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凤县，游者情结难舍，

居者安然可泰。山城，注

入江南水韵之柔美，蕴藏

秦脉山系之刚毅。这颗镶

嵌在秦岭北麓的璀璨明珠，

撷取地域之灵气，交融南北之俊逸。

夜幕下眺望绵延的峰峦，你会为那熠

熠闪烁的繁星而魂牵梦萦，如同走进童话

里的意境，致使你的思绪无法停留，这是

文者的朱笔、仁者的博大；夜幕下走进繁

华的街市，你会为那异彩纷呈的水韵而如

痴如醉，犹如身在华堂中的仙境，致使你

的情感无法阻滞，这是恋者的伊甸、智者

的深邃。

依偎在桥栏上放眼望去，河岸两侧及

街市一律悬着灯彩；水是碧阴阴的，看起

来后而不腻，或者是六朝金凤所凝么？那

漾漾的柔波是这样的恬静，委婉，使你一

面有水阔天空之想，一面又憧憬纸醉金迷

之境了。

看，那流光溢彩的瑶池玉带，恰如温

柔美婵娟。

看，那直插云霄的玉柱喷泉，阔似刚

毅俊少年。

“长袖绵绵起翩翩，疑似嫦娥舞广寒。

月花无界世皆醉，盛世霓裳舞芳华。”同

声相应，交相辉映，正如恋中的昵语，是

心灵的碰撞，是情感的交融，演绎着一部

壮美的史话，谱写着一曲恢弘的乐章。

犹如窈窕淑女柔嫩的身姿，披带着薄

薄的丽纱，偏偏起舞，妖娆而不妩媚。透

过玉带，反晕出一片朦胧的烟霭。在这薄

霭和微漪里，听着那清脆悦耳的凤县夜景

曲目，或委曲，或缜密，或劲健，或绮丽，

或含蓄。经过夏夜的微风的吹漾和水波的

摇拂，袅娜在你耳边的时候，已经不单是

嘹亮的歌声而响彻山谷，而混着微风和江

水的密语了，于是你不得不被牵惹着、震

撼着，相与浮沉于这歌里。谁能不被引入

他的美梦去呢？只愁梦太多了，这些瑶池

上的大小船儿如何能载的起呀？

你仿佛亲见了那花灯映水、画舫凌波

的光景，亲眼目睹了凤凰开屏时的美丽和女

娲神话传奇的故事。此时，

你终于恍然醒悟凤县夜景

所以雅丽过于他处，而又

有奇异的吸引力的，实在

是许多历史的影象使然了。

从单纯和明朗的美，直至绮丽和纤裕

的美。刻画得生动细腻，淋漓尽致；描绘

得层层深入，犀利非凡；渲染得合情合理，

丝丝入扣。你无需用精美的词语去点缀，

因为它所呈显在你眼前诗意般的盛况，都

显得文字苍白无力；你无需有神彩的画笔

去勾勒，因为它所展显在你眼前神笔般的

画卷，都显得彩墨暗淡失色；你无需用悠

扬的音乐去装扮，因为它所传递在你耳旁

天籁般的乐章，都显得音律单调浑浊。

你会顿悟到山的博大、水的柔嫩；似

圆似缺、似朗似浊的月亮，正如诠释着人

生奋斗道路崎岖的轨迹。

你不会因黑夜的漫长而寂寞，你不会

因时间的冗长而孤独，你不会因苍穹的寂

静而失意。

这是困顿时的

温床，这是畅想时

的天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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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季养生食谱走进凤县
□兰兰

