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认 识 刘 鹏 先 生 ，是 从 他 的 摄 影 开
始。当年，他拿着一本摄影诗歌作品集，
让我眼前一亮。无论摄影作品，还是配的
诗歌，看着都倍感亲切，那画面、那文字，
都是发生在身边的普普通通的生活场景，
是那么鲜活，那么充满了生活的情趣。

一晃近 20年的时光流逝，我们也都
步入中年有些许年头。近来，刘鹏先生
先是拿来一组古体诗，今又拿来一组词
作。对于宋词，我年少时也曾为之疯狂，
苏轼、柳永、李清照等等，无论是“激情
派”，还是“婉约派”，都会拿来拜读琢磨，
自己也试着根据每个词牌的格律，胡乱
填一些词。后来随着年龄渐长，也就不
了了之。

到现在我仍认为，填词是年少时的
狂热。因此，看到刘鹏先生的词作，脑海
里突然冒出一句“老夫聊发少年狂”。说
起刘鹏的词作，有些人也不以为然，认为
他填词的格律上不是那么严谨，词句上
还需精雕细琢，韵味上还要来点传统的

“古”。但我觉得，词的格律也不是一成
不变的，所有的词的格律都有变体，并且
有多个变体，不能仅用“平仄”来衡量一
首词的艺术性。“子非鱼，安知鱼之乐！”
最重要的是，刘鹏先生写的是新词，艺术
当随时代，词的语言也要紧跟时代的脉
搏，毕竟他的作品没有“为说新词强说
愁”，一如他当年的摄影作品一样，还是
那么朴实，还是满满的家乡味道。

以上也是一家之言，下面请读刘鹏
的作品。

满江红·登白马寺怀古
湟水绵延，三百里，幽然如古。嘘往

昔、拓荒爰剑①，翁叔屯驻②。西海茫茫归
禹域③，古今同梦神州固。叹辽廓、大雁
复归时，霜英馥④。

江源雪，河湟雾。风雨骤，光阴猝。
转望多少事，荡徊空谷。侧耳远闻沧海
汛，桑田高耸新城府。举金杯、再续钓诗
钩⑤，高明处。

注：①无弋爰剑，据说是河湟农耕拓荒第一

人。②赵充国，字翁叔，汉代将军，领兵屯耕河

湟地区。③禹域是华厦的别称。④霜英指经霜

的秋菊。⑤钓诗钩，古代对美酒的称谓之一。

永遇乐·柳湾怀古①

昆岗巍巍，江源沧漭，湟川依傍。曾
几何年，炊烟牧野，明月秋风爽。

时光如水，又逢春色，谁个慧心奇
宕，揉黄泥、抟盆搓罐，柳岸异花独放。

岁出癸丑②，暖风和畅，河畔彩陶灼
亮。远祖遗踪，氐羌迢递，举世共珍赏。
古国华厦，文明气象，恰似星云流淌。看
今朝、民富邦强，复兴在望。

注：①柳湾，在乐都县城东15公里高庙镇东

面的湟水河北岸，为中国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
②指1974年（癸丑），发现乐都柳湾原始社

会氏族公共墓地时间。

苏幕遮·拉面
百家餐，便利饭。天下达人，众口诚

心赞。千扯百揉成玉线。旺火高汤，筋
骨全凭炼。

盛瓷盘，浇配膳。食客围圆，饱腹了
牵念。葱绿椒红汁料鲜。余味回肠，俗
称牛肉面。

释义：如今拉面已成为中式快餐，兰
州拉面、化隆拉面等门头到处可见，自然
也赢得食客们的诚心点赞。一碗拉面看
着简单，吃起来香甜，可是做好了也不简
单，需要反复拿捏、千般扯揉才能拉好。

光有面还不行，还须用旺火熬炼的汤汁，
巧手配制的葱姜蒜沫、油盐酱醋才能端
得上席面，吃得出风味。有时候，一家三
代围坐一桌，美美吃一顿拉面，那情趣比
过年还舒服呢。甘青地界畜牧业发达，
盛产牛羊肉，而高原牛肉更是拉面的绝
佳配料，由此，这些年拉面之名逐步以牛
肉面代之，也算是名符其实。

苏幕遮·尕面片
土锅台，汤饼瓮。① 三日乏食，肚腹

要革命。青菜萝卜羊板颈，白面揉匀，臊
子须提劲。

热流腾，琼片蹦。儿女孙翁，三碗全
吃定。夏解暑湿冬却冷。桑柘陌头，化
作思乡影。

注：①面片古称汤饼。

释义：常忆起老家土锅台前看母亲
下面片的情景。对于土生土长的青海人
而言，对于尕面片都会有一种特殊的情
感。就算是出门在外，如果连着三天不
吃面片子，那么肚子就会提意见了。

