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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昏时分袁 秋日纳帕
海草原在柔美的光影中显
出无限的生机袁 纯净的水
面袁透出宁静的幽蓝遥 一切
都沉浸在宁静祥和之中袁
尘世的喧嚣悄然隐去袁留
下的似乎是漫长的连时间
都凝固的静寂噎噎
是梦还是非梦钥
香格里拉袁 是湛蓝的

天空袁是伸手可及的白云袁
是白云下的群山袁 是静谧
的原始森林袁 是点缀着各

色花朵的大片草甸袁是穿着鲜艳服饰的牧民袁是草地上悠
闲的牛羊噎噎

看影友从中甸拍回来的照片袁野香格里拉冶袁这个美丽
而又遥远的地方袁一下子就近在眼前遥

这就是希尔顿小说叶失去的地平线曳所描绘的世外桃
源要要要香格里拉吗钥

詹姆斯窑希尔顿的长篇小说叶失去的地平线曳完成于
员怨猿猿年袁描绘了中国藏区群山峻岭之中的永恒和平宁静
之地野香格里拉冶遥那里群山环抱袁雪峰林立袁湖泊纯净袁草
甸宽阔袁人与大自然和谐相处袁多个民族尧多种宗教并存
噎噎

烟云飘渺袁静美如梦袁现实中的香格里拉到底在哪里

呢钥
红尘纷扰袁喧嚣中袁心灵需要宁静尧需要歇息遥小说中

的香格里拉就作为红尘中的净土袁 成为人们向往的世外
桃源遥

员怨怨苑年 怨月云南省郑重宣布袁 经过数十位专家尧学
者的考察尧踏勘和资料查证袁野香格里拉冶就在中国云南的
迪庆藏族自治州浴

香格里拉撩开了神秘的面纱袁 从此成为净土中的乐
土遥 人们走进香格里拉袁将红尘中散落的梦境细细寻找遥
香格里拉袁是迪庆藏语袁意为野心中的日月冶遥 据说它

源于唐宋时期建置的野月光城冶和野日光城冶遥
世事沧桑袁日光城和月光城的传说在风中流淌袁被时

光湮没遥芳草年年谁无梦钥白云苍狗袁心中的日月将梦中
的期待照亮遥
辽阔的草原袁清澈的溪流袁缠绕着云朵的高山袁静谧

的原始深林袁 一簇红叶在镜头前摇曳袁 一只苍鹰傲视天
地袁一只蝴蝶安闲地在花朵中漫步袁一个背着柴禾的农人
走在蜿蜒的小路上袁 一缕炊烟生动了秋天的美丽噎噎这
就是自然的和谐袁这是和谐的自然遥
一切的一切袁都洋溢着静谧的美遥
心是恬静中的豁然袁是旷达中的淡泊袁如照片上那墨

绿丛林中一枝轻盈的红枫袁 如那灿灿黄叶上一抹明媚的
阳光遥思绪随着丘陵上交错的道路延伸袁随着白云缭绕在
晶莹的雪峰上袁随着秋风在美丽的香格里拉徜徉遥
香格里拉袁 不知道此刻有多少人在你宁静的草原山

野寻找心中的梦想尧心中的日月袁多少人在喧嚣的夜的集
市感受你别样的风光遥香格里拉袁你以自然的美丽诠释着
美丽的自然遥 这个世界太喧嚣袁心袁太需要宁静遥
香格里拉袁 这里有时间缓慢流逝中带来的生命的真

趣遥
想起昆明大观楼长联袁谁愿意辜负野四周香稻袁万顷

晴沙袁九夏芙蓉袁三春阳柳冶钥谁又能感受野几杵疏钟袁半江
渔火袁两行秋雁袁一枕清霜冶钥
在香格里拉袁那住在山顶的山民也许没有这般思绪遥

听影友讲袁他们宁愿走很远的山路到深沟中挑水袁宁愿长
途跋涉到集市去买简单的日用品袁 却不愿意到山脚下去
住遥为什么呢钥因为住在山顶阳光更近钥为了走出家门就
能看到缭绕的白云钥 噎噎鹰飞多高袁心就飞多高袁他们和
翱翔的鹰一样是自然之子遥
阳光下的香格里拉很美遥 影友谈了许多拍照中等待

