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邂逅贡嘎雪山

当我一脚踏进四川磨西古
镇时袁 这条用石板铺就的老街
上便有一股湿漉漉的潮气扑面
而来袁天空蓝如海袁只有天边连
绵不断的贡嘎山顶聚集了像棉
花一样的云朵袁重叠堆砌袁随风
变幻遥 远处的雪山清晰地映入
我的眼眸遥
我惬意地行走在这个历史
悠久的古镇上遥 尽管岁月沧桑袁
我依然从它众多的明清古建筑
中窥探出其古老的痕迹遥 街道
两旁汉尧彝尧藏等民族极具川西
风格的金黄色的木质民居和保
存凝重的旧中国式建筑混杂其
间袁构成一种特有的风情遥
从客栈老板口中 得知 袁 我
来得正是时候袁 这里刚下了一
场大暴雨袁明天清早会有野日照
金山冶的奇景出现遥 有很多游客
曾多次来海螺沟袁 都是雨雾连
绵袁冰雪交叠袁或云遮雾迷袁根
本无法登上贡嘎雪山的 4 号营
地袁 与一睹雪峰的真容往往失

之交臂袁长叹而归遥 而想看贡嘎
山雪峰野日照金山冶的壮观景象
更是难逢难遇遥
野日照金山冶是海螺沟五大
奇景之一遥 有一批游客在我的
客栈住了一个多月袁 一直在等
着看野日照金山冶遥 老板说得绘
声绘色袁我听得心花怒放袁如痴
如醉遥 他说袁若要观赏野日照金
山冶的奇观袁可要起早床袁这种
景象一般出现在每年八九月份
下大暴雨后的第二天清早遥
我住的房间袁 开窗可与雪
山对视遥 放下行囊袁便迫不及待
地爬上楼顶遥 雨后天晴袁云消雾
散袁空气中盈满了润肺的清甜遥
向西眺望袁 贡嘎山就像一位温
柔可人的白雪女王袁 静静地屹
立在冰山之巅袁神圣而纯洁袁这
也许是当地人把贡嘎山称之为
神山的缘由遥
第二天黎明时分袁 我便目
不转睛地盯着窗外远处的贡嘎
山雪峰遥 东方吐白袁五彩斑斓的