要做好一锅尕面片，重要的是要有好
的原料，除了萝卜、洋芋、蒜苗等时新蔬菜
以外，上好的羊肉是必不可少的。也只有
把这些原料搭配好，做出好的汤料再把面
片下到汤里，最后吃到嘴里才会有滋有味。

当然，对一锅好面片而言，做好汤料
也只能说才成功了一半。把面剂子揉
好，挽起袖口、拉开架式，如行云流水般
把指甲片大小的面片子均匀地下到锅
里，也同样是这锅面片成败的关键要
素。面片做好了，一家大小围坐在大炕
桌前，呼呼拉拉大吃一通，完了抹抹嘴
巴、伸伸懒腰，那才算吃痛快了呢。

青海尕面片饱腹充饥，夏能解暑冬能
去寒，实在是乡间草堂里不可多得的美
食。如果有机会吃上一会，便会终生难忘。

醉春风·撒拉宴①

醉美河湟柬。②黄滨春日绚。家宴
莫忘撒拉席，赞。赞。赞。碗子生津，捻
头香脆，③菜肴麟馔。

岁月飞流转。相聚了夙愿。掌厨络
绎送八珍，炫。炫。炫。羊嫩鱼香，膏肥
汤鲜，火锅澜漫。

注：①“撒拉宴”是撒拉族宴席的通称，也

是撒拉族饮食文化的集中呈现。②指海东市

正在举办的“青海年·醉海东”活动。③捻头是

馓子的别称。

释义：2018年春节期间，海东市举办
“青海年·醉海东”活动，收到赴循化参加
活动的请柬甚为欢喜。循化县地处黄河
之滨，气候宜人，素有“高原小江南”之
称，而说到循化撒拉族的饮食文化更是
别有风味，如果有幸吃上一回撒拉席，你
一定会不停点赞的。说起撒拉席，最让
人难忘的恐怕首先是那一大盘香脆的馓
子了，继之便是生津解渴的三泡台碗子。
在主菜还没上桌之前，先一边吃着馓子、
刮着碗子，一边和亲友们拉拉家常，活跃
一下气氛那才叫有滋有味。一桌完整的
撒拉席主要有盖碗茶、多种干果、油炸面
食、包子、碗菜、凉菜、热菜组成；另外还有
手抓、牛肉、鸡肉等，如果用菜肴丰盛、色
香味美加以形容一点也不夸张，特别是最
后那道热气腾腾的火锅，更是把宴席气氛
推向高潮，让人回味无穷。

渔歌子·河湟新区喜遇白鹭
日斜河滨野鸭回，蒹葭春水鹭鸟飞。
两会季，故人陪，轻风煦煦，咏而归。
释义：这是一个春水回暖的季节，夕

光返照在湟水河上，一群野鸭刚刚飞离，
过了一会儿又飞了回来。让人吃惊的
是，在不远处的芦苇塘里，居然还有一群
白鹭，或许是听到了人声的惊扰，竟一下
地飞向半空，转而向着夕阳的方向飞去，
好看极了。此时也正是市上“两会”召开
的日子，朋友们相聚在不久前才刚刚更
名的“河湟新区”，兴致勃勃地游览起新
区美景。恰在此刻巧遇白鹭，大家皆以
为这是生态好转、事业兴旺之好兆头，便
相继即兴吟诗为记，好生快意。

丑奴儿·题孟达天池
垒红叠翠群峰间，鹰隼高旋。鲢鲤

酣欢。碧水一潭云气玄。
林涛泉雨烟岚里，百鸟喧喧。佳卉

争妍。仙客一歇不复还。
注：孟达天池在青海省循化撒拉族自治县东

部，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主要保护对象森林生态

系统水源涵养林。天池面积约300亩，池水清澈

碧澄与蓝天一色，群峰倒影，随波微动。湖中水

鸟飞翔，鱼儿游动。有着高原明珠的美称。

释义：这是一片枝繁叶茂群峰交叠
的山湾，有鹰隼在一湖碧水的上空盘旋，
湖水之中不时有鱼儿跃起。如果深入到
山中，林涛之间的景色更是多姿多彩。
有烟岚萦绕的雨泉，有色彩各异的花卉，
还有许多叫不上名字的鸟儿，飞来飞去
啁啾不停。那可真是仙境一般的景致，
一旦置身其中，便再也不想离开。

