒问明情况，
对乡长说：“修路是关乎经济民生的
大计，来不得丝毫的大意和侥幸，立
即把坍塌的空洞用石块垒起来，再实
施钢筋水泥浇筑，以牢固路基。同
时，要全线进行勘察，确保万无一

失！”诸事谈定，乡长说：“章书记，这
里交给我，您放心回去吧！”“放心？
人命关天，我能放心吗？”章寒把大衣
一甩，抄起把铁锹跳进了深坑。

屋子里静静的，雅琼的心却怎么
也静不下来。三天了，章寒仍未露
面，没有打来电话，甚至连个口信都
没有。他对我是避而不见，还是真忙
得离不开？雅琼的耐心一天天减少，
她的满腔热诚也在一点点消减。她
暗自决定了，今晚之前，若是再见不
着章寒的影子，明儿个一早就走人！

这是个不眠之夜，雅琼像烙烙
饼似的在床上翻来覆去的折腾。一
会儿念他的好，一会儿生他的气，一
会儿想起四年同窗之谊，一会儿又
为他的固执心生愤懑。难熬的夜终
于熬到了天亮，她爬起来就往长途
汽车站跑。

埋在深坑里的人全部获救了，章
寒这才想起雅琼还在等他，立马让司
机开上车往县城里跑。车子颠簸着，
他心里有些愧疚，人家大老远的跑来
找自己，自己却把她晾在宿舍里不管
不顾，搁谁也会不痛快。见了面，自
个儿一定拥抱他，给她来个俄罗斯大

吻！然后真诚地解释、道歉，哪怕她
骂上一顿，打上几下，自个儿心里都
舒服！

车子直接开向了宿舍，门上挂
了一把大锁，章寒急忙转向县委大
院。传达室的人交给他宿舍的钥
匙，说人去车站了，他转身上车朝车
站急驶而去。

长途汽车缓缓驶向站牌，雅琼故
意站在最后，脚随着人群挪动，头却
频频望向路口。一辆吉普车驶进站
台，章寒下了车，一边高喊着雅琼的
名字，一边招手向她跑来。雅琼看到
章寒却装作没看见，头也不回地往车
上钻。此刻，她心里矛盾之极，只要
章寒拉她一把，或是再喊她一声，她
定会毫不犹豫地扑进他的怀抱！

然而，章寒是个怪人，他知道雅
琼在生他的气，却站在原地不动，眼
睁睁地看着她挪上了车。啪！车门
关上了，车后留下一道灰尘，留下了
章寒的后悔，亦也留下雅琼无尽的
遗憾。

接到章寒病危的消息，她后悔的
肠子都要青了，你干嘛要耍小性子？
面子就那么值钱吗？ （（未完待续未完待续））

离开家乡越久越是怀念家乡的
一草一木，身在异乡却心系故土，每当
乡愁袭来，故乡那一草一木就如涨潮
的海水，忽一下就涌上了回忆的堤岸。

回忆里是一片金黄色的花海，
她们铜钱大小，花瓣细黄，花香清
淡，像星星，像珍珠，又像千万个小
姑娘撑着一把把小黄伞在秋风里舞
蹈。那是家乡村西头一个山坡上的
野菊花，她们像我身体的一部分根
植在了我的大脑里，她们芬芳美丽，
熙熙攘攘、密密麻麻地相聚在微微
隆起的山坡上，浸润着珍珠般的露
水，呼吸着秋高气爽的味道，痛快淋
漓的绽放一季又一季芳华。

小时候随母亲去收秋，每每路过
那片坡地就会驻足观望，远远的就能
嗅到淡淡的清香，那是野菊花独有的
气味，甘甜里带一点苦涩，芬芳里带
一点香甜。慢慢的走近了就会看到
黄澄澄的一大片，像天地间倾倒了油
彩瓶，就这样泼洒了一大片黄，那些

野菊花有千朵万朵，一朵挨着一朵，
肆意绽放着，绵延而去，像是随着山
坡的走势开到了天尽头一般。

我偷偷给那片长满野菊花的坡
地起了一个很江湖的名字“菊花
谷”，并在心里把它据为了私有财
产，高兴时，我会去菊花谷席地而
躺，沉浸在那一片黄黄的花海里，仰
望着蓝天白云，畅想着美好的未
来。伤心时我还是去菊花谷，躺在
那里放空自己的大脑，让所有的思
绪都停顿下来，就那样徜徉在淡淡
的清香里，什么也不想什么也不干，
让一切随风。

