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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原明珠贝尔湖

夏天的内蒙古呼伦贝尔大
草原袁绿意盎然遥 驰骋草原之上袁
清新脱俗之感油然而生袁呈现在
眼前的尽是无边无际的辽阔遥 湛
蓝的苍穹袁洁白的祥云袁碧绿的
青草袁翱翔的雄鹰袁驰骋的骏马袁
成群的牛羊袁汇成一幅美轮美奂
的人间画卷遥

向呼伦贝尔西南穿行袁进入
新巴尔虎右旗贝尔苏木袁有一颗
硕大明珠镶嵌在草原上袁它就是
远近闻名的贝尔湖遥 野贝尔冶袁一
个如此惬意的名字袁 蒙语意为
野雄水獭冶袁 古时这里盛产水獭袁
故此命名遥 贝尔湖与呼伦湖相距
100 多公里袁它们遥相呼应袁好似
一对隔着草原相望的夫妻袁你守
望着我袁我远眺着你袁而哈拉哈
河尧乌尔逊河则像一条源源不断
的血脉袁将情意连接起来袁经年
焕发着爱的力量遥

当地传说有这样一个凄美
的爱情故事遥 在这片草原上袁曾
经有对恩爱的夫妻袁 妻子叫呼
伦袁丈夫叫贝尔袁他们勤劳朴实袁
放牧着牛羊袁 过着幸福的生活遥
但是袁这让千里之外的大恶魔心
生嫉妒袁派人抢夺了他们的房屋
和牛羊袁还拆散他们到很远的地

方袁永世不能相见遥 接着袁大恶魔
又用魔法干枯草原遥 善良的呼伦
和贝尔袁为了帮助牧民拯救草原袁
他们不停地挖掘泉水袁 挖出的两
眼泉水慢慢变成两个湖泊袁 滋润
着这片草原遥但是袁呼伦和贝尔仍
不能相见袁 于是他们勇敢地跳进
泉眼袁化作泉水流向了对方遥

从地图上看袁贝尔湖呈椭圆
形袁 好似一枚秀色可餐的大芒
果袁长 40 公里袁宽 20 公里遥 作为
中蒙界湖袁 贝尔湖婀娜多姿袁水
韵犹丰袁景色宜人袁堪称湖光美
色袁水之经典遥 它隽秀尧清纯袁令
人顿生爱慕袁 大地想接近它袁蓝
天想拥抱它袁 太阳想亲吻它袁这
就是美丽的贝尔湖遥

过了乌尔逊河入河口袁贝尔
湖一览无垠袁碧波万顷袁天水相
融袁合二为一袁让人感觉不到哪
里是天袁哪里是水遥

贝尔湖水清澈无比袁甘甜爽
口袁因与呼伦湖水脉相通袁心心
相印袁流水鲜活袁造就了没有半
点污染的美味水产袁很多来此的
游客都乐意吃一桌地道的野全鱼
宴冶遥 贝尔湖内鱼种繁多尧鱼量丰
富袁有鲤子尧鲫鱼尧鲇鱼尧狗鱼袁还
有翘嘴白尧蒙古红等袁附近的贝

尔湖渔业公司产量惊人袁有时
渔船一天能网上千斤鱼袁它们
活蹦乱跳袁腾挪跌宕袁让人好
生羡慕袁渔民们也掩饰不住脸
上的喜悦袁如果在天热晌午或
傍晚擦黑袁 有时会有鱼跃水
面尧鱼跳龙门的景观遥

冬天袁是贝尔湖最平静的
日子袁湖面铺设上一层厚厚的
冰袁银装素裹袁千里冰封袁万里
雪飘遥 雪后冰上架设起一座座
锋利的乳白色冰峰袁在太阳的
照耀下袁晶莹剔透袁蔚为大观遥

到了四五月份袁贝尔湖开
始苏醒袁它拼命挣扎着袁冲破
厚厚的坚冰袁敞露那俊美的脸
庞袁 和久别的人挥手致意袁并
接受大自然的洗礼遥 这个季节
也是贝尔湖最热闹尧最繁忙的
时候袁 各色水鸟或低空翻飞袁

或野蜻蜓点水冶袁或盘湖翱翔袁此
起彼伏袁争鸣斗蛟遥 湖边上袁灰鹤
仰首望天袁低头饮水袁振翅高飞袁
排空万里曰水面上袁野鸭成双成
对袁游嬉戏水袁或浮于水面袁或沉
入水底袁忽跃水洗翅袁忽腾空飞
翔遥

六七月的日子袁贝尔湖畔熙
熙攘攘袁人声鼎沸袁浅水区人水共
舞袁洗头浣足袁扎猛凫水遥 八九月
朝见明湖托霞袁鸥群南翔袁渔舟出
洋曰夕观碧波耀金袁彩云缀空袁归
鸥双飞袁归渔划浪曰晚看渔户星火
闪闪袁码头灯光穿湖袁熠熠生辉遥

好一派宁静祥和的场景遥 然
而袁谁会想到袁80 多年前袁在贝尔
湖附近的诺门罕地区袁爆发了震
惊世界的诺门罕战争袁苏蒙联军
和日军投入 20 多万人的兵力和
大量重型武器袁时时有大规模的
空战在贝尔湖上空响起噎噎

如今袁战争的硝烟早已散去袁
驻守在贝尔湖畔上的官兵娴熟地
驾驶船艇袁 巡逻在碧波荡漾的贝
尔湖上袁 艇上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国旗迎风飘扬袁威风凛凛袁官兵们
刚毅神勇袁劈波斩浪袁纵横驰骋袁
注视着界湖上的风吹波动袁 守卫
贝尔湖的幸福平安遥 洪建国

