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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堡子山上的那轮永久都不会落下

的明月的渐变，这如墨的夜空又淡出了另外

的一种皎洁的清辉。闪烁的星辰络绎不绝的

牵手而来，给这山城的夜空增添了美轮美奂

的盛景，奢华里的典雅。

湖光桨影，霓虹绚丽，摇曳多姿，扑朔

迷离。

顺手捧起凤凰湖里的碧波，揽入心怀。

如痴如醉，把一泓清寂流入心田，将一种独

享注入体内。大概是要尽情的享受这大自然

的恩赐。

剥除尘世之喧嚣，剔除世俗之浮华，敞

开心扉，豁然开朗，挽住恬静。

这力道越是温和，她越紧紧的偎依。这

柔情似水大概也就是这么说起的吧！

她那一湖碧波，荡漾在奢华的缝隙。用

眼睛一点点的分离开，那好似残忍。但是的

确可以见到这纯粹的清透。哪怕是一点点，

一丝丝。我也感到这纯净的存在。透出的五

颜六色，几乎让我的眼睛无力分辨，可是自

己已经容身于这种绚丽当中了。

静心凝眸，忽觉这宛如一位身着彩虹的

仙子，翩然而至。一股清新的风儿拂面，犹

如仙子的水袖，腰间的绸带掠过。

我不禁问自己，这里真的有仙子吗？

灯影下的水灵，微笑。轻叩着我的手

心、心扉、脑门，传递着一种存在。真正的

给我新的认识，这里曾经真的有象征图腾的

吉祥，那是曾有凤凰越过凤州的传说。

岭外有西岐，这里却亦有南岐。

凤凰穿过湖面，振翼，三步一回头，五

里一徘徊，满怀留恋，寻找吉祥如意。

那么第一个发现这只凤凰的人是谁？

当时他（她）怎么不留下这美好的瞬间？那

时拍照会用什么样的工具？

这一个一个的问题，应运而生，况且百

思不得其解。

我站在湖边，彷佛置身于这种难得的相

得益彰之中，愿意做那只起飞的凤凰。

于是弯腰，放回掬在手心的那水，淡然

处之。静静的看着它的回归、开心、感恩。

悄然投来一湾甜甜的眸波，映照着它的透

明。诠释自己不容侵袭的素雅。等到我再缓

缓的抬起头的时候，忽觉身体内沁入了一种

力量。让我再次环视凤凰湖，浮想联翩。

李白笔下的“烟波微茫信难求。”已经

不再是一个奢望。看！眼前就是这种壮阔，

也许真会有蓬莱的仙人结伴而来。

或鼓瑟，或鸾驾。已阻挡不了仙侣云游

的念头。他们渴盼的就是潜心修道之地，在

天庭，早已看得透彻。

我被点醒，也守望不了这种羡仙的幸

福。只好移步于小楼。不知不觉的，霓虹飘

渺到了迷雾一般。

静静的坐在窗前，聆听松涛间的对话。

他们丝毫不敢松懈，把这美丽的传说，倒背

如流、声情并茂、川流不息的传诵给游客。

在激情万分时，就会亢奋，奏鸣。时而，也

会有那么点低声的间歇。

“间关莺语花底滑，幽咽泉流冰下难。

冰泉冷涩弦凝绝，凝绝不通声渐歇。……此

时无声胜有声。”

