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逛菜市场
● 高召子

我喜欢逛的菜市场还是家乡的早
市，当地人叫“上南门”。那醉人的甜
醅，那一层层五颜六色的蒸糕，那三朵
五朵扎成一束的牡丹、月季花，那成堆
论个的绿灿灿的葫芦，那红艳艳的野草
莓……南门的早市瓜果蔬菜应有尽有，
更有亲朋乡邻的问候和寒暄，有待在家
里永远也无法听到的新鲜事，也有久未
谋面的亲朋见到后收获的一分热情。
总之，家乡的菜市场洋溢着的都是最难
忘的父老乡亲们的和谐交融。
随着县城日新月异的发展变化，家
乡的早市也偏移了地址，改成了有一定

规模的蔬菜市场，相当多的品种的东西
都进了大大小小的超市。但我记忆中的
“上南门”
，
永远是不可替代的菜市场，
深
深地烙印在了记忆里成了永远的乡愁。
逛菜市场，在菜农早早地摆放整齐
的菜品上，我能感受到勤劳和对美好生
活的希望。在他们高声的吆喝和坦荡
的讨价还价中，我体悟到自由本真的舒
畅。在看卖家称完东西，立马一口能报
出价钱的敏捷思维，也让我想起“卖油
翁”的熟能生巧。从看到开三轮车司机
在逼仄的空间里娴熟错车时，让我确信
高手在民间。在菜市场，感受的是浓浓

的人间烟火，其他任何地方无法寻觅的
气息。就像看到了生活的最真面目，或
原汁原味的泥土般的芬芳。也感受挑
选时的随意与货比三家的随心所欲。
在情绪低落或无聊时都可以去逛菜
市场，那样，每次都有不同的收获，看那
头顶黄花翠滴滴的黄瓜，红彤彤的西红
柿，
白绿相接的大葱，
还有妖紫妖紫的茄
子……让人感受到真正秀色可餐的五彩
斑斓，和让人心情即刻愉悦在各种果蔬
的色彩里,更重要的是感受那种努力生活
的精神气息，
使人振奋。逛完菜市的人，
大都脸上洋溢着祥和而满足的笑容。
逛菜市场，我曾遇到一位朋友的母
亲，她在出售苦苦菜，而且得知是她骑
车从农村采挖来的时，让我立刻对这位
七八十岁的老人肃然起敬。菜市场要
带着深情去逛，才能体味生活背后的酸
甜苦辣和激励人心的故事。
有时也喜欢菜市场那地摊式的，带
着近乎原始的出售方式，没有通过商业
转手。不像超市里那样精心包装的刻
意与繁琐，以及翻了一番的价格，让它
继续束之高阁或敬而远之。

曾到十三朝古都西安逗留，也逛
过离住宿处不远的“含光门”外的城墙
根下的早市，也是人声鼎沸、热闹非凡
的。一个近似一斤大的黄桃，甜到人
心里的火红小柿子，还有硕大光圆的
石榴……新鲜得都让人爱不释手，都
想兜回去。殊不知逛菜市场其实也是
一种增长见识的经历、一种纯自然的
享受。
不管哪里的菜市场，其实是包罗万
象的，那吃的、喝的、日常用品、鱼虫、花
卉 ...... 生活的色、香、味大都在这熙熙
攘攘的人群中了。生活本来就是烟火
缭绕、柴米油盐的交织，谁敢说自己不
是食人间烟火之人？谁又敢说自己是
不食人间烟火、喝风饮露的精灵仙躯
呢？逛菜市场看人间万象，形形色色的
人物形象汇成了人间百态。
逛菜市场最大的收获，也是对我最
大的诱惑，就是看到生活中民以食为天
的活色生香，更接近劳苦大众，因为踏
实，所以风雨不惧，也练就了一种不卑
不亢的精神和勇气，去迎接别人鄙夷的
目光，
勇敢地活在这个世界上。