说凤县道凤县今天来把凤县赞
十八大指引前进路建设美丽新凤县
大秦岭的会客厅全省旅游示范县
水韵江南七彩凤县凤县美名天下传
十七大到十八大文化旅游人成绩大
三高精神为引领结构转型大调整
旅游产业大发展服务理念要超前
落实科学发展观当好参谋绘新篇
文化事业大繁荣人民群众喜开颜
这五年是文化旅游人的成长史
这五年是文化旅游人的奋斗史
这五年是文化旅游人的光荣史
灵官峡、消灾寺、紫柏山，
披星戴月把景区建
旅游节、红叶节、羌历年，
呕心沥血把节庆办
多少人，艰苦创业来奉献
多少人，甘居幕后做贡献
零七年，栽星种月夺天工夜景亮化树典范
零八年，特大地震不畏难凤县旅游大开园
零九年，乒超联赛咱来办世界冠军到凤县

接待游客过百万省长给咱发贺电
一零年，紫柏山景区把盖头掀
好似那，人间仙境百草园
一一年，消灾寺辉煌再重现
您看那，千年古刹展新颜
一二年，产业体系大推进
服务质量大提升一举验收示范县
全县人民笑开颜大景区，凤县建
人人都是导游员。 对！人人都是导游员！ 

“哎，老大娘，您到那里去参观？”
“我想问道来参禅 !”“您请看 !”
古凤州、消灾寺，三教合一几千年。
八仙之一张果老，在此修真得登仙。
安史之乱唐玄宗，入蜀避难求平安。
仁义礼智在文庙，儒家道统传人间。

“哎！老大爷，您到哪里去参观？”
“我想把工艺品来看 看 !”“您请看 !”
民俗文化真绚烂，各色商品游人赞。
绘马勺，画脸谱，镇宅辟邪不含糊。
山核桃，莫看轻，巧做设计夺天工。
还有那根雕和瓢画，老爷子爱得笑开花。
小伙子们到凤县，户外运动真方便。
灵官峡，真奇妙，千里嘉陵第一漂。
漂流有惊却无险，
绝壁攀岩腿发软。

攀岩刺激时间短，
穿越栈道才是大考验。
故道陈仓连云道，
声闻帝座齐天高。
姑娘们到凤县，
看花看水看青山。
祖国南北分界线，
生态资源看不厌。
紫柏山，真险奇，
它是咱国家级的保护区。
高山草坦接天际，
绿色天池惹人醉。
通天河走进了《西游记》，
原始森林多苍翠。
秦岭花谷在身边，
一路走来一路看，
真好像走进了百花争艳的大观园。
到了凤县说美味 ,
保您馋的咽口水 !
秦岭山珍嘉陵鱼 ,
凤州蒸菜味道美。
黑木耳、山核桃，
凤椒人人都知晓。
挂腊肉、干脚棒，
土公鸡、麻辣烫，

还有那米皮漏鱼和杂粮，
您就是放开肚子也吃不胖。
农家乐里生意好，
农家美食最地道。
绿色食品味道嫽，
游客吃了都说好。
古老羌族发源地，
羌歌羌舞有魅力。
古羌旅游产业园，
用实景演出真稀罕。
建成碉楼博物馆，
把羌族文化传承都看遍。
说凤县、道凤县，
咱凤县是：全省旅游的示范县，
吃住行游样样全。
旅游专列是首家，
旅游大巴天天发。
旅行社、办事处，
随时随地把团组。
自驾出游最方便，
一路美景到凤县。
可听可看可体验，
可赏可乐可游玩。
七彩凤县欢迎你，
凤县美名天下传！天下传！