分分秒秒，争抢不休。为了大力的宣传

美丽的月光之城，甘愿做无名的志愿者。让

这神奇的传说引领许多的客人，慕名而来，

纷至沓来。

最近，我常常会想

起那条弥漫花香的公路。

那是一个周末，我们

全家驱车前往凤县游玩。

车刚驶入凤县境内，公路

两旁阵阵扑鼻的花香，就

吸引了大家的注意力，花

香夹杂着泥土的气息扑面

而来，几乎让人眩晕。那

一刻，透过车窗，层层花

瓣簇拥的公路带给人的是

一种怎样的美好心情啊！

年幼的孩子禁不住

鲜花的诱惑，拉着我们下

车去感受花海的美丽与芬

芳。红的、白的、黄的、

紫的，朵朵鲜花如一群身

着各色霓裳的仙女，自然

而恣意地绕着公路两旁散

开，以一种美丽妖娆的姿

态，在风中轻柔地舞蹈，

仿佛在说：“您好，我们

凤县的一花一草都欢迎

您！”那天，刚刚下过一场雨，湿漉漉

的陇凤线公路上，簇簇花海迎接了我们

的到来。

那一刻，站在这盛夏雨后被鲜花簇

拥的公路旁，我心潮澎湃，如果这世间

每一条公路旁都能植满鲜花该有多好！

春有百花，夏有荷，秋菊路旁迎宾客，

冬来时，傲雪寒梅枝头立，君未至芬芳

已来，怎一个惬意了得？

如果一条公路旁连一朵鲜花都不曾

盛开过，该是何等的萧条？如果养路工

人不曾亲手在路旁植起一片花海，那他

该会多么失落？如果每一个走在公路旁

的人遗失了一颗赏花、惜花、护花的心，

这世间该失去多少精彩？

走在这条弥漫花香的公路上，无

论多么坚硬的心也会被浸润到柔软，

生命在这里因感谢与感动而迸发出一

种张扬的美丽。“养路养作风，路品看

人品”，那一刻，我想起了那些朴实、

辛勤的养路工。寒来暑往，他们抛洒

的是心血与汗水，收获的是这平坦的

公路与路旁美艳的鲜花，他们的生命

在奉献中升华，在蜂蝶翩跹的花丛中，

他们能感到日子如蜜般甜；在行人声

声赞叹中，他们会感受到神圣事业所

赋予的骄傲与自豪，他们是最值得我

们敬佩的人！

一条美丽的公路离不开辛劳的养路

工，也需要每个路人的呵护，这正如文

明需要我们共同的坚守一样，一条鲜花

簇拥的公路也需要我们共同呵护。

我永远记得那条弥漫花香的公路，

那里有一颗颗闪亮而美好的心灵，那些

在公路上劳动的身影，是我们这座城市

里最美丽的风景。

七月的早晨，天色微明，晨雾飘渺，

踩着晶莹的露珠，裹着黎明的雾霭，踏着

匆匆的脚步，我们登上了《天水在线》博

友赴凤县采风旅游大巴。

从秦州区出发，经过整整一上午的车

程，终于到达了凤县之旅的第一站——传

奇历险宫。穿索道过嘉陵江，在传奇历险

宫入口处的石崖上，镌刻着现代已故作家

杜鹏程的散文《夜走灵官峡》，这篇文章通

过对“小成渝”及其父母的描写，反映了

宝成铁路的建设者不畏艰险、忘我劳动的

崇高品质。欣赏完美文，我深深地被铁路

工人在恶劣的环境中为祖国的社会主义建

设事业战天斗地的献身精神所感动。传奇

历险宫是聪明的凤县人民奇思妙想、独具

匠心，用自己灵巧的双手，借助现代高科

技声光技术，在废弃的火车隧道内，精心

打造出的一处招牌景点。一进洞口，寒气

袭人，鬼哭狼嚎的怪叫在诡异灯光的衬托

下显得阴森恐怖，让人头皮发麻、毛骨悚然。

看夜景是凤县旅游的压轴戏。很早听说

凤县的夜景美，这次亲眼目睹，让人叹服。

由于时间尚早，在导游的推荐下，我们游览

了位于县城北面的月亮湾爱情主题公园。它

是以反映月亮文化为旋律、以反映地域风情

为特色，根据嫦娥奔月的美丽传说建设的一

处全开放的生态休闲公园。在山脚下坐上一