胡杨

(外一首)

●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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映照透亮的海子
吐蕊出半空的金黄
放弃顾忌 任其放纵
分娩下一湖的纯净
三千年本有的强大

风沙绕过了雨季
枝头摇曳的金色
张扬出富裕的个性
借助一群鸟的眼睛
远眺空旷沙海出水的容颜

叶 子
走下沉睡的枝头
风景置换出风景
色彩更迭出色彩
旖旎的景 残缺的美
陈设的铺天盖地
相遇一年的悲壮
不离不弃的伤感
即使飞翔落地
高雅的姿态保留下鲜活的气质
那怕在飘雪的黑夜
默守的日子
其实就是生命的简洁
不在乎停留的时间
或者岁月的长短

说是草湖，其实它的全称是嘉峪关
草湖国家湿地公园，草湖是惯常的称
呼。明修《肃镇华夷志·山水》有这样的
记载：
“ 苍儿湖，城北二十五里，大湖场
也。花城儿湖，域北八十里，大湖一处，
北虏常袭于此，地属新城儿堡”。苍儿
湖、新城湖和花城儿湖，历史上都属于
新城堡所管辖，统称新城草湖。湖是嘉
峪关草湖国家湿地公园的灵魂。
今天的嘉峪关国家湿地公园的水
域部分已不再是历史上的三湖，而是由
西向东的五个历史形成的鱼塘与大海
子、拱北梁水库组成，形成一个大“S”
形，
被形象地称为“七星连池”。
登上湖区的瞭望塔，站在高处看，
湖更蓝，地更阔，天更远。塔的一侧是
湖水深邃的蓝，有限的湖水里似有无限
的可能；塔的另一侧是芦苇耀眼的黄，
虽已初冬，西北偏北戈壁湿地的芦苇却
有着不一样的风情，黄色是主角，绿色
只是其中的点缀，黄和绿就这样交织
着，延绵而去，当黄盖过绿的时候，深冬
就浓到了极致。
围绕着湖岸生长的有芦苇，有柳
树，有红柳，还有其他一些不知道名字
的灌木。芦苇的枯黄，在清澈明净的湖
边，新旧交织在一起，仿佛在告诉人们：

● 烟驿

玉簪配一副金坠子，摇摇晃晃，世界就变得细腻、美好。附在一朵花的片段
上，听风听雨听鸟鸣，听来来往往的人声鼎沸。一只花猫在夜晚悄悄地走进篱
笆，在玉簪阔大叶子下轻轻伏下身子，收拢四肢瞪圆双眼观察，倾听。不远处，
湖水发出温柔的喘息。
黄昏时分，一个人停在异乡，偶尔想起从前，滋生淡淡的忧愁和哀伤。只能
接受人性的缺陷，无奈的选择原谅。城市生活中每个人都变得小心翼翼，自私、
势力。为了一日三餐而收敛自己的心情、性情，很少提及梦想和理想。我们不
如一株没有腿脚的植物富足。我们组建了城市，
圈养着自己。
我喜欢植物，它们有静气，努力成长，安身立命，开出自己的花，结出果实与
种子。无欲无求，不叹息不抱怨，不会渴望长成一棵白杨或者松树。而人在生
存战争中，别人并不给你成长的机会，你只有努力地长成别人需要的样子，才能
立足别人的需求中。扭曲分裂异变成为心魔，
相互折磨，
彼此制约。
我曾经在庄子的世界里沉醉多年。也观察诗经里玉簪倌起长发，小河淌
水，它挥洒着清幽的香气，筋骨分明的叶掌扇动着风，翠绿色外衣让阳光明亮。
站在这明亮上眺望。我的眺望来自诗歌的台阶，从四十多岁开始沉迷，日夜沉
醉其间。如同一丛素雅的玉簪，努力成长，吸取一切养分，妄图开出最圣洁的
花，结出硕大的鼓槌般的种子，入史入画。
“我们一直用睁开的双眼眺望。只为
寻找自己，
然后努力生长，
力争成为森林。
”
埃尔弗里德·耶利内克说。
多么羞愧，
一株玉簪也有自己的风景。
玉簪的花语是圣洁脱俗。如同落入凡尘的仙女，袅婷在树荫下，鼓着饱满
的花苞，等待一阵风打开，鲜艳夺目的黄色花蕾探出花体。香气泄出来，一群黄
色小蚂蚁列队爬上花端，像小人国的居民巡查疆域。我附身观察一只掉队的蚂
蚁，它站在花瓣边缘，伸出前腿试探着虚空，再往前就是悬崖，我不知道它在它
们的国度是什么角色，也许是个诗人，或者冒险家，也可能是个智商不够的花
痴，被香气熏染，忘记了回家的路。它在想什么呢？我就这样走下去，会走到哪
里呢？玉簪的花苞里会不会有一个安静的天堂。
我也是安静的，在玉簪身边，感受与一朵花同在。时间随手涂抹着世间的
一切，我与玉簪表示友爱，彼此对望，没有私欲，没有冒犯。童年低矮的房屋后，
一丛玉簪，散发着幽幽香气，混同草垛的腐朽气味，弥漫了整个黄昏与黑夜的边
界，催眠着劳累的人，产生惬意的幻觉。携着多年前那株记忆犹新的乡下玉簪
流落城市，
我的身体里也有着对它的记忆。