阳光的趣闻遥
当浮云遮住阳光的时候袁 为了等阳光从云层散出的

瞬间袁往往要端着相机等一段时间袁也许是一两分钟袁也
许是很久遥 如果没有阳光袁照片中的景物是沉郁的灰暗遥
阳光下的景物才有通透的美丽袁才有缤纷的色彩袁才有大
自然具有的和谐之美遥
细看影友的照片袁层林中透过的一缕阳光下袁湖水温

润袁 花瓣晶莹袁 树叶是玛瑙般的红袁 草叶是翡翠般的绿
噎噎
这鲜明的是阳光的色彩啊浴
林海袁古树袁花丛袁蓝天噎噎
感受照片中的香格里拉袁感受的是阳光下红叶的

细语袁感受的是心中阳光的轻歌袁感受的是自然与心
灵的交融与和谐遥
影友笑道院拍照的时候袁天空有很多云彩飘浮袁当

感觉到有云朵移动要遮住阳光的时候袁 心里很着急袁
真想挽住云朵留住阳光遥
留住阳光浴 我赞叹了一声遥
生活中有许多阴霾的日子袁 雪飞雨飘的时候袁心

灵需要阳光袁正如拍照需要阳光遥
心灵需要阳光袁洒满阳光的心灵才能感受美丽的

自然袁感受温馨的情感袁才能在阴郁的日子里袁焕发特
有的光泽遥
无论在冷落的清秋袁还是在温暖的春日袁每个人

的心中都需要珍藏一抹珍贵的阳光遥这阳光让我们在
寒冷中留住心中的温暖袁因为有些时候袁心境也许比
经历过的很多冬天的寒冷加起来还要寒冷噎噎
是对阳光的憧憬如明净的阳光给自己经历的一

段岁月添了光彩遥 如果没有这憧憬袁生命中本该有的
色彩就会被灰暗所替代遥
谁言生命的底色是忧伤的蓝钥 影友说袁香格里拉

的天空很蓝袁却只有平静没有抑郁遥香格里拉袁是久违
的诗意袁走进去再走出来袁天空会有和以前不一样的
蓝色袁地上会有和以前不一样的风景遥 不是天地有变
化袁是心境变化了遥
和风轻轻地吹袁阳光朗朗地照袁世事纷扰袁许多时

候已经难得注意到它们了遥 朋友们曾经感慨袁忙碌和
浮躁挤去了生活中的悠闲袁 虽说期待着缤纷的花尧青
翠的叶装点心中和谐的美丽袁只是难得静下心来倾听
天籁之声噎噎
许多花飘在梦中袁许多雨落在心上遥 忧伤之后是

欢喜袁谁曾经将一些春天的思绪藏在诗中吟唱钥 生命
中有一些牵挂总是幸运中的美好遥谁能以禅者的目光
观览自然万物钥 用淡定从容的心体味生命袁让生命自
由地绽放出所有的色彩和鲜艳袁如将一个美丽的梦寄
存在香格里拉美丽的风景中遥
四季轮回袁 似乎刚过去的 圆园园远年的这一个春天

有着和别的春天不一样的美丽袁就像现在我写这段文
字的夜晚并不比其他冬天其他夜晚更冷遥
也许许久以后我还会记起这样一个秋天袁在这个

秋天我曾经和影友在电脑前欣赏宁静美丽的香格里
拉袁随意谈论着心中的感受袁谈论着相关的不相关的
一些人和事袁任思绪在遥远的天际徘徊袁飘逸在香格
里拉明丽的阳光下噎噎
感受香格里拉袁我知道自己在心中珍藏着一缕阳

光袁我会用阳光的心态感受天空的辽阔尧大地的宽广尧
群山的伟岸尧小草的柔美遥在这个冬天最寒冷的日子袁
一缕阳光染出文字中的新绿袁 我吟咏着在 圆园园远年春
雪中写成的诗句袁等待 圆园园苑年春天的到来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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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理三塔 公元 摄影

