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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上袁我在马路边散步袁站在路边梧桐树下遥
看着驶过的一辆辆轿车尧摩托车尧自行车袁脑际中
忽然闪念院这路上的车辆行人袁不也是一种风景钥
在我们生活中袁风景真是无处不在遥

今年初秋袁曾和朋友到栾川游览区游玩遥 当
我们走到山脚下时袁导游嘱咐道院野今天的路线会
有一定的风险袁大家要注意安全遥冶一时间大家议
论纷纷袁有的说院野为了安全袁咱们还是不要上去
了遥冶还有的说院野天下的山水大同小异袁不如我们
就在山下打牌取乐遥冶我仰望着陡立的山峰袁犹豫
地问身边好友院野我们怎么办钥冶野我们沿着上山的
路线走袁即便上不到山顶袁也可以欣赏路上的风
景遥 冶

山路上袁红果满枝袁泉水潺潺遥 我们越过木
桥袁钻过石洞袁在水潭边留下倩影曰来到满目绿色
的原始森林袁享受阳光照射下的青翠遥 当我们满
身大汗爬上山顶时袁 我激动地脱口道院野好快袁没
想到这么简单我们就爬到了山顶浴 冶野是啊袁世上
好多事看上去很难袁如果不亲自尝试袁怎么会知
道就这么简单钥如果不是一路上变幻莫测的美景
吸引着我们袁 我们也不会不知不觉就爬到了山
顶遥 冶好友说遥 我连连点头院野是啊袁我们应该感谢
路上的风景遥 冶

驻足路边袁思绪纷飞遥不同的环境袁有不同的
风景遥如果畏惧艰险袁逃避困难袁怎么会欣赏到一
路风光袁体会到登山带来的乐趣遥

生活中袁每个人都有自己追求的目标遥在追求目标的路途中袁能够体验花
香鸟语尧青山绿水的浪漫袁经历狂风暴雨尧披荆斩棘的磨砺袁即使未达到目的袁
不也是人生的一种财富吗钥

愿我们在追求人生目标的道路上融入变幻莫测尧 多姿多彩的风景中袁享
受拼搏尧进取带来的快乐浴
实现目标的路上袁虽然辛苦袁但风景很美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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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拉善风光 陈文峥 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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渊接第 947期冤
美丽的巴彦浩特

7 月 4 日中午袁 离开通古勒格淖
尔袁我们入住了位于巴彦浩特新城区额
鲁特西路的神舟宾馆遥 神舟宾馆是按照
阿拉善远足论坛提供的电话袁提前联系
好的遥 住宿条件很不错袁房价也很优惠遥
特别是宾馆的前台接待周女士漂亮大方
又热情袁令人顿生宾至如归的亲切感浴

下午袁全体队员自由活动袁畅游巴彦
浩特遥 巴彦浩特是一座历史名城袁过去
叫定远营遥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改为
巴彦浩特袁蒙语意思为野富饶的城冶遥 现
在是阿拉善左旗人民政府驻地袁同时也
是阿拉善盟委机关驻地遥 巴彦浩特的历
史最早始于汉代遥 相传汉将班超出使西
域时曾在此驻扎袁因开拓西域有功袁被封
为定远侯袁他曾驻扎的营地被称为野定远
营冶遥 由于历史上阿拉善亲王与清王朝
有着特殊关系袁这塞外名城建筑多仿北
京四合院风格袁故巴彦浩特又有野塞外小
北京冶之称遥

整个下午袁我重游了阿拉善王爷府尧
阿拉善博物馆袁在王爷府旁边的奇石市
场学习了一些赏石知识袁还购买了几块
石头袁收获不小啊浴

晚上袁我和大山尧酒鬼尧喘哥尧呼唤尧
薰衣草尧悠游尧筷子等人应路人之邀到阳
光生态苑叙谈遥 在那里我们不但见到了
曾令飞记者尧老到尧美女包晓辉尧伤狼尧山
鹰等老朋友袁而且还认识了作家温智慧
和阿拉善远足发起人云杉尧遥远及美女
行云尧蓝狐等新朋友遥
此时此刻袁此刻此地袁在几千里之外

能够认识这么多的朋友袁实为远方一生
之幸浴

巴彦浩特袁美丽的城浴 美丽的人浴
敖包之祭要要要攀登巴音笋布尔
7月 5日早晨 4点 30分袁我按照客

房名单逐一敲门叫醒睡梦中的队员遥 起
床后在神舟宾馆对面的一家名叫野民勤
碱面馆冶的小饭店统一用餐遥 餐馆的主
人是一对汉民夫妇袁非常厚道遥 我和狼
在 4 日下午就在这里订好了两天的早
餐遥

5点 50分准时出发袁阿拉善远足的
行云美女和我们河南的女婿伤狼全程陪
同我们袁40分钟后到达南寺景区大门遥
行云尧伤狼先行下车联系袁我和呼唤随后
下车买票遥由于今天是阴历六月初三袁是
当地祭敖包的日子袁7 点以前进入景区
是不用买门票的袁 所以我们每个人只需
买 1元的保险便可进入景区了遥

进入南寺景区袁 看到停车场早已停
满了各种车辆遥我们运气还不错袁竟然为
接近 12米长的大巴找到一个停车位置遥

该考虑上山的问题了浴 上山有两种
方式院一是乘旅游车到雪岭子袁再步行到
诺根德毕斯格曰 二是徒步从冰沟直接到
诺根德毕斯格遥 考虑到团队中有妇女儿
童袁为了赶时间尧省体力袁我们选择了乘
车遥

