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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末县位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巴音郭楞
蒙古自治州南部，塔里木盆地东南缘，阿尔
金山北麓。且末又称玉都，这里是“玉石之
路”的发祥地和“丝绸之路”的南道重镇。
东与若羌县交界，西与和田地区民丰县相
邻，南与西藏自治区接壤，北部伸入塔克拉
玛干大沙漠，与尉犁、阿克苏地区沙雅县相
望，形成南倚昆仑、北临大漠、东入阳关、
西去葱岭的地势。总面积 14 .025 万平方千
米，为我国行政面积第二大县。之所以称之
为天边且末，是因为且末县城距乌鲁木齐市
公路里程 1270 千米，距库尔勒市公路里程
约 740 千米,这在内地，不知道横跨了多少
个省和多少座城市；这里又如天边一样的静
谧祥和，保持着原始和自然的状态。

既然且末这么远，那么，去且末看什
么，感受什么呢？答案在且末县文旅局党组
书记张清伟的介绍里找到了。张书记凝练概
括来且末的十大理由：一登昆仑，二赏美
玉，三临大漠，四观古迹，五品红枣，六鉴
香蒜，七逛美景，八听箜篌，九游玉泉，十
购全羊。

给鸟儿一片宁静的天空，它才能自由翱
翔；给鱼儿一片蔚蓝的大海，它才能随心徜
徉；给生活一个美好的环境，幸福才能扬帆
远航。一直以来，饱受风沙侵害的且末人坚
守“绿色、环保、有机”的信条，以等风来
不如去追风，把追逐的过程理解为人生的意
义。全力打造“中国最优有机红枣生产基

地”、香蒜种植产业、“美羊羊”之梦……
凭借自身独特的优势资源和有利时机，且末
红枣成为全国红枣市场一张最响亮的名片。
香蒜由于富含各种维生素、氨基酸以及人体
必需的微量元素硒，也称“长寿蒜”。且末
羊肉更是以鲜嫩可口、无膻味、香味浓郁获
得消费者青睐。

自古以来，人们爱玉、赏玉、佩玉、惜
玉，荀子的“玉在山而草木润，渊生珠而崖
不枯”的诗词，就是对玉的高度褒奖。且末
历史悠久，玉文化源远流长。早在七千年
前，且末的先民们就开始在昆仑山北坡、阿
尔金山北麓开采玉石，将玉石加工成玉斧、
玉串珠，东运中原，西去巴比伦，开辟了一
条横贯东西的“玉石之路”。这里的大街小
巷，玉文化的浸润无处不在，随处可见的街
道、建筑、酒店、超市都起着与“玉”相关
的名称，与这座小城相映生辉。“玉都且
末”因此而得名。中华五千年灿烂文明史，
玉文化是史上灿烂的一笔，玉也因此被赋予
了卓然不凡的品质。人们爱玉、赏玉、佩
玉、惜玉，是因为爱它的温润，爱它的谦
和，爱它的清越，爱它的气节，甚至有宁为
玉碎不为瓦全的万丈豪情……且末人眼里有
玉，心中有玉，不失为一种精神，一种风
骨！

且末县城与沙漠只有一河之隔，且末人
在河东坚持 20 年与沙漠抗争。通过多年来
坚持不懈的植树造林与肉苁蓉等沙漠经济作

物的培育，构筑了一道环抱县城近 20 万亩
的绿色屏障，抒写了一曲人进沙退的英雄赞
歌。做好沙漠文章，挖掘沙漠文化，打造沙
漠旅游已成为且末发展文化旅游品牌的魅力
名片，沙漠公园的加快实施将成为未来特色
旅游的亮点。

丰富多彩的民族歌舞、民间礼俗、手工
艺、服饰、民居等特色鲜明的大漠风情旅游
和玉石文化，吸引着越来越多的游客到此深
度体验。我感受到了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
化。中华传统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值得我
们当代人好好继承。

莫勒切河岩画、来利勒克遗址、扎滚鲁
克古墓群等，这些历史遗迹不仅记载了这里
悠久的历史，也让“天边小城”蒙上了神秘
而梦幻的色彩。灿烂悠久的历史文化，将永
远屹立在且末人的灵魂深处！