我的家乡在宝鸡市凤县，那里，有一段我永远忘不了的回

忆。

我在很小时候，听奶奶说，十几年前，家乡清澈的小溪、

河里中畅游的小鱼、蹦跳的小虾；绿荫荫的小山及林中欢乐的

雀鸟，满山的野花；讲老家里那翠绿的竹林及刚破土而出的竹

笋；讲那雨后的小草、夏日里的清风、夜晚的萤火虫、丛林中

的锦鸡……当他们讲述着家乡的这一切时，脸上总流露出灿烂

的笑容和无尽的留恋，在一旁听着的我仿佛已身临其境。

上小学后，听老师讲，我们凤县地处秦岭南麓，地下蕴藏

着丰富的有色金属资源。铅锌矿的开采、黄金矿的开采，带来

了巨大的经济效益，铅锌冶炼、黄金冶炼影响了我们这里的环

境。 有时，我站在阳台上眺望着远处的风景时，看着那一幢幢

矗立着的大厦和正在扩伸的未来的高楼时，不禁想起一位科学

家曾经说过的这样一段耐人寻味的话：人和动物最大的区别就

是人的贪婪。恐龙为什么会灭绝？那是因为它太大、太多，几

乎统治了整个地球。

上初中以来后，我们这里的环境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可爱的凤县已相继建成了嘉陵江源头国家 3A 级风景区、