在山中乘旅游车的感觉很惬意袁随
着向山的腹地进发袁 满山的青翠渐入视
野遥 这同在山外看到或想象中的贺兰山
色绝不相同袁 大家都惊诧于贺兰的青翠
之美了遥

一路山行袁一路留影袁不知不觉中到
达了诺根德毕斯格遥诺根德毕斯格袁蒙语
是绿色的地毯袁果不其然袁四周是树袁中
间是一片狭长的如茵草地遥 登巴音笋布
尔峰的人们都在此休息袁或躺或坐袁或追
逐嬉戏袁或骑马放歌浴 去年 7月袁因为天
气和时间原因袁 我和团队只登到这里便
留影下撤了遥而今天天气不错袁时间也充
足遥借祭敖包的吉祥袁我会享受这登顶的
快乐浴

我随着登山的人流袁 沿山林间的崎
岖小路行走着袁 一路都是歌声笑声遥 终
于袁远远地望见了一座陡立的尧形似敖包
的山峰袁多草无树袁视野开阔袁仅凭山坡
上密密麻麻的蠕动的人群袁 我就能知道
这雄伟的山峰就是阿拉善人心中的圣
峰要要要巴音笋布尔浴

在山峰的脚下袁左边有路稍远袁较平
缓袁可迂回登顶曰直行路近较陡袁可直接
登顶遥 我选择了后者遥

终于登上巴音笋布尔峰的山顶了浴

人们挥洒的风马旗袁漫天飞舞遥多彩

的经幡袁在猎猎山风里飘动遥虔诚的祭拜
者围绕着巨大的敖包顺时针转行袁 祈求
来年平安幸福袁风调雨顺袁牲畜兴旺遥 敖
包上的喇嘛接受着他们递上去的祭品袁
摆放或撒落在敖包上遥 我想马上加入他
们的行列袁却找不到空隙浴 在这里袁我看
到了信仰的力量浴

伫立在山顶开阔的草地上袁 西望是
浩瀚的腾格里沙漠袁 东瞰是广饶的宁夏
平原遥在这里可以策马而行曰可以穿上跤
衣袁一展摔跤勇士的风采曰还可以大声地
呼喊袁以开胸中之积郁浴

在宁夏内蒙界碑留影之后袁 队员们
陆续下山袁我却久久不忍离去遥看着转敖
包的人渐渐散去袁 我一个人围着敖包转
了又转袁心中感慨多多袁不知什么时候还
能再来遥

阿拉善的歌声
早起登山袁 带着一身的疲惫从南寺

回到神舟宾馆袁 感觉就像到了家一样幸
福遥

就怕给远足多添麻烦袁 但挡不住路

人的执著与热情遥接到路人的小聚邀请袁
我就和大山尧酒鬼尧喘哥尧呼唤商量袁盛情
难却袁决定赴约遥

既然赴约袁总要带些礼品才好袁我们
带上信阳毛尖和杜康酒遥

远足朋友有路人尧伤狼尧行云美女和
她的女儿尧老到尧曾令飞袁还有美女包晓
辉遥 包晓辉为我们请来了蒙族兄弟巴根
唱歌助兴袁每人都可点一首袁比如叶祝酒
歌曳尧叶父亲的草原母亲的河曳尧叶草原恋曳尧
叶天堂曳尧叶我和草原有个约定曳尧叶这片草
原曳尧叶诺恩吉亚曳尧叶呼伦贝尔大草原曳等
等遥

行云的女儿懂事又可爱袁 她和酒鬼
大哥一同登上了巴音笋布尔遥 在这里她
又跑前跑后为大人们倒酒袁 她还和包晓
辉尧巴根一起为大家演唱了叶吉祥三宝曳遥
伤狼大哥是我们河南人的女婿袁 以前我
只知道他能写袁没想到他还会唱遥忘了是
谁告诉我说袁他曾经是乌兰牧骑的团长遥
他唱了一首我叫不出名字的老歌袁 只有
酒鬼大哥不时跟着他唱上两句遥 虽然不
知道歌的名字袁 但我从他那沙哑的歌声
里听出了人生的沧桑浴那一刻袁我被深深
感动了浴

儒雅的令飞老师袁有机会路过郑州袁
打个电话袁我们还会见面浴

漂亮的晓辉妹妹袁 我一直在想着帮
你起个什么样的名字浴

大气的行云美女袁你有个好女儿袁她
很可爱浴

爱唱歌的巴根兄弟袁 我会记着蒙语
野好勒冶的意思是远方浴

热情而执著的路人老兄袁天地间袁你
我在行走浴 践诺只待金秋时浴 渊完冤

远 方

重 走 阿 拉 善
要要要西部文化之旅

漫步街头袁突然袁马路旁的一对老年夫妻袁吸引了我的视线遥
这是一对很普通的夫妻袁鬓发如霜袁步履蹒跚袁穿着打扮很平常遥 看样子

他们要过马路遥老妇人紧紧地牵着丈夫的手袁一边躲着过往的车辆袁一边在耳
边叮嘱着什么遥 丈夫不住地点头遥 他们相扶相携地走着袁在喧闹的街头袁显得
那么和谐袁成了这个季节最温暖的风景遥看着他们远去的背影袁我的眼眶有些
潮湿遥

眼前的这对夫妻袁一定经历了很多风风雨雨遥也许没有花前月下的浪漫袁
没有令人感动的海誓山盟遥 他们日出而作袁日落而息袁平淡生活里的油盐酱
醋袁演绎着人生的真谛遥 然而袁老了袁依然携手袁依然有这份真情袁是多么的可
贵啊遥 他们身上袁体现着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遥

一直喜欢野执子之手袁与子偕老冶这句话袁也一直相信世间有真情遥将真心
放在彼此的手中温暖着袁相信在历经岁月沧桑之后袁依然有一份真情值得我
用心去珍惜袁正如此刻袁感动温暖了这个季节遥

感 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