舌尖上的且末，犹如一条时空的长廊，
将远古、现代与未来相连，营造出多元文化
的主题餐饮。现今风味食品众多，烤全羊、
烤肉串、奶制品、大薄馕、空姐包子等是当
地最富特色的传统美食。让人感受到中国美
食文化源远流长，美食文化是中国文化的重
要组成部分。

“花儿再美，美不过微笑；阳光再暖，
暖不过关心。”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建设美
丽乡村，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一项重要任
务，事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且末县对民居
改造规划因地制宜，做到了时尚、统一、安

美的三结合。民居改造有序推进，平坦的柏
油马路从村村通到家家通，两旁的绿化带像
两条长长的绸带，延伸到远方。笔直的杨树
像一个个挺直了腰板的战士，花丛中游人竞
相拍照，恰似“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
笑”。同时，发展高品质、高效益、高附加
值的生态农业，环境优美的“乡村游”与旅
游业有机结合，不断增加农民的有效收入，
真正鼓了农民的“腰包”。

且末县在县域经济发展建设中，既看
“颜值”，更看“品质”，把“绿水青山
就是金山银山”融入城市建设、美丽乡村
建设过程中，兼顾长远发展和历史文化传
承，真正实现让城市融入大自然，让大自
然融入城市，让居民望得见山、看得见
水、记得住乡愁，把爱家与爱国统一于实
现伟大中国梦中。

且末是一个梦幻般的地域，感受到不同
风光的境地。这里有浩瀚无比、广袤无垠的
大漠，又有绿洲白杨、戈壁红柳、天山青松
和大漠胡杨，沃野千里、茵茵绿草的草原，
还有湖的旖旎、山的峻岭，集田园风光、草
原风光、平湖风光、沙漠风光于一身，美轮
美奂、尽善尽美。它如世外桃源般宁静，似
人间天堂般美丽。

且末，处处流淌着诗意的芬芳，这里可
以找到心灵的栖息地和归宿。且末远在天
边，近在咫尺。相遇天边且末，相逢就是缘
分，切莫错过且末！

童年就像一幅五彩缤纷的画，似一首悦耳动听的歌
谣，有着许多纯真美好的回忆，而令我印象最深刻的就
是游泳了。

十岁前，我一直没有学会游泳，认为游泳比登天还
难。暑假虽美好可爱，但天气闷热难受，一天爸爸提议
去游泳，我不禁心有余悸，忘不了呛水的痛苦。

“不要紧，你也许到浅水区玩玩就学会了呢，这次
我们不强迫你的。”爸爸笑着说。我将信将疑地尾随其
后，来到泳池边时已是汗流浃背，泳池内人声鼎沸，我
也恨不得加入其中。泳池内波光粼粼的水面泛着白光，
波纹一浪接一浪，与蔚蓝的天空交相辉映，形成一幅美
丽的画卷。

“先深呼吸学会憋气，再学游泳。”妈妈比划着。可
是我一把脑袋放进水里就会鼻子痛啊！“不怕不怕！”
我默默地对自己说。我先在浅水区潜水，开始只能憋
10 多秒，后来慢慢地可以憋 30 秒左右了。太好了！我
终于可以在水里憋气了！

学会了憋气以后，我也就克服了恐惧，双臂张
开，向后划，双脚伸长，向后蹬，箭一般向前游去。
那感觉真是太棒了……“我也能游起来了！”我兴奋
极了，想大声地向全世界宣告。几天后我学会了狗
刨、蛙泳、潜泳，偶尔还会呛一口水，但不必害怕，
那是水在和你玩耍呢！如今，我喜欢游泳，期待与水
的下次“约会”。

(指导老师：赵坚)

小时候，食物少得可怜，更别说是零食了。如果
能吃到几粒花生，简直就是一种恩赐。天知道花生有
多么美味，脆脆的，吃完满口余香。可是，我家没有
种花生，即使是在收获的秋天，我也很难吃上。

我家的田地紧挨着邻村的花生地，花生已经收获
了，只剩下大片的花生地，还留有丰收后的余香。突
然，我看到花生地里遗落的两粒花生，我惊喜极了，
像发现了两枚珍稀的宝贝。我高声叫着：“妈，花
生！”母亲见了，把花生剥开，放到我的嘴巴里。花
生太香了！我满足地笑了。

