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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过时间的红地毯走过时间的红地毯
□□ 马丹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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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晨 行行

生命的另一种姿态生命的另一种姿态
□□ 张晓花

初夏的清晨，晨曦微露。昨夜，一场
细雨给大地留下了湿润的气息。早起的
我，照例循着南环路去晨行。然而，我却
发现，因为国道的修整，往日清静的这里
如今却是车来车往，显得有些嘈杂。

于是，我把脚步转向了南山僻
静的蜿蜒小道。虽然走得不远，眼
前的景色，却给我柳暗花明、别有洞
天之感。山道两侧，渠水带着如歌
的行板欢快地流淌，如丝如缕的依
依杨柳婆娑摇曳。谷地间，正在吸
浆抽穗的青青麦叶上还带着昨夜的
露珠。更让人眼前一亮的是，一块
块原先碧绿的油菜地，似乎在不经

意间，纷纷由墨绿渐次变幻成了耀眼的
金黄。

一片又一片的油菜花在旭日的霞
光里，沐浴着清晨的微风，荡漾着层层
花的涟漪。随风而来的是那熟悉而又清

新、甜蜜而又醉人的芬芳。仔细端详，
油菜花这金色的花蕊，虽然细碎，但是
它们连成一大片，错落有致地盛开，确
实摄人心魄，蔚为壮观。这一片片的花
海，肆意地渲染着阳光的色彩，浸透了
阳光的气息。而岁月与光阴，就在这花
开花落间又逝去了一季。

露水打湿了裤腿，树叶轻抚过肩
头。每年的景致，都有别样的色彩，也都
有不同的感受。我不禁想，平安的油菜
花开了，大概河湟的油菜花也开了吧 。

出山的路上，碰到荷锄的老农。我
们友好地互致问候。我能闻见，那浇灌
过透水的田野散发的泥土清香。

再努力一点，会变得更好吗？
我很少非常严肃地思考人生，因

为吸引我眼球的新鲜事物太多了。越
尝试越想尝试，时间在尝试里流走。
可是某一瞬间回头，在岁月的缝隙里
找寻到时间带给我的成长印迹，还是
会被欣欣然的满足感烘托着走向远
方，坚定而且勇敢。

是的，当我们走过时间的红地毯，我
们逐渐变得从容，变得自信。

去年，表妹高考成绩理想，算是小家
庭里的一桩大喜事。她收到大学的录取
通知书之后，我们在大大小小的家庭聚会
碰过几次面。我总能感受到小姑娘刻意
掩饰的低调的自豪，在她的眼神里，在她
的举手投足之间，在我们聊起各自的大学
生活时她期待的微笑里。我很为她开心，
前年表妹高考失利，决定复读以后，快速
进入了复习的状态。姑姑后来跟我们详
述过她复读时努力学习的很多细节，说到
动情处，我眼前浮现了那张凌晨两点还亮
着台灯的表妹的书桌……我们都认为表妹

的好成绩就
是她应得的
光荣……

于是，
我 们 钻 进
山 里 的 小
河，让所有
的 祝 福 随
着哗啦啦的流水流向那个准大学生以
后的生活里。量变引起质变，那些重复
做过的数学题，口干舌燥背过的单词和
课文，密密麻麻画上去的几何图辅助
线，以及所有值得付出努力的结果，走
过时间的红地毯，向表妹发出了新旅程
的邀请。

我们另一个亲戚家的姑娘，小我四
岁，她上大学之后，和她聊天越来越有
意思。这是一个慢慢在脱去稚嫩的灵
魂，有着饱满的精神世界，还有和我不
一样的、独立的思考，都让我又惊又
喜。想起当年，我们俩因为没有共同语
言红着脸一路无话的情景，感谢大学带