朝霞冉冉升起遥 当第一缕霞光
刺破高原暗黑的天幕袁 白雪皑
皑的雪峰渐渐地由浅灰色变成
了桃红色袁 随着红日从东方的
山峰向上爬升袁 贡嘎山的雪峰
像镀上了一层黄灿灿的金水袁
瑰丽辉煌遥
我飞奔上楼顶袁 只见万道
金光直射在贡嘎山南侧的三连
峰尧金银山尧无名峰等海拔 6300
米以上的大山之上遥 然后慢慢
地袁一道道光环渐次扩大遥 刹那
间袁 所有的雪峰都披上了一层
金灿灿的光芒袁气势恢宏袁炫目
吸睛袁 连雪山周围的白云也被
映染成了金色袁 所有的一切便
笼罩在一片金色之中袁 蔚为壮
观遥 此时袁海拔 7556 米的贡嘎
雪山像一位王者袁 雄踞在群峰
的环簇之中袁光芒万丈袁这就是
无与伦比的野日照金山冶奇观遥
上楼观景的游客很快就挤
满了楼顶遥 金光闪闪的雪山袁傲
然伫立在薄薄的镀金的云朵之
上遥 这是一种绝美得令人震撼
的景观袁 仿佛传说中梦幻般的
仙境袁惊艳得让人心跳加快遥 这
时袁 游客的尖叫声如同汹涌澎
湃的浪涛声撞击耳鼓袁 震动了
直插云霄的冰川雪岭袁 也叫醒
了沉睡千年的磨西古镇遥
野日照金山冶的景象持续了
大约 20 分钟袁朝阳升腾袁阳光
越过照射在雪山顶上袁 雪峰便
开始从红色尧橙红尧淡红变化到
整体银白遥 这时袁整个楼顶又归
于沉寂袁 一切又都凝固在这远
离闹市的宁静之中遥
在这个晴 朗的 日 子里 袁 我
走近贡嘎雪山袁 遇见 野日照金
山冶袁邂逅了一场卓尔不群奇丽
无比的惊艳遥
黎孝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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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 多袁 崖 陡 袁 草 木
丛袁此为红日岭之初印
象遥 红日岭位于湖南省
冷水江市老城区袁海拔
不到百米袁因四周地势
较低袁故有拔地摩空之
势遥 山石嶙峋袁有石嵯
峨袁幽静雅致遥 山顶有
阁袁上阁楼袁可观红日袁
岭为红日岭袁阁为红日
阁遥
十月苍穹下袁草色
秋雨中遥 步入山脚袁有
凉风习习袁 神清气爽遥
近瞧袁 一个天然溶洞袁
洞口如侧立的莲蓬袁顿
觉心安遥 在山下仰望袁
山岭峻秀袁 林木青翠袁
云蒸霞蔚遥
我们沿着青石阶
小路袁曲曲折折袁蜿蜒
入山遥 一块块石头层层
叠叠袁或大或小袁或立
或卧袁 横看侧看 各 不
同遥
野君不见拂云百丈青松柯袁纵使秋风无
奈何遥 冶此刻袁你不得不佩服山上这些树尧藤
乃至灌木的顽强生命力袁 它们大多生长在
石头边尧 崖壁上袁 很多是在石缝中生长出
来遥
但凡有泥土的地方袁就有树的影子遥 一
条条遒劲的树根袁或深深扎入石山中袁或裸
露在石头上袁与石头紧紧相缠袁你中有我袁
我中有你遥 在岩石上下袁小红花尧小黄花尧小
蓝花袁清雅秀丽袁孤傲绽放遥 树上小鸟啁啾袁
此起彼伏袁平添了几分热闹遥
山路弯弯袁曲径通幽遥 走到半山腰袁绿
荫浓密袁太阳漏下斑驳的光影遥
已是深秋袁蝉音远袁鸟声近遥 鸟声阵
阵袁 从游人头顶的树枝上尧 林子深处传
来袁相互唱和袁婉转动听遥 置身在山林间袁
张开鼻腔袁深深吸一口气袁空气中带着一
股淡淡的清香袁沁人心肺遥 林下袁游人三
三 两 两袁 或 小 憩 石上 袁或 仰 头观 望 袁或 漫
步林间遥 有老人在石桌上对弈袁 楚河汉
界袁你来我往袁走马出车袁马鸣炮响袁厮杀
震天遥
暂且歇脚袁俯视山下袁林海阵阵轻啸遥
紫薇花尧栾树花在树上开成一片火红袁草菊
花和不知名的野花也在树下开得轰轰烈
烈袁大有遥相呼应之势遥 抬头袁更高处的红
日阁在林中若隐若现遥
拾级而上袁眼前突然开阔平整袁红日阁
便到了游人的眼前遥 阁门前的麻石板上有
祥云缭绕和红日高照图案袁 惟妙惟肖曰柱
上刻有狮子袁檐上画了兽禽袁顶檐雕有龙
凤袁神态生动袁或立尧或伏袁似笑尧似嬉曰飞
檐上的铜铃和彩灯袁相对而视袁盘踞阁檐
之上袁令人顿觉庄严肃穆遥 山麓深处袁有一
座寺庙袁庙建在岩石之下袁晨钟暮鼓袁古刹
生辉遥
站在红日阁袁极目远眺袁小城山环水
绕 遥 远处 袁青 山 如黛 袁 雾岚 升 腾袁 山色 空
蒙遥 近处袁高楼鳞次栉比袁资江蜿蜒西流袁
野江作青罗带袁山如碧玉簪冶袁资水如白练
绕城而过遥 我的目光徜徉在山下小城的
大街小巷袁沉醉在小城的烟火葱茏中遥
张强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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