氧吧长廊通天河国家森林公园风景区、享有“岭南独秀”的美

称紫柏山景区、县城嘉陵江凤凰湖、月亮湾山水生态游景区、

灵官峡景区。可泛舟凤凰湖上，在浆声灯影中感受岭南山城“清

风徐来，水波不兴”独有情趣。

村村通水泥路两旁，栽满了绿树、红花，一年四季，绿树

成荫，花团锦簇。远处的小河边也长满了高高低低的垂柳。瞧，

她们正低着头照镜子装扮自己呢？河的两边到处都是粉红色的

桃花瓣，风一吹，花瓣落入了小河，花儿显得更红了，水也更

绿了，就连水中的鱼儿也游得更欢了。 

水韵江南，七彩凤县。让我们共同为家乡美好的明天祝福，

多留一点青山，多留一点绿水，这里的山野成为野生动物生活的

乐园、这里的天空成为小鸟飞翔的王国。让凤县的天更蓝水更绿。

 （作者系凤县双石铺中学七年级十一班学生）

初冬，携全家驱车来到凤

县，到时已华灯初上，在中心

广场的大街上，人们伴着优美

动听的羌族音乐翩翩起舞，当

地的居民和来此旅游的游客参

与互动，游人都被这壮阔的场

面和热烈的现场氛围所感染，

不由自主的手舞足蹈。围着“篝

火”跳起了具有羌族特色的舞

蹈，整条街道成为歌舞的海洋。

群星璀璨，忽隐忽现，远

远望去，在夜幕的衬托下，真

的像是天上的星星一般，还眨

呀眨地闪着眼睛。听说这是人

造的灯光，用电脑控制，就是

要给人一种视觉的冲击享受。

瞬时，从东边的山顶上，皎洁

的月亮缓缓升起来了，静静的

注视这个七彩般的小城，这是

一弯永不沉落的月亮。不过，

那肯定是灯光，只见那月亮忽而如圆盘一

般，忽而又变得像一弯残钩。在这渐变的

圆缺之中，给你无限的遐想。许久，山上

的星星更多了，把整个天幕都变成了璀璨

的星海。漫步江边，冰凉的水气浸润着你

的肌肤，让你也差点儿忘了自己的所在了。

这时，音乐声响起来，在围绕“水韵

江南、七彩凤县”的主题中，大型动感音

乐喷泉表演开始了。江两岸的彩灯有序地

闪动着，交替着，好似魔幻的影子在飞舞，

在晃动，在撩拨着你的心弦。人造池塘，

亮起了红的，绿的，蓝的，黄的灯，在水

影的折射与摇曳中，如同华丽的天庭的瑶

池，看看身上的繁杂的色彩，觉得娇艳鬼

魅了。江的两岸喷射出七彩的水柱，在那

摆动的灯影里，划过一道道美丽的弧线，

在水面上拍打起如雾的水花，发出整齐有

序的声响。喷泉舞动着身躯，水花交织在

一起，在直射出的蓝色，紫色光焰中欢笑着，

在江面上自然地落下，变成了晶莹的水幕。

突然，乐声戛然而止，所有的灯光指向一

个方向。只见有一柱水，从江面上喷了出

来，高出了周围的建筑。起初，也可能只

有十几米高，渐渐地，向着更高的夜空冲

了上去，与山腰齐，与山尖齐，高出山顶

了，比那远远的闪光的楼宇还要高。听不

到人们的欢呼，进入你的耳朵的，只是那

从高空落下的水声。那随着音乐跃起的身

段，给游人增添了无穷的乐趣，留下了极

为深刻的印象。无比震撼、无比美妙的视

听享受，犹如神来之笔，堪称“水的舞蹈、

灯的海洋”，蔚为壮观，真乃典范之作、视

觉盛宴。

因时间有限，匆匆离开凤县，这座山

城留给心中有惊叹和留恋。赋小诗一首以

表心情

  寄魅力凤县

青山绿水星月明，

初冬秦岭草未凋。 

七彩凤城如梦境，

嘉陵源头不虚行。

游
凤
县
随
笔

□

临
渭

凤县传奇
□文广局

让凤县的天更蓝水更绿
□ 郭敏

酒奠烟云                          赵华 摄

《摄生消息论》中有“当
春之时，食味应减酸益甘，
以养脾气。饮酒不可过多，
玉米团饼，不可多食，致伤
脾胃，难以消化。”因多食
酸可引起胃酸分泌障碍，影
响消化吸收；多食甘使脾土
受克而损脾气。春季可以适
当食用樱桃、韭菜、菠菜、葱、
姜、蒜蜂蜜、山药、春笋等
有助于春季养生的食物。

一、荠菜百页卷 
【做法】荠菜洗净烧熟

切成末，加炸熟的松仁、盐、
味精、麻油拌和，百页一切
二用滚水烫泡后冷开水激
凉沥干，摊放在洁净的砧板
上，一端放荠菜馅，卷成长
卷，斜切成收装碟。此菜明
目、降压。适用春季。

二、枸杞春笋肉丝
【做法】将猪瘦肉洗净

切成丝；春笋切成同样的
丝，炒锅上火，放花生油
烧热，将肉丝、笋丝同时
下锅炒散，下料酒、白糖、
酱油、盐、味精翻炒搅匀，
投入枸杞再翻炒几下，微
沸淋入麻油即成。此菜适
用于肾虚目眩，视觉模糊，
体弱乏力等症，冬春两季
食用最佳。

三、春韭炒蛤仁 

【做法】蛤蜊入沸水锅
烫至壳微张，剥壳取肉，韭
菜洗净切段，入油锅熘炒，
放入蛤肉，加盐、味精炒熟
即成。此菜滋阴健胃，适用
春季。

四、姜汁菠菜 

【做法】菠菜拣洗净，
入沸水锅 ( 加油和盐 ) 烫熟
捞出，加姜汁 ( 姜末加冷开
水、盐、味精调成 )、麻油
拌和即成。此菜脆嫩清口，
养血上血，通利肠胃，上海
酒，适合春季。

五、核桃仁炒春韭
【做法】核桃仁用麻油

炒香，韭菜洗净切段，入油
锅炒熟，加盐、味精调味后，
放桃仁炒匀即成。此菜补肾
壮阳，适合春季。

六、鹌鹑党参淮山汤
【做法】首先将鹌鹑剖

开，去掉内脏，洗净后切成
块备用 ; 党参、淮山分别洗
净，与鹌鹑一起放进砂锅内，
加清水适量，用大火煮沸，
再用文火继续煮 1 小时，最
后加上调料即可。

七、黄芩猪肺汤
【做法】将猪肺洗净，

放人沸水中氽去血水，切成
块备用 ; 酒黄芩、苏子、生
姜用布包好，一同放人砂锅
中炖煮，至熟烂后，加入调
料即成。

八、黄豆雪梨猪脚汤
【做法】雪梨 1 个、大

豆 50 克、猪脚半只、姜片
3 片、盐，猪脚加入姜片飞
水去异味，分成块；加入去
核切块的雪梨、大豆和一块
姜，加足清水煮到滚开盖维
持旺火继续沸煮 15 分钟转
慢火再煲 1 个小时，汤就煲
好了，喝之前根据个人口味
加盐调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