给 我 们 所
有 人 的 成
长，四年的
慢时光，独
立 思 想，精
神丰盈。走
过时间的红
地毯，我们

能在一个平衡点上看到思想碰撞出来的
火花，明白从小一起长大的感情依然是
温热的。

耳闻同事的朋友，在一个职位上工
作了很久，想换个职位，每年考试总是以
几分之差错过机会，七年之后，终于取得
了非常好的成绩，梦想成真。同事说他
的朋友看到自己的成绩时泣不成声，在
长长的哭泣之后，大方地请他们饱餐了
一顿。我暗笑，如果是我，我也会请朋友
们饱餐一顿，因为那些努力和隐忍，只有
和着饭吃进胃里，才会有相伴而生的饱
腹感和安全感。走过时间的红地毯，才
会明白真的需要更努力一点，才能使量

变引起质变。
最近听到很多好消息，有人觅得佳

偶，有人工作顺利，有人在摸爬滚打中找
到了自己想要的方向，我都很高兴。工
作忙，但是闲下来的时候，看看院子里吵
吵闹闹的人，各自怀着心事，各自努力，
各自期待达成愿望的某一天，我会很踏
实。想着我只要更努力一些，一定能得
到自己想要的结果。

和同事们出去散步，田地里的玉米
都成熟了，玉米粒被厚厚的叶子包裹起
来，俏皮的玉米穗垂着，在向所有人展
示一枚成熟的果实应有的姿态。想起
开春时节，玉米苗冲破覆膜露出的尖尖
角，原来，成熟用了一整个春夏啊！

你会忘记努力吗？当然不会。因为
你永远无法忘记在漫长的忍耐之后，走
过时间的红地毯，感受到的无上光荣。

世外桃源，东晋有录；
柴桑渊明，作记桃源谷。
博陵崔护，题诗城南路；天
赐福地，居青海门户。誉
名桃源，位民和沃土；东望
金城，西指夏都。南抵积
石，北接红古；湟水滔滔，
万顷林畴育香株。祁连巍
巍 ，四 气 调 顺 播 雨 露 。

花中名器，红雨玄都；
摇荡萝枝，争花叶不吐。
丰展香蕊，密缀欲无骨；阳
春 三 月 ，目 满 花 海 粉 浪
扑。丽日凌空，望眼琼苞
展娇妩；东风拂来，和艳烂
漫蝶飞舞；细雨方歇，丹彩
灼春蜂啜露。是故桃花
源，撑桨探境，张耒游吟回舟渡。倚
杖求源，子骥规往寻病故；今日桃花
源，乱红如雨，粉花吹散似风妒。游
人如织，芳洲摩肩待徐步。

兰西高速，川垣停车驻足；绿茵
黄花，彩裙沾满香馥；红桃翠柳，踏青
忘却归路；谷雨庙会，偶闻果花戏鼓；
田陌舍院，丹青雅士常住；水源山宗，
四季花开锦簇；农家园林，杏李掩映
修竹；民族美食，手抓朵颐弃箸；温室
大棚，篮采鲜果佳蔬；繁花尽头，田翁
耕耘操锄；茂林深处，叟妪闲情懒
步。移步农家乐，凉亭雅座聚仙庐，
盆栽池游会神府。

诗曰：桃源三月春风沐，武陵色侵
花满树。玉英新红叶凝碧，瑶芳稚蕊
郁香酥。茜裙翠袖含宿雨，霞裹云封
锁幽谷。切盼渔郎常问津，可告陶公
来笔注。

再造桃源，乘势大展新图：桃林
扩展，移栽吉家塬堡。田园河岸，春
姑粉彩点涂；交通“一轴”，川官捷达
高速。观光“两带”，一河一水秀谷；
休闲民和，笑看桃源天路。品牌带
动，形成旅游支柱；重塑基地，理应新
梦加速。正轨雏型，齐心袖管可撸；
笑纳东风，依托桃源阔步。珍惜春
光，展翅高天鸿鹄；再谱新篇，全凭民
族和睦。更书发展，尽显民生洪福。