一顷碧波蓝如靛袁 翠岛浮湖立
水间遥 鹭鸭疾飞惊群鱼袁水纹环散映
云天遥 在郧阳湖国家湿地公园观水袁
这是它镌刻在我脑海中的深刻印
象遥 人在公园里袁犹在水墨丹青中遥

郧阳湖国家湿地公园位于湖北
省十堰市郧阳区袁 为国家南水北调
中线工程核心水源涵养地袁 生态水
域面积 1743.6 公顷遥 在这里袁山青水
碧袁鸟众鱼肥袁山好水好风光好袁是
汉江上的野人间仙境冶袁也是人们亲
水观水旅游的好去处遥

在郧阳湖观水袁你有很多选择院
站在飞虹卧波的郧阳二桥上俯视湖

面袁波动江平袁水浪一波一波由远及
近袁相互鼓励着助推着席卷而来袁一
排排铆足了力气你追我赶袁 层层叠
叠袁汹涌地拍打着江岸袁溅起雪白色
水花袁 在阳光的映衬下如玉珠般晶
莹剔透曰踩上棉柔细软的沙滩袁江风
拂面袁水汽吻脸袁温润凉爽袁让人忍
不住要脱掉鞋袜径直踏进水里曰在
江岸的解放军青年林步道上远眺袁
江岸青山隐隐袁耳边鸟鸣悠悠袁江水
缓波向前袁一路流淌袁一路吸纳袁孕
育着万千生命曰登上郧阳岛观水台袁
江心的翠绿小岛尽收眼底袁 如出水
芙蓉般美丽干净袁 朵朵白云倒映水

中袁野天光云影共徘徊冶袁 水天相接
处袁 悠闲浮水的白鹭和成群结队的
野鸭争相觅食袁你追我赶袁惊得鱼儿
疾蹿乱跳袁 漾起层层波纹袁 环散开
去袁 为平静的湖面平添了许多灵动
色彩遥

在郧阳湖观水袁是一种快乐袁也
是一种享受遥 郧阳湖的水袁 看着养
眼袁听着悦耳袁喝着暖心遥 它们墨玉
般闪亮透明袁看着袁清清亮亮袁澄澄
澈澈曰摸着袁柔柔软软袁凉凉爽爽曰饮
着袁朗朗润润袁香香甜甜遥

在郧阳袁楼宇面水而建袁田园临
水而修袁村落枕水而眠袁星星点点袁

桥路相通袁碧水互连袁行走在郧阳
大地袁脚下的足迹一串串袁彼此首
尾相接就是一幅水墨丹青袁唯美而
惬意遥

行累了袁停下脚步袁择一处临水
而开的小店袁来一碗汉江水煮的面袁
或品一口汉江水泡的茶袁香甜可口袁
韵味无穷遥

郧阳的水袁 不仅能孕育俊秀美
景袁也能俘获人心遥 与郧阳的水亲近
了袁人们便会情不自禁地心生念想院
野我想有一所房子袁面朝汉江袁与水
为邻袁面水而居遥 冶想着想着袁就再也
迈不开腿袁舍不得走了遥

郧阳湖观水

9 月 1 日晚袁在湖南
湘西 5A 级矮寨奇观旅游
区会议大厅袁 湖南省内知
名尧 实力雄厚的文旅民营
企业湖南雪峰山文旅集团
邀约湘西自治州境内竹
山尧腊尔山尧八面山尧矮寨
山几大山头上的旅游景区
负责人袁共同参与野湖南大
湘西乡村旅游山山联盟冶
精品旅游线路启动仪式遥

据悉袁湖南怀化十力尧
湘西州畅游国际尧 凤凰旅
投国际尧 湖南雪峰山旅游
等 10 家知名旅行社负责
人和雪峰山文旅集团尧凤
凰县文旅投尧 龙山县文旅
投尧 吉首市矮寨奇观旅游
开发公司在 野乡村旅游山
山联盟冶 精品旅游线路合
作协议上签字遥 湖南省内
十几位著名旅游专家和文
旅院校教授学者以及几大
山头旅游景区的负责人见
证了这一庄严时刻遥

大湘西是区域文旅资
源和客源市场的富集区袁
是乡村全域旅游发展最好
的区块遥 创建野乡村旅游山
山联盟冶袁既是落实叶湖南
省野十四五冶文化和旅游发
展规划曳关于野通过实施文
化和旅游消费促进工程袁
开展区域旅游联盟行动冶
的具体举措袁 也是克服新
冠疫情带来的省外客源市
场受阻袁 整个旅游行业不
景气的困难局面袁 加强区
域内各景区横向联系和提

质升级的创新之策遥 同时袁大湘西地区的张
吉怀高铁将于年底前通车袁这是最有利于旅
游业发展的黄金通道袁此时创建湖南大湘西
乡村旅游山山联盟袁推动区域内旅游市场循
环袁将起到不可估量的作用遥 乡村旅游山山
联盟成立后袁将以市场为导向袁逐步实现乡
村旅游规划互商尧旅游业态互融尧旅游产品
互补袁旅游线路相连的原则袁坚持做到野产品
互推尧客源互送尧市场共享尧利益共沾冶袁不断
丰富完善联盟的内容和模式袁不断提高联盟
品质和品位袁 确保联盟的持续性和兴旺性袁
以吸引区域内更多的旅游企业尧旅游景区参
与其中袁使其真正成为乡村旅游发展的生产
军和实现乡村振兴尧 共同富裕的一支劲旅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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