落叶情
● 刘汉新

吞噬下最后一口咸涩
漫过金塔的额头
随风期待炙热的光
或是一场足够的雨
招摇舒展去释放
一生所有的神奇
连绵于茁壮
接踵而来的垂爱
寻觅一方惬意的沙土
落地生根

玉簪

鹤舞草海

何欢 摄

曾记得 6 岁时，在外婆的炕上，我把头巾围在腰上当裙
得很吃力，
甚至有点泄气，
但看到大多比我大的姐姐们在认真
子，模仿电影中的舞蹈动作跳来跳去，惹得爸爸妈妈哈哈大
地反复练习，
每一个动作都练到自己满意为止，
她们还经常在
笑；在上大学时，周末和朋友们去舞厅跳舞，每次跳着跳着
下课后练习。闺蜜也在给我不断鼓劲：既然选择了这个舞蹈
就跳上了主持台，惹得大多同学停下来看我跳，我都不知当
班，
就得坚持到底。有时听到舞友们说，
平时上班压力那么大，
时自己的胆子那么大，根本不怕别人笑话我跳得不好，我完
本想报个班放松放松，
好好锻炼一下身体，
没想到学舞蹈这么
全沉浸在一个唯美浪漫的情境中。有时和朋友们一起游玩
有压力，
只要落一节课，
还需在家练习。其实她们的心声和我
的时候，只要音乐一响，我的身体就不由自主地动了起来， 一样，
但既来之，
则安之。我必须认真学习，
一定要把这个傣族
完全和音乐融合到一起，用一些动作
古老的民间舞学好，
我要跳出富于他们本该
去诠释音乐中的情感，我喜欢这种情
有的丰富多彩的舞蹈动作和富于雕塑性的
景 投 入 ，我 知 道 自 己 已 经 和 舞 蹈 结
舞姿造型。
缘，只是碍于自己个子有点矮，没有
傣族舞蹈的动作虽大多婀娜多姿，节
机会去大城市正规的舞蹈学校深造,
奏较为平缓，但外柔内刚、充满着内在的力
这个遗憾一直伴随着我工作、结婚、
量，它潇洒轻盈、灵活、矫健、敏捷。要想跳
● 罗金萍
生子。但近期，我万万没有想到，却
好，得费一定的功夫。慢慢地，我能跟上老
圆了这个梦……
师的节奏，老师看着我们跳的时候，会在台
一个偶然的机会，我被傣族舞迷
上跳出我们跳的动作，我们看着大笑，有的
住了，我正式加入专业舞蹈班，开始当一个“正规学生”。老
同学还会笑得弯下了腰。因为老师模仿我们的动作，看起来
师 30 多岁，个不高，亲和力很强，活泼可爱，跳起舞来，她属于
特滑稽，我不得不佩服她的这种高超的模仿力，
“ 鬼子进村”
最亮的一个，很美，尤其是她的眼神，会放电。我第一次发现
“偷瓜”，这都是老师说出的话，但她模仿的动作真有点像“鬼
跳舞“眼神”的重要性。每次上课前，我们都会有 5 分钟左右
子进村”
“偷瓜”。其实我们是动作不熟，为了能跟上音乐，担
的压背、踢腿，大家的腿能踢到半空中，而老师的腿能踢到额
心自己跟不上节奏，自己都不知跳了些啥动作。看到老师的
头上，我惊讶地问闺蜜：她怎么能踢到这么高？闺蜜说这是
模仿动作，都在问，是我自己跳的吗，那么难看……不行呀，
童子功，否则她怎么能教这么多比她大好多岁的姐姐们。我
一定得好好练。
算是被她的“腿”
征服了，
不能小看这个小老师……
两个月过去了，我不再怯步，因为我自己感觉有了一点
我第一次发现傣族舞这么难学，
很有压力。傣族舞有严格
进步，体力能跟上，一些基本的步伐也能跟上，一些音乐及舞
的程式和要求，
有固定的步法和手位，
甚至每个动作都有固定
姿都能感受到它的张力及寓意，我越来越喜欢傣族舞了。今
的鼓语伴奏。错了一个环节，
就会使舞蹈效果大打折扣，
我学
天，
学傣族舞，
不再是一种压力，
而是一种享受。