正是：春燕衔泥万物苏，烂漫桃
红染门户。仁人常思民康阜，志士咏
叹复兴路。

几次去松多，是因那峭壁下的花园
寺及花园寺周边绿草为毯、松柏成荫的
林场。

还有那满滩的马莲花。
六月是马莲花盛开的季节。
过了五十镇右转就要上山了，因为

是脑山地区，夏季来得迟，田地里的庄稼
还未能完全掩住地面。要是盛夏抑或秋
初，这里依山而造的梯田，一层层从山脚
盘绕到山顶，错落有致。每一块田地有
不同的颜色，金黄的油菜花，碧绿的小麦
地，远远望去，如诗如画，煞是美观。山
的制高点就是松多乡政府所在地，从这
儿又是下坡路，一路上有几处土族居住
村，淳朴的土建筑、花头巾下透露的淳朴
的脸庞，印证了他们是这座大山深处的
圣人！

山脚下便是遍滩漫野的马莲花。
天上白云悠闲地飘着，地上草香四溢，

蓝蓝的马莲花点缀其间，点缀在小溪边、点
缀在草丛中，点缀在放牧人过往的小径
上。这儿一丛丛那儿一簇簇，搭帮结伴凑
热闹，这是偏远山村一场热闹的盛会。

它弥补了乡野的寂寥，丰满了我的
视野。

每次我们在马莲滩小憩一会就去光
顾花园寺，这次见面前还有山路可循，便
径直向前走去。车在坎坷的山路上行走
了约十里地，下车后，习习的山风，处处
透着凉意。这里没有了城市的喧闹，只
有参天的松柏一片连着一片，有些生长

在高高凸起的石缝，傲然立于天地间。
流动的山涧溪水，清澈见底。让我吃惊
的是，面前有一石雕，上面显赫地刻有

“松多林场”四字。来了这么多次，我一
直将花园寺周边的林场误为松多林场，
不料这林场却隐匿的这么严实，将自己
裹藏在大山深处。

那么，这次我真是来了！
找你找了那么久！你这寂静于山野

不被人识的山的精魂！
面前的小路让我们肆意地寻幽，远

远望见前面的峰顶，挑着一绺积雪，在苍
茫的大山里那么显眼，一声“扑啦啦”野
鸡起飞的声响打破了大山的寂静，可能
谁都没有惊扰过它们，因为我们路过时
只见到了一名被山风涂得黝黑眼睛却滚
圆的护林员，别无它遇。

它惊诧于不速之客。
行至雪峰脚下，眼前豁然一亮，长于

山坡那金灿灿发黄的是何物？我迫不及
待地走进它。天哪！这是一种看上去特
别娇艳的花，四周灌丛中的各种野生植
物都还没有完全被热烈的夏季唤醒，它
却独自盛开在这暗淡的高寒的山坡，开
得那么灿烂，那么夺目。它的茎叶像极
了母亲做鞋垫用的绒布，柔软顺滑，它的
花瓣如蝉翼般轻薄，又如姑娘的百褶裙
边，在夕阳的余晖里呈现出令人炫目的
绸缎般的光泽，一丛丛，星星点点装扮着
整个山坡。这么柔嫩的花我只在被人侍
养的花园或庭院见过，绝没有在如此高

冷寂寥的山坡遇过。它怎耐得住这高山
的寒气！这是一种强烈的反差带来的强
烈的美感。

它匍匐在苍苍大山上，静静地给雪
峰讲述着绝美的故事。

初次邂逅它！不禁唤起了我内心莫
名的情愫。

所有的溢美之词都那么苍白！
多想摘一朵别在胸前久闻它的香

气，可我怕凌辱了它的性情，殉于我的胸
前；多想移一簇养殖在阳光灿烂温暖的
阳台，可我更怕它丢了依附的大山，愁眉
不展。

由此作罢！
但我庆幸我是一个幸运儿，大山给

了我这么厚重的馈赠和奖赏！
想更多地了解它，不仅是它的外表，

就如想得知一见如故的友人的姓名，包
括她的过往，甚至全部。

人总有贪欲！
在返回的路上我特意照了几张照片

问了那唯一的护林员，他看后直摇头，说
自己也很少涉足深山，从来没见过这种
花盛开的容颜，更不知它的名字。回家
后我上网查证，几经打问都无获，昨日才
从一位林业老师那得知此花名叫全缘叶
绿绒蒿，是一种高山野花，适应生活在高
寒地区，它是想用极端的环境考验自己
的生命力！

无需同情，无需热闹！
因为它拥有生命的另一种姿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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