辆别致的观光小火车看完县城全貌，羌族舞

表演已经开始。一条车辆限行的繁华街道上，

“燃烧”着几堆用鼓风机、红缎带、竹板子、

灯光等做成的“篝火”，男女老少围着“篝火”，

和着羌族音乐的优美节拍，扭动着轻捷的身

躯，在人群围成的舞池里翩翩起舞。

看夜景主要是观赏城区段嘉陵江中心

的音乐喷泉。羌族舞表演结束，潮水般的

人流涌向穿县城而过的嘉陵江畔，我们来

到城区嘉陵江大桥上。贮立大桥中央，河

风迎面扑来，丝丝凉意浸透全身。此时的

江畔、大桥上人头攒动、人歌如潮。两面

的堤坝上，各有两条用五颜六色的灯光做

成的巨龙，远处几排射灯不停地来回旋转，

周围的建筑全部用灯光做了点缀装饰，流

光溢彩，精美绝伦。七彩灯光下，白哗哗

的水柱伴随着美妙的音乐腾挪跌宕、忽高

忽低，激起后超过对面山头，着实壮观，

叹为观止，不失为“亚洲第一高喷泉”之

美誉。表演分五个篇章进行，每个篇章虽

然表现形式各异，但却蕴涵着相同的主题：

凤县人民生活在欣欣向荣、蒸蒸日上、红

红火火的甜蜜和幸福之中。看完音乐喷泉

表演，整个县城灯火辉煌、夜色阑珊，早

睡的人们已沉浸在甜蜜的梦乡之中。我们

余犹未尽、雅兴正酣，在回味和咀嚼中来

到了宾馆。

凤县之旅全程结束。旅游大巴行驶

在返回的路上，车窗外整个凤县大地呈

现着一派丰

收的喜人景

象， 勤 劳 智

慧的凤县人

民正忙碌在

希望田野里，

他们播散着

辛勤的汗水，

收获着骄人

的果实！

再见了，

亲爱的凤县

父老乡亲！

听说宝鸡凤县，山城别致，风景不错，

便久生游玩之意。6 月 16 日下午，适逢

朋友有车闲暇，闲谈中陡发去意。都是性

情中人，一拍即合，便说走就走。

驱车上了西宝高速，不知不觉就进了

秦岭深处，山路漫漫，斗折蛇行；山势逶

迤，树木婆娑；凉风习习，群山披翠。穿

行在大自然的氧吧里，人的心情格外高远。

不顺心和烦恼事，统统丢在了一边，先美

美的做一个天放翁。

远远的看见“铁马秋风大散关”几个

遒劲有力的大字，同行的建雄情不自禁吟

诵起陆游的名句，陆游成了我们谈论的话

题，“停车看看”，对陆放翁的仰慕让我们

不得不停下车来。站在大散关上，将大散

关零零星星的碎片串在一起，大散关位于

宝鸡南大散岭上，为秦、蜀往来的咽喉，

古时关中四大雄关之一。而我知大散关，

却是因为陆游的诗。“楼船夜雪瓜洲渡，

铁马秋风大散关。”一位诗人成就了一道

雄关，陆游与大散关，就像范仲淹与岳阳

楼一样不能分开。

翻过秦岭主峰，暮云从四方向我们聚

拢过来时，我们已来到凤县脚下。凤县古

称“凤州”，始建于秦朝。地处秦岭腹地，

嘉陵江源头，位于陕西省宝鸡市西南部，

西邻甘肃，南接四川，地理位置十分险要，

素有“秦蜀咽喉，汉北锁钥”之称。

汽车一路飞驰，公路两旁的几十里“风

景长廊”美不胜收。仿古门楼，琉璃瓦镶

嵌，青砖墙头的山脉造型，颇为气派。跨

过嘉陵江大桥，一座号称 186 米高的“亚

洲第一高喷泉”流光溢彩。透过高高的水

柱与几十盏交错的探照灯，能看到远处山

上的一轮“明月”与漫山的“星辰”，这

是凤县打造的“人工月亮”和 2700 盏“星

星灯”。

依山建筑的大楼上霓虹闪烁，依嘉陵

江建造的凤湖上，彩凤、彩龙通明，沿岸

的各色彩灯，小小的县城，就是一座流光

溢彩的不夜城。凤湖中央，人工彩龙上歌

者与游人互动，羌妹在舟上翩翩起舞。江

边游人如织，满山的人造星星和东山上人

造月亮闪烁着，与天上的星月结成一片，

好一幅人间美景。