母亲告诉我，花生地里还有很多遗落的花生呢。
我大喜，赶紧拿一把小锄头在花生地里刨起来。可
是，花生地已经被主人刨过几遍了，那个食物匮乏的
年代，谁舍得丢下一粒花生？再加上我太小了，根本
刨不出来。我失望地坐在田头叹气，多想自己变成一
只机敏的小老鼠，在地里刨一圈，就能刨出那些和我
捉迷藏的花生。

母亲忙完手头的活儿，开始帮我刨花生。没想
到，三下两下，她竟然真的刨出花生来了！我细细地
嚼着花生，不停地说：“真香！”母亲说：“做成五
香花生更香呢！”我知道，母亲会做五香花生，可惜
我只吃过一次。我满心期待地说：“妈，咱们把藏着
的花生都刨出来，你做一次五香花生吧。”母亲笑
了：“我刨出一粒你吃一粒，怎么做？”我很坚定地
说：“我不吃了，留着做五香花生！”

接下来，一连三个晌午，母亲都在地里为我刨花
生。午后的太阳还是有些毒辣，母亲让我在树荫里
玩，她在太阳底下刨花生。母亲蹲下身子，一步一
移，她手中的小锄头紧锣密鼓地工作着。母亲身材瘦
小，在偌大的花生地里，显得那么单薄。

三个晌午时间，大片的花生地被瘦小的母亲翻了
个底朝天，竟然刨出半篮子花生。我高兴极了，使劲
咽着口水，却一粒也舍不得吃。因为我答应母亲，让
她做卤煮花生。母亲把花生晾干，让我把花生剥好。

我的手累得生疼，花生终于剥完了。多么珍稀的
花生啊，我开始一粒粒数起来。数了两遍，竟然正好
是 365 粒，我兴奋地说：“妈，花生有 365 粒呢，
你做好了五香花生，我一天吃一粒，这样一年中的每
一天都是香的了！”母亲笑了。

母亲的五香花生做好了，散发着香味。我吃了一
粒，太美味了！香，脆，酥，咸鲜可口，简直是无与
伦比的好吃，世上最美味的东西莫过于此。因为珍
稀，我舍不得多吃，每一粒都细嚼慢品，品出了香
味，品出了母爱的味道。在我的一再要求下，母亲只
吃了几粒。

当然，那些花生我并没有吃一年，不久就吃完
了。不过，那浓浓的香味却久久绵延，多年未曾淡
去。 365 粒花生， 365 粒爱，撒在每一个日子里。

天底下的母亲，大多像我的母亲一样平凡，她们
不可能做出什么惊天动地的大爱之举。她们所能做
的，就是满足儿女一个个小小的愿望。她们的爱，简
简单单，却细水长流。就像这 365 粒花生一样，零零
散散，点点滴滴，却让我们的每一天都是香甜的。

幼芽

开学在即，周末的时候陪儿子逛学习用品店。
按照以往的惯例，每学期开学必定要给儿子买一大
堆新的学习用品他才肯到学校去报到。为了让儿子
早日安心上学，我直接问儿子今年想要什么新的学
习用品，我直接给他买下来。没想到刚上小学三年
级的儿子一本正经地说道：“我们老师说了，这学
期要实行低碳开学，上学期能用的学习用品要尽量
用，可要可不要的文具不要买。”

儿子的话让我大吃一惊。以往，儿子总有爱
攀比的习惯，看到别的同学新学期有新的学习用
品，他都会回家吵着也要买一套新的学习用品，
即使以前能用的文具，也会被儿子当废品扔掉。
在为儿子新年里发生的可喜变化高兴的同时，笔
者也禁不住为学校提倡的“低碳开学”做法叫
好。

现在国家非常重视资源的节约和合理利用，低
碳理念已逐步深入到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中。笔者认
为，儿子学校举行的“低碳开学”活动，是非常有
意义的开学“第一课”。

“低碳开学”不仅能减轻家庭的经济负担，还
能培养学生的“低碳”意识，养成节约的良好习
惯，实在是意义非凡。愿“低碳开学”能成为一种
习惯，也希望越来越多的学校在新的学期里，能上
好“低碳开学”这一课。