学傣族舞

草湖冬韵
● 杨静

生 命 本 就 是 如 此 ，新 陈 代 谢 ，新 旧 交
替。每个生命都有离开这个世界的一
天，自然而然的生长，自然而然的死去，
多一些坦然，多一些从容，心中若无烦
恼事，便是人生好时节。蜻蜓好似明白
芦苇的心思，蓝色的蜻蜓，或静静地停
留在芦苇叶子上，或在苇叶间飞舞嬉
戏，只要活在这个世界上就要安稳的憩
息，
快乐地飞舞，
各生欢喜，
各自安好。
湖中有鸟儿在无拘无束的遨游，远
远地看着湖边的我们，一点惊飞而起的
意思都没有。听朋友介绍说在草湖憩
息的鸟儿有十几种之多，有天鹅，灰雁、
白鹭等候鸟，也有绿头鸭、赤麻鸭等水
禽。这些人间的精灵，它们一定是把家
安在了草湖湿地茂密的草丛中，在那里
相亲相爱生儿育女。
嘉峪关草湖国家湿地公园独特的

自然地理环境造就了草湖湿地内沙漠、
绿 洲 、湿 地 、湖 泊 共 处 一 境 的 稀 有 景
象。沙漠、绿洲、湿地、湖泊毗邻而居又
互为依存，它们各有各的个性，各有各
的特点。尤其沙漠，是最有特点的，这
里的沙漠处处有芦苇的身影，有了芦苇
的摇曳，沙山灵秀了，生动了，而生长在
沙山上的芦苇则多了一份激情和浪
漫。在十一月的蓝天下，无边的沙山，
数不清的芦苇，
是宿命，
也是约定。
除了芦苇，沙丘上还有其他的沙生
植物，有了水，有了近些年对湿地公园
的呵护和修复，沙山终有一天将会郁郁
葱葱的绿。草湖湿地也许真的会像历
史记载中那样，
“ 水盈草茂，湖泊成群，
怪柳婆娑，
苇草连片，
鱼游鸟鸣。
”
路在湖与湿地之间，
路有路的方向，
走在这条路上，
会想到汉唐，
想到古丝绸