《本草纲目》上说“菊花苦、平、
无毒。治诸风头眩肿痛，目欲脱，
泪出，皮肤死肌，恶风湿痹。久服
利血气，轻身耐劳延年。”而野菊花
因为历经了风霜雨雪，吸收了天地
精华，其味更苦，清热解毒的力量
更强。每年秋收过后，村里有人家
就开始去采集野菊花，有的用来做

菊花枕，有的用来泡茶，还有的用
来做汤做粥。而母亲也会采集一
些野菊花，做菜时撒入几瓣，那汤
水似乎就有花朵的味道。后来，我
们姐弟几个相继离开家乡，母亲每
年都会采集一些野菊花晾晒干透
了分寄给我们，嘱咐我们泡茶来
喝，养肝明目。我曾经心疼母亲的
劳累：“超市里菊花茶多的是，没必
要寄来寄去的太麻烦。”而母亲却
很固执：“那能一样吗？我寄给你
们的是家乡的菊花茶。”

当时的我没有深思母亲话里的
意思，总觉得什么样的菊花茶不是喝
呢?只是离开家乡越是久远，越能喝
出菊花茶里味道的不同，母亲寄来的
菊花茶明明多了一份家乡的味道啊。

家乡那片山坡的野菊花像有灵
性一般，开不败也采不完，人们掐了
一茬，它又生出一茬，即使秋收过后
被人们掐的只剩下光秃秃的枝叶，
可是明年秋天一来，那片山坡就又

热闹起来，野菊花孩子一般露出了
淘气的小脑袋，挨挨挤挤，密密麻
麻，像一群少女在窃窃私语，又像怀
春的少年写下一行行稚嫩的情诗。

她们不像诗人赞美的牡丹，也
不像画家钟情的梅兰，她们就在自
己的山坡上，自己的山崖上，自己的
田野沟壑上，静静的悄悄的绽放芬
芳。她们不需要赞美，也不需要称
颂，她们有诗人的浪漫情怀，也有对
生命的坚韧执着，她们在百草消融
的季节里扯起生命的风帆，在天地
间自由自在的芬芳娇艳。

家乡的野菊花，是开在心灵上
的慰藉，她们用芬芳承载了一个异
乡游子最诚挚的乡愁，离开家乡已
有二十多个春秋了，想家时我就会
泡一杯菊花茶，看她们干枯的小身
子在水的滋润下一点点绽放光彩，
那淡淡的清香就会敲开记忆的门
扉，让那些铺天盖地的乡情乡味儿
走进我的心里，梦里。

到康巴诺尔看遗鸥到康巴诺尔看遗鸥
温国

人与人相知人与人相知，，靠的是一种缘分靠的是一种缘分，，人与鸟人与鸟
相遇相遇，，也亦如此也亦如此。。在康巴诺尔湖畔在康巴诺尔湖畔，，我平生我平生
第一次见到了遗鸥第一次见到了遗鸥。。说起遗鸥说起遗鸥，，我相信很我相信很
多人对它还是陌生的多人对它还是陌生的，，甚至是第一次听到甚至是第一次听到
这个名字这个名字，，在这里我简单的科普一下在这里我简单的科普一下。。

遗鸥是人类在遗鸥是人类在19291929年才发现的年才发现的，，直到直到
19711971年才确定它的类别与名字年才确定它的类别与名字。。遗鸥的遗鸥的
意思是意思是““遗漏之鸥遗漏之鸥””，，虽然发现的晚虽然发现的晚，，但是但是
人类已经初步的掌握了它的一些生活习人类已经初步的掌握了它的一些生活习
性性。。它是一种中型的水禽它是一种中型的水禽，，体长体长4040厘米左厘米左
右右，，眼部有半马蹄型的白斑眼部有半马蹄型的白斑；；夏季的遗鸥夏季的遗鸥
头上像围着一块黑色的头巾头上像围着一块黑色的头巾，，进入冬季进入冬季
时时，，头部的黑头巾就变为白色头部的黑头巾就变为白色；；遗鸥喜欢遗鸥喜欢
生活在半荒漠的咸水或淡水湖泊中生活在半荒漠的咸水或淡水湖泊中，，它对它对
繁殖地选择非常苛刻繁殖地选择非常苛刻，，只在干旱荒漠的湖只在干旱荒漠的湖
心岛上生育后代心岛上生育后代，，其它地方不繁殖其它地方不繁殖，，幼鸟幼鸟
孵化出来后孵化出来后，，一周就可以离巢了一周就可以离巢了，，此时也此时也
是小遗鸥最危险的时期是小遗鸥最危险的时期，，如果它误进其它如果它误进其它
遗鸥的巢中遗鸥的巢中，，就会被巢穴的主人啄死就会被巢穴的主人啄死。。遗遗
鸥的成活率很低鸥的成活率很低，，现已成为世界珍稀濒危现已成为世界珍稀濒危

