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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节 欢送仪式
韩城矿业公司先后于 5 月

16日、6月3日、6月17日和7月3
日多次举行欢送仪式，分批欢送
划转人员赴彬长工作。

2013 年 7 月 3 日一早，韩城
矿业公司办公楼前成建制划转
的201名人员赴彬长集团工作欢
送仪式正在举行。

韩城矿业公司班子成员及
机关全体人员，以及当时的韩城
实业公司领导、运销分公司领
导，象山矿井、桑树坪矿有关领
导以及彬长矿业集团领导慕生
海及有关部室领导一起参加了
仪式。

欢送仪式都悲壮而隆重，划
转人员均多年在韩城矿区工作，
对韩城矿区的一山一水、一草一
木充满感情，对工作生活多年的
企业、领导、同事依依不舍。

一位老人拉着孙子送别儿
子和儿媳，老人呜呜的哭声引得
周围很多人掉泪，幼小的孩子不
懂别离，好奇地左顾右盼着；一
位妻子与丈夫相拥而泣，宣泄着
离别之痛；一位相识并在一起工
作 20年的同事拉着哥们的手迟
迟不肯放手；已坐上车的人员有
的挥手告别，有的红着眼圈转过头
去看向了另一侧；很多男同志也难
抑泪水，如同当年亲人送别子女参
军的场面一样，甚至比那个场面更
加感人。

故土难离，虽留恋不舍，但在集团的重大决策面
前，划转人员以大局为重，服从组织安排，由被动接
受逐渐转变为主动作为，在锣鼓和鞭炮声中，在公司
领导、矿领导和职工家属的真情相送下，划转人员带
着组织的重托，带着亲人的关怀，带着兄弟的情谊告
别家乡踏上了新的征程。

至此，韩城矿业公司成建制划转工作圆满收
官，共有1082名人员划转至彬长矿业集团工作，并
将在新岗位建功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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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堵 墙 的 阅 历
孙文胜孙文胜

人年轻的时候，总是仰着头朝前走，脚
步也是急匆匆的。看见的、经过的，许多事
情都没往心里去。一堵墙就不同了，你动
或者不动，它就在那儿。谁说一句话，狗莫
名地吠一声，驴子甩一下后蹄，绣花针落地
了，风掠过发梢，它都会记得清清楚楚。

一堵墙的生命可以有几十年，甚至上
百年。风吹雨淋、日晒雪压，就像一个人，
谁的承受力强，就多撑几年。谁病在胎里，
怕是谁也帮不了。这就是说，筑墙人最初
的心思和劳作是决定性的因素。

筑一面墙，需要一群人来合作。整好
地基，大工就开始测距放线绳，指挥大伙
儿挖窝子、栽夹杆、顶挡板、固木椽。一切
就绪了，娃子们发声喊，“噼噼啪啪”就放
起了开工炮。筑墙汉子用的是尖底，一锤
子，一个窝儿。打的人落锤子时，会顺势
半旋转，挤压摩擦出的窝儿个个光滑透
亮。墙上四个人，宏叔常常是领头儿。他
个儿不高，肤色黝黑，一只眼睛虽然有朵
小白花，但这并不影响他的技术和风采。
打墙每到兴起时，他甩掉汗褂，朗声吆喝，
四个人同时发力，“嗨——嗨嗨！嗨——
嗨嗨！”声音齐整像刀割。他们时而从中
间向两端打，叫“白马分鬃”。填满土，擦
把汗，下一槽子，又从两端向中间打，来个

“合龙口”。号子声里，人往前挪，锤窝儿

成行。墙一拃拃增高，汗一滴滴跌落，繁
重的劳动完全变成了一段情景交融的舞
蹈。那彪悍的臂膀，浑厚的嗓子，常常惹
来一群婆姨女子看热闹。谁知道，他白天
是个人气王，晚上只能一个人恓惶得溜光
炕。

休息时，宏叔还会拉二胡，吼秦腔。我
最忘不掉的是他说快板。

冬去春来阳气升，
百草发芽树木青。
伟大祖国工业化，
我老九越活越年轻。
年过六十能劳动，
做起啥活也轻松……
他光着上身，拿两根竹节边说边敲，

把农民诗人王老九的《进北京》，演绎得有
板有眼。听得人心里热腾腾的，浑身上下
都是劲。因为这段快板，我很怀念英年早
逝的宏叔。因为宏叔，饲养室那面墙根基
牢，影子正，身子坚，风风雨雨里坚守了几
十年。