秋冬的落叶是平凡不起眼的，
只是
默默地把七分的温柔加上三分的酸楚，
紧紧糅合在了一起，
最终化作春泥更护
花。我想，
也只有在躯壳完全腐化，
了
却了心头那一桩无求无偿的心愿之后，
叶子才算真正脱离了尘世人间。
其实，树叶在地上最后逗留的日
子没有想象的寂寞与无趣。是的，叶
子看起来或许有些单调，但它也有一
些不为人知的乐趣。比如，摇曳飘落
的过程。
那些跌落的叶子，
被路过的脚步沙
沙踩踏，
跳出了一阕冬日奏鸣曲。
破碎的叶子，不管在森林或城市
里，最后总是混合着粘人的雨水慢慢

变为黏土，终止在似有似无的轻轻一
声叹息中，挥别了每天的日起日落，
还有那月圆月缺，一切默默地重新返
璞归真，然后不会再有什么伤春悲秋
忧晴愁雨了。
千秋万古，山高水迢长，多少日
子多少阳光多少梦，曾经有过红过二
月花的灿烂岁月。
它们的脸孔，如今恐怕不再有人
记清，它们的身影，明年来春自然会
有崭新的替代。那时，光秃的枝丫又
再一次生机盎然了，有机会仔细亲近
一片一片的叶子，用手摸摸叶身，再
僵硬的心也会变得柔软，无论对别人
还是对自己。

公 告
嘉峪关市水务局双泉水利站位于嘉文路 4626 号，面积为 2800.00 平方
米，因其西侧宗地权利人嘉峪关市双泉酒厂违约缺席指界，根据《地籍调查
规程》，现将该宗地权属界线定界结果（详见宗地图，其中界址点 J5-J1 为违
约缺席指界的界线）予以公告。公告期为十五日，自公告发布之日起算，公
告期满定界结果自动生效。
特此公告
附：
宗地图
嘉峪关市自然资源局
2020 年 11 月 20 日

之路，
据《史记》
《汉书》记载和考证，
西汉以
来，
连通中原和西域的丝绸之路就从这里
通过，
那时从酒泉去往敦煌和西域，
必须
经过新城草湖。那条千百年前的丝绸之
路就是我脚下的这一条吗？如果是，
我踏
着的足迹就是行走在这条路上的先民的
足迹，
沿着这条足迹是开放包容，
是纵观
天下的视野，
是走向世界的胸怀。
天空纯净，湖水纯净，湿地纯净，沙
漠纯净，此时的我心底也无比的纯净。
记得十几年前第一次到草湖时，是朋友
相约来烧烤野炊。那时湖边上都是房屋
和遮阳棚，游玩的人们在湖边自助洗菜
烧烤野炊，
污水在湖边横流，
钓鱼的人们
随意在湖边垂钓，人间繁荣热闹的景象
背后是湿地的忧伤和悲愁，
湖面缩小了，
苇草枯萎了，鸟儿飞远了。而今天草湖
湿地的纯净是那么的惹人爱恋，没有了
烟火的气味没有了虚幻的热闹，只有湿
地自己，
只有生长在她身体上的草木，
生
活在它她怀抱里的生灵。多年的保护多
年的恢复让草湖湿地找回了她当年的明
眸皓齿，
碧波连连，
鸟飞鱼跃。大自然回
到了它本来的美丽的样子，人在自然中
就成为了装点大自然的靓点。热爱自
然，
与自然和谐共处，
热情真诚的来小心
安静的去，
人美自然将更美。

本报每周一至周五出版 地址：嘉峪关市建设西路 10 号 邮编：735100 副刊投稿邮箱：jygrbbjb@163.com 编辑部：0937-6225408 15101755859 广告和征订：0937-6224603 15101755850 印刷：嘉峪关市方圆印业有限公司 责编：高雅丽 赵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