鸟类之一鸟类之一，，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中国中国
濒危动物红皮书易危物种濒危动物红皮书易危物种，，全世界遗鸥数全世界遗鸥数
量仅存一万二千多只量仅存一万二千多只。。

多年前我曾来过康巴诺尔多年前我曾来过康巴诺尔，，并写过一并写过一
篇散文篇散文《《我的康巴诺尔我的康巴诺尔》，》，它是一个美丽的它是一个美丽的
湖泊湖泊，，仅从这富有诗意的名字上仅从这富有诗意的名字上，，你就会喜你就会喜
欢上这片湖欢上这片湖。。再次来到这里再次来到这里，，我被康巴诺我被康巴诺
尔湖的变化深深吸引尔湖的变化深深吸引，，如今它已是康巴诺如今它已是康巴诺
尔国家湿地公园尔国家湿地公园，，在这片湖泊上栖息着在这片湖泊上栖息着140140
多种鸟类多种鸟类。。其中其中，，遗鸥就有遗鸥就有70007000多只多只，，据据
说全世界百分之六十的遗鸥生活在这里说全世界百分之六十的遗鸥生活在这里，，
康巴诺尔国家湿地公园目前是全球最大的康巴诺尔国家湿地公园目前是全球最大的
遗鸥繁殖地之一遗鸥繁殖地之一，，难怪在难怪在20172017年中国野生年中国野生
动物保护协会授予河北康保康巴诺尔为动物保护协会授予河北康保康巴诺尔为

““中国遗鸥之乡中国遗鸥之乡””。。
迎着凉爽的清风迎着凉爽的清风，，散步在康巴诺尔湖散步在康巴诺尔湖

畔畔，，欣赏着这坝上高原的自然风光欣赏着这坝上高原的自然风光，，让我心让我心
情愉悦情愉悦。。为了方便人们看鸟为了方便人们看鸟，，康巴诺尔湿康巴诺尔湿
地公园沿湖岸建造了数个观鸟台地公园沿湖岸建造了数个观鸟台，，台上设台上设
立了两台高倍望远境立了两台高倍望远境，，通过望远镜可以观通过望远镜可以观

望到湖心岛上的遗鸥及其它鸟类望到湖心岛上的遗鸥及其它鸟类。。我好奇我好奇
地用望远镜观看了一下湖心岛上的遗鸥地用望远镜观看了一下湖心岛上的遗鸥。。
远远的望去远远的望去，，成群结队的遗鸥聚集在湖心成群结队的遗鸥聚集在湖心
岛上岛上，，有的在闲散的踱着步有的在闲散的踱着步，，有的引颈高歌有的引颈高歌
伸展着双翼伸展着双翼，，还有的突然振翅冲上天空还有的突然振翅冲上天空，，它它
们飞翔的姿势是那般的优美自如们飞翔的姿势是那般的优美自如，，更多的更多的
遗鸥是即飞即落遗鸥是即飞即落。。湿地上的工作人员介绍湿地上的工作人员介绍
说说，，那即飞即落的是今年刚孵化出来的小那即飞即落的是今年刚孵化出来的小
遗鸥在练习飞翔遗鸥在练习飞翔，，你听它们叫唤的声音都你听它们叫唤的声音都
是嫩的是嫩的。。我仄耳细听果然听到了风中它们我仄耳细听果然听到了风中它们
稚嫩的叫声稚嫩的叫声，，成年遗鸥的叫声是成年遗鸥的叫声是““咖咖咖咖””的的，，
而且传得很远而且传得很远，，年幼的遗鸥们叫声是短促年幼的遗鸥们叫声是短促
尖锐的尖锐的，，混合在成年遗鸥的叫声里混合在成年遗鸥的叫声里，，是那么是那么
的和谐的和谐。。

和工作人员聊起遗鸥和工作人员聊起遗鸥，，像是打开了他像是打开了他
的话匣子的话匣子，，他告诉我他告诉我，，每年每年99月初遗鸥开始月初遗鸥开始
往渤海湾迁徙过冬往渤海湾迁徙过冬，，44月底月底，，遗鸥又从渤海遗鸥又从渤海
湾回到康巴诺尔湖开始生息繁衍湾回到康巴诺尔湖开始生息繁衍。。55到到77
月是遗鸥的繁殖期月是遗鸥的繁殖期，，一对遗鸥产蛋一对遗鸥产蛋 11--44
枚枚，，雄雌遗鸥轮流孵化小遗鸥雄雌遗鸥轮流孵化小遗鸥，，经过经过2525天天