人会走，墙不会，墙就看。牛从跟前走
过，驴从跟前走过，它们的步履踢踏踢踏，
不急不缓。人，却不是每次都从容。有次，
西村的胖嫂腰里缠了个大布袋，半夜摘了
一兜白棉花，月光亮堂堂的，她偏拣暗处
摸。一不小心，还被半截砖头绊了一个大

跟斗。当然，贼娃子二狗偷偷干的事它也
记得。那一晚下了一场瓢泼雨，墙边的小
土坑积满了水。二狗去的时候，满嘴酒气，
哼着乱弹。回来时，后面有人追赶呐喊，他
就跌跌爬爬的，弄得满脸满身全是泥。这
与他平日里吆三喝四的威风劲儿，反差实
在是太大了。墙想笑，但没有嘴，只好作
罢。

话说回来，每件事墙并非一定要看个
清清楚楚。比如，墙头那个麦秸垛里，就发
生过好多浪漫事，它就没注意。它觉得，关
键时候遮掩一下，会成就人的好事情。前
几天，小翠和根娃打身边过。根娃还打趣
说，要不是这堵墙、那个麦秸垛，你爹当年
逮住我，怕是要打断了我的腿呢。小翠羞
得掩嘴笑，谁让你脸皮那么厚。

一面墙，能平衡人的心境和身份。童
年时，一群伙伴们捉迷藏、逮麻雀、做游戏，
谁心里都离不了谁。长大后，就不同了。
三娃穿上了干部的中山装，胸前的口袋里
还别了一支黑钢笔。谷子拉着架子车，满
满地捆扎着一车干柴禾。这两人大概有七
八年不见了，墙期待看见他们热泪相拥，还
像当年那样伸出手，玩一会儿“剪刀、锤子、
布”。可是，谷子停下了车，问话的口还没
张开，三娃却腆着肚子走开了。谷子吐口
唾沫，只好尴尬地离开了。

现在好了，冬日的阳光暖暖的，墙根放
着一排小马扎。坐着的有大水、谷子，还有
退休回家了的三娃。谷子的儿媳妇端来了
一碗热干面，馋得三娃流着口水，争抢着夹
了几筷头。大水年轻时受过伤，病病恹恹
的老爱扶着墙，跟着铁娃练了几年拳。老
了老了，反倒鼻涕不流了，腰也挺直了，还
能吃下一大老碗饭，说话的声音都刚强
了。天佑和三羊是邻居，早年曾为一寸庄
基打破了头。现在两家儿女都外出打工
了，空落落的院子里，他俩把头湊在一起抽
烟斗。再仰头时，不由慨叹道，没人了，要
这么大的地方有屁用？

哪里来哪里去，落叶总要归根的。不管
你当年打阳伞，挽着满头卷发的洋太太，还
是烧窑扛锄扯大锯，如今也都蹦跶不了几尺
高。冬天来了，大伙儿还是会像当年那样，
排排坐，晒太阳，你来我往地斗斗嘴功。

一天到晚，人要睡觉墙不睡，墙的经
见、阅历就比人多得多。墙的一生很简单，
站起来是土，风化掉了，还是一堆土。人就
复杂了，每有喜怒哀乐、爱恨情仇，眼里的
风景都会变，所以身会乏，心会累，情会躁。

有句话是，谁的心里没了自己，谁的眼里
就有了世界。墙是实
实在在悟透了这句话。

（运销集团）

光影故事光影故事

妹妹嫁到了陕南
李永刚李永刚

是三月的小雨淅淅沥沥，把春天解
释得淋漓尽致、透彻无比的时候，是高原
上的日子从枝枝丫丫间悄然挤出芽芽的
时候；是遍地的浮躁被庄稼人平息成惊
蛰、春分这些和蔼可亲的节气的时候
——妹妹嫁到了陕南，嫁到了被左邻右
舍说的老远老远的那个山城。

就这么说嫁就嫁了。妹妹离开了钮
扣般亲切而渺小的家乡；就这么说走就
走了，妹妹嫁到了陕南人喜欢的陕南。
是在雁声散尽的三月，是在桃花开了又
落的季节……

麦田里的荠荠菜，再也等不到一位
提着篮篮的姑娘；村东村西的路，再也领
不回随着父母“锄禾日当午”的女子。门
前的洋槐树呀，钩槐花的我的妹妹嫁到
了陕南，你将把甜甜白白的花开给谁呢？

妹妹嫁到了陕南，浅浅的巷子从此
便丢失了她黄土一样朴素而赤裸的笑
声，久别了打麦场，已被岁月磨光了纹路
的那个碌碡礅，你怎么真的寂寞成无语
的石头？

女大当嫁，女大当嫁——谚