回家的路上，我在想凤县的美，娇小

玲珑，依山傍水，建筑错落有致，星、月、

湖巧夺天工，旅游牌打得好﹗兴情所致，

不禁胡诌几句，以记此行：凤县游

散关古道路漫漫，凤城种火夜沉沉。
波中唱舞生活彩，江边携来朋侣游。
吟咏秋风不是景，古今同感乃因情。
遍山星月连天远，满城游者结凤缘。

凤凰湖漫想
□刘春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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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验凤县
□清水

夏日荷花 赵山  摄

博友赴凤县之旅
□赵未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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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要注意在户外工作
时，采取有效防护措施，切
忌在太阳下长时间裸晒皮
肤，最好带冰凉的饮料；

二要注意不要在阳光
下疾走。从外面回到室内
后，切勿立即开空调吹；

三要尽量避开在上午
10 时至下午 4 时这一时段
出行，应在口渴之前就补
充水分；

四要注意饮食卫生；
五要注意保持充足睡

眠，有规律地生活和工作；
六要注意对特殊人群

的关照，特别是老人和小
孩，高温天容易诱发老年
人心脑血管疾病和小儿不
良症状；

七要注意预防日光照
晒后，日光性皮炎的发病；

八要注意出现头晕、
恶心、口干、迷糊、胸闷气
短等症状时，应怀疑是中
暑 早 期 症 状，立 即 休 息，
喝一些凉水降温，病情严
重应立即到医院治疗。

高温天“八项注意”

葡萄酒的妙用。喝不
完的葡萄酒，就算将软木
塞塞回，放进冰箱 3 至 7
天后，酒里所含的香气与
甜味也会不见了，直接倒
掉可惜，真是个让人烦恼
的问题。下面生活小妙招
就能轻松解决此类问题。

去腥：一些海鲜食品，
烹煮前用带有果香的白葡
萄酒浸泡可去腥，并增加
甜味与香味。

热汤驱寒：法国冬季
为了取暖都会用 2 条肉桂
条，加入白葡萄酒煮 5 分
钟当热汤喝可驱寒。

做 葡 萄 酒 醋：把 切
片的洋葱与葡萄酒 1:1 的
方式，装入玻璃瓶腌渍 30
天，即可形成葡萄酒醋。

煮鸡汤：鸡汤可以温
暖身体，而在其中加一些
葡萄酒经煮沸后，酒精挥
发，只有酒香却没有酒味。

美颜保健：许多人泡
澡时，会将浴缸内的葡萄
皮拿出来摩擦皮肤，让皮
肤接触更多的葡萄多酚。

提鲜度：葡萄酒有天
然的果酸味，炒海鲜料理
时，滴些葡萄酒代替米酒，
可去腥并提升海鲜的鲜度
与甜味。

葡萄酒面膜：将一小
杯葡萄酒与 2 至 3 匙蜂蜜
均匀混合，调至浓稠状，再
涂抹于脸庞，八分干之后
再以温水洗净。

当沙拉酱：沙拉酱一
般来说太多粘稠，不是油
就是甜，建议用过期葡萄
酒自行调制沙拉酱，不但
好吃健康，且口味很清爽。

隔夜茶的妙用。止血，
如果出现口腔出血，可以
用隔夜茶来漱口，如果皮
肤出血了，也可以用隔夜
茶来清洗；明目，如果眼
睛有红血丝，可以用隔夜
茶来进行清洗；清洁及坚
固牙齿，饭后两三分钟用
隔夜茶来漱口能清洁、坚
固牙齿。

生活小窍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