左右的时间左右的时间，，小遗鸥破壳而出小遗鸥破壳而出。。雄性遗鸥雄性遗鸥
也参与孵化也参与孵化，，这听起来很新鲜这听起来很新鲜。。遗鸥是遗鸥是

““一夫一妻一夫一妻””制的制的，，它们结对后它们结对后，，一直到死一直到死
都不会再去找其他的伴侣都不会再去找其他的伴侣。。雄性遗鸥非雄性遗鸥非
常的有责任心常的有责任心，，从孵化到养育小遗鸥它寸从孵化到养育小遗鸥它寸
步不离巢穴步不离巢穴。。筑巢筑巢，，觅食都是雄性遗鸥承觅食都是雄性遗鸥承
担担，，它简直就是模范丈夫它简直就是模范丈夫。。小遗鸥出壳小遗鸥出壳
后后，，它还要照顾二十多天它还要照顾二十多天，，直到小遗鸥能直到小遗鸥能
独立飞翔觅食独立飞翔觅食。。

我们正说着话我们正说着话，，看见几位摄影人看见几位摄影人，，扛着扛着
““长枪短炮长枪短炮””，，在观鸟台上找好位置开始拍在观鸟台上找好位置开始拍
摄凌空飞翔的遗鸥摄凌空飞翔的遗鸥。。说起拍摄遗鸥说起拍摄遗鸥，，工作工作
人员说人员说，，这几天是保护遗鸥摄影周这几天是保护遗鸥摄影周，，原来想原来想
在湖心岛建观鸟台在湖心岛建观鸟台，，后来取消了后来取消了，，那是因为那是因为
遗鸥怕人遗鸥怕人，，人工建的岛遗鸥不会去居住的人工建的岛遗鸥不会去居住的，，
它们闻到人的气味它们闻到人的气味，，就会弃巢迁徙就会弃巢迁徙，，遗鸥是遗鸥是
一种敏感的鸟类一种敏感的鸟类，，保护它们保护它们，，最好的方式就最好的方式就
是不干扰它们的生活是不干扰它们的生活，，给他们提供一个和给他们提供一个和
谐安静的环境就足够了谐安静的环境就足够了。。

站在康巴诺尔湖畔站在康巴诺尔湖畔，，望着天空自由飞望着天空自由飞

翔的遗鸥翔的遗鸥，，我在想我在想，，是什么吸引了遗鸥千是什么吸引了遗鸥千
里迢迢来这里居住里迢迢来这里居住、、繁衍繁衍、、生息生息？？如果没如果没
有一个完整良好的生态环境有一个完整良好的生态环境，，这生性敏感这生性敏感
挑剔的遗鸥是不会历经千辛万苦来这里挑剔的遗鸥是不会历经千辛万苦来这里
栖息繁衍后代的栖息繁衍后代的。。后来后来，，我在宣教中心找我在宣教中心找
到了它们迁徙的答案到了它们迁徙的答案，，果然是原住地哈萨果然是原住地哈萨
克斯坦的生态遭到破坏以后克斯坦的生态遭到破坏以后，，它们才来到它们才来到
康巴诺尔湖康巴诺尔湖。。保护我们的生态环境保护我们的生态环境，，是人是人
类的需要类的需要，，也是鸟类的需要也是鸟类的需要，，保护好我们保护好我们
的生态环境的生态环境，，就如同栽下梧桐树就如同栽下梧桐树，，终能引终能引
得凤凰来得凤凰来。。

夏季的康巴诺尔湖有着一年之中最美夏季的康巴诺尔湖有着一年之中最美
的景色的景色。。碧波荡漾的湖水碧波荡漾的湖水，，芦苇随风摇芦苇随风摇
动动，，群鸥翔舞群鸥翔舞，，鸟鸣啾啾鸟鸣啾啾，，岸边的格桑花随岸边的格桑花随
风吐着馨香风吐着馨香，，蓝天蓝天，，碧湖碧湖，，飞鸟飞鸟，，花海花海，，清风清风
习习习习，，鸟鸣悠悠鸟鸣悠悠，，康巴诺尔湖是人间的仙康巴诺尔湖是人间的仙
境境，，它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共的完美画卷它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共的完美画卷！！
忽然我想起一首歌忽然我想起一首歌，，遗鸥起飞的地方遗鸥起飞的地方，，随随
着那悠扬的旋律着那悠扬的旋律，，我仿佛看到了康巴诺尔我仿佛看到了康巴诺尔
美好的明天美好的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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