本报讯 渊记者 王宇冤为展示当代中学生
多彩的校园生活袁进一步丰富校园文化袁去年 员圆
月 猿园日袁中心中学在艺术宫举办了第二届野青春
风采冶文艺会演遥
这次会演的节目完全由学生创作和编排遥整

个会演精彩纷呈袁高潮迭起院叶中国大舞台曳气势
豪迈袁街舞叶召唤曳极具活力动感袁手语舞蹈叶感恩
的心曳涤荡心灵袁校园歌曲都是写真生活噎噎师
生们的表演赢得了观众的阵阵欢呼遥英语歌曲大
联唱更是将会演推向了高潮遥 在欢乐与激情中袁
全校师生拂去了 圆园园远年的辛苦袁憧憬着 圆园园苑年
的希望遥
据悉袁在上级领导的关心和支持下袁多年来袁

中心中学全体教职工积极推进素质教育袁内外兼
修袁不断提高教育质量和教学管理水平袁连续 员远
年获得郑州市教育局高中教育教学质量先进单
位称号袁教育教学成果得到了有关领导的高度评
价遥 此次会演的成功举办是该校加强素质教育尧
促进中学生健康全面发展教育教学成果的再次
展示遥
河南分公司总经理王熙慧尧长城铝经理李天

庚尧公司党委书记王立建尧长城铝副经理孟若志
和上街区教育局局长郝斌尧党委书记张彦军等领
导观看了会演并与全体演员合影留念遥
中铝郑州企业各部室领导尧各二级单位的工

会主席和中心中学的老领导及家长代表也观看
了演出遥

本报讯 渊通讯员 杜新立冤去年 员圆 月 圆怨日下午袁长城铝技校全体师生
欢聚一堂袁举行了热烈的迎新年文艺联欢会遥

伴着优美的音乐袁奔放的青春热舞尧幽默的喜剧小品尧激情的校园小调尧
优美的民族舞蹈袁还有教师的太极剑表演袁一个个精彩的节目袁赢来师生们的
阵阵欢笑和喝彩袁欢声笑语久久回荡在校园中遥

本报讯 渊记者 王宇冤每年的 员月
员日既是元旦佳节袁又是野世界冬泳日冶遥
在公司工会的组织下袁 公司的冬泳爱好
者以冬泳这一独特的方式迎接新年的到
来袁迎接他们的节日遥

下午 源点钟袁游泳馆内人声鼎沸袁笑
语喧喧袁 公司四十多名冬泳爱好者会聚
一堂遥 有的在池边做着自创的各式各样
的热身操袁为之后的鱼龙一跃做准备曰有
的已经迫不及待地纵身入水袁嬉戏徜徉遥
一时间池中水花飞溅袁细浪翻腾遥馆内洋
溢着生命的活力尧运动的激情袁让人几乎
忘却了室外已是冬寒刺骨遥 据活动的组
织者说袁 冬泳运动不仅是对身体素质的
锻炼袁更是对毅力尧意志的极大考验遥 它
正以其特有的魅力吸引着越来越多的爱
好者加入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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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工学校师生共联欢

碧 池 冬 泳 迎 新 年

感 受 香 格 里 拉

圆园园远年 愿月参加河南省围棋段位赛是我最难忘
的事袁这是我第一次参加这样的比赛遥
比赛进行三天袁一共有九场袁赢四场才能打上一

段遥 我充满信心袁果然开局得胜遥 当我赢了四场的时
候袁妈妈不敢相信地一直在问我院野真赢了钥真的吗钥冶
我连连说院野对袁对遥 冶妈妈激动得一下子把我抱了起
来袁我也很高兴浴

但是在后面的比赛中袁我想院反正已经升上一段
了袁自己挺棒嘛浴 就不假思索袁下棋太快袁连输了三
局遥在最后一场比赛前袁妈妈严厉地批评了我院野你像
一只骄傲的大公鸡袁 做事不虚心袁 不思考怎么能行
呢钥 冶我伤心地哭了袁心里想院我一定要认真思考袁一
定要赢遥比赛时袁我专心致志袁用心走好每一步袁终于
赢了最后一场遥

郝祥生 摄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