添字采桑子·沙果子
常思沙果秋风爽，红顶黄瓤。红顶

黄瓤。百里乡邻，谁不赞其香。
而今市井无踪影，俊秀琳琅。俊秀

琳琅。年旧陈棠，只当异珍藏 。
释义：常常想起沙果的香甜滋味，红

嘟嘟的脸蛋，嫩黄色的果瓤，轻风一吹整
个村子都会弥漫起一股浓郁的香气。如
今别说是在城里市面上，就是在乡下土巷
子里，也很少能看到这种小果子的身影
了。商店里的东西总是琳琅满目、满目琳
琅，而那些带着童年气息的老物件却越来
越少见了，看来也只能珍藏在心底了。

虞美人·江源
江源寥廓白云漫，天路穿山涧。碧

浔蓝空玉屏峰，明月一帘、篝火踏歌声。
丹青妙墨谁曾绘，造化成珠珮。问

君即此复何求？只愿一江清水向东流。
释义：行进在江河源头，总能看到棉

花团一样的白云漂浮在半空，感觉一伸手
就能撕下一缕。而眼前不断延伸的遥途，
犹如一条哈达径直伸到天的尽头，这样的
道路如果比作天路再合适不过。四周环绕
银光闪烁的群峰，眼前是一望无际的湛蓝
湖泊，夜幕降临时，头顶一帘明月，围上一
堆篝火翩跹而舞，那是怎样的一番景象。

那么，是谁描就了这样美妙的一幅
图画呢？其实大自然才是真正的丹青妙
手，唯有大自然的鬼斧神工才能造就出
这样的杰作。想到这里又不禁要问，作
为这片高原的儿子，此刻最大的心愿又
该是什么呢？那便是保护好这块净地，
让三江之水永保清澈、永流不息，这才是
自然之道、人类之福！

点绛唇·花儿与少年
源上春迟。芬芳引入林幽谷。花团

锦簇。忘却归家路。
卓舞醉摇。山静回声酷。情深处，

长歌当赋，曲令鸳鸯谱。
释义：江源的春天一向来得比较迟，

困顿而沉闷的人们嗅着青草的香气而去，

在林密谷深的山涧找到一片绿地。美女
们唱起了花儿，帅哥们吼开了少年，玩得
不亦乐乎，以至于忘记了回家的路途。

飙 了 一 天 的 山 歌 ，跳 了 半 日 的 卓
舞。那美妙的旋律传到远山又返来回
声，是如此动听。有一对年轻人一见钟
情、难舍难分，他俩唱的恋歌悠长且带着
哭腔。据说这些年轻人唱的歌子名称就
叫花儿或者少年，而那首最让人心动的
曲令，被好家们起了个好听的名字叫作

“鸳鸯谱”。
清平乐·茶卡

天倾云落，眨眼惊鸿化。游客霓裳
皆窈娜，恰似仙娥彩画。

近观仙境盐湖，琳琅翡翠珍珠。阑
夜星空望断，醉眠明月穹庐。

释义：茶卡盐池被称作天空之镜一
点也不夸张，如果不仔细辨识，倒映在盐
池中的蓝天白云影像，还真会让人感觉
到天空倒过来了呢！还有那些华服羽裙
的游客倒映，又如巨幅彩画中的仙女婀
娜多姿、美艳至极。而当人们走近这面
镜子，又像是走进了珠宝世界，各种各样
翡翠珍珠般的盐花，琳琅满目让人目不
暇接。夜晚来临，三五好友欢聚一起，仰
观苍穹星河，俯看湖底明月，如果再来上
一杯青稞美酒，哼上一曲《在那遥远的地
方》，恐怕再也不会向往天上世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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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成公主与唐蕃古道文成公主与唐蕃古道

□ 张 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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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书在历史事实准确的前提

下，用生动活泼的语言记述了唐贞
观十五年（公元 641 年），唐朝与吐
蕃国达成联姻，唐太宗将宗室女文
成公主许嫁与吐蕃赞普松赞干布。
文成公主一行在唐礼部尚书江夏王
李道宗的护送下，从唐都长安(今西
安)出发，经秦州（今甘肃天水市）、
河州(今甘肃临夏)、鄯城(今西宁)，
西越赤岭(今日月山)，又行经今玉
树前往逻些(今拉萨)的故事。还对
唐蕃古道进行描述，并选择古道所
经的重点城市、重点旅游景点作简
要推介，对唐、蕃两个战略伙伴时战
时和的变迁大势，发生在青海的与
唐蕃古道有关的历史掌故，以及唐
代以后唐蕃古道的利用情况、路线
的变迁情况等也作了一些简明系统
的交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