我喜欢游泳
□崇善小学五年级 唐耀文

三百六十五粒

花生
□王国梁

天边且末
□冯忠文

“低碳开学”
值得提倡

□蒋光平

很多人都说贵州镇远值得一去。这个藏
在氵舞阳河畔的古镇，早在 1986 年就与北京
上海南京西安等诸多大城市齐名为中国历史
文化名城。神秘的古驿道，多彩的侗苗风
情，古老的码头，歪门邪道的巷子等等，令
人神往。

坐动车到贵阳，再转普通快车到镇远，
出得火车站，立马叫上一辆出租车，直奔石
屏山下的古城。

街道背山临河，挤挤挨挨全是店铺客
栈。从四方井巷、仁寿巷上去，深处藏着昔
日大户人家院落装修而成的民宿。大块石板
铺就的街道上，不时有公交车和本地居民的
车辆驶过。街道两旁、氵舞阳河两岸，随意走
着的多半是像我辈退休不几年的老人，或两
两成对，或三五成群。

正午阳光下，氵舞阳河水跳跃着粼粼波
光，清风轻抚岸柳，坐在柳树下的垂钓者，
静静地等待着咬钩的鱼儿。一拨又一拨的游

客，顺着古城的石板路，走过鳞次栉比的店
铺，到大河关，到祝圣桥，到青龙洞，赏
景、拍照。

镇远的美，美在舒缓，美在宁静。
“酿一坛桃花酒，醉镇远有情人”的招

牌吸引我走进一家专门卖酒的小店。不大的
店铺里两边的货架上全是造型可爱的小酒
瓶，红的、白的、绿的、黑的、杂色的都
有。一溜大酒缸，上面分别标注着桃花春
酒、桃花醇等等。

卖酒的姑娘热情地端上一小杯酒，远道
而来的客人，尝一尝我们镇远的桃花酒吧。
镇远桃花多么？多！你若是春天来，漫山遍
野盛开的桃花就会让你沉醉。一场春雨一阵
春风，落英缤纷，那花瓣顺雨水流落到氵舞阳
河里，江面一片嫣红呢。

端起小杯，凑近唇边，便有一股若有若
无的桃香味散发出诱惑。入口爽滑，略甘。
这是类似于葡萄酒的果酒。卖酒姑娘介绍，

还有高度的，带有蜜桃香味的白酒。
此酒果真是桃花酿就？卖酒姑娘有点支

吾。店老板出来解了她的尴尬，说到过镇远
的游客千千万，寻根问底桃花酒，你是第一
人。彼此一笑，算是认可。店老板说，桃花
酒其实不是用桃花酿就，而是用水蜜桃。其
法类似于葡萄酒酿造。水蜜桃榨汁，汁发
酵。酸度甜度则看加糖多少而定。

错过了桃花盛开的季节，无法验证店员
所说。当下该有水蜜桃上市，而镇远街头少
见卖桃者。

缘何唯独镇远有桃花酒，而别处无？是
我孤陋寡闻还是另有说道，或者，氵舞阳河畔
桃花酒与一个美丽的传说连在一起。

店老板认真想了一阵，挠挠头，不好意
思哦，别处有不有桃花酒不知道，镇远的桃
花酒历史蛮久远。至于传说，倒是从未听
说。

店门口那句“醉镇远有情人”可否改为

“醉天下有情人”呢？
不可，小店不敢有醉天下的宏愿，能醉

来到镇远的“有情人”，足矣。
我很认真地对店铺老板说，氵舞阳河畔桃

花酒，少了一个传说。
传说？店铺老板若有所思。旋即，摇摇

头，无奈地笑笑。
虽说不上是酒客，但自认为尝过不少名

酒，桃花酒可是第一回听说，第一回品尝。
于是，在这个宁静的午后，在宁静的镇远古
城，买上一瓶桃花酒，到另一家店铺买一斤
卤牛肉，一个人优哉游哉溜达到氵舞阳河边，
寻一处垂柳阴凉处，席地而坐，便生几分惬
意。

无杯，举起酒瓶。邀风邀云邀山邀水，
彼此致意。一口桃花酒下肚，顿觉神爽。独
酌于氵舞阳河畔，品桃花美酒，赏涟漪轻漾，
看云卷云舒，听青龙洞禅院钟声，渐入微
醺，终至酣醉，物我两忘。

氵舞阳河畔桃花酒
□蒋忠民

“生命禁区”罗布泊再现“碧波荡漾”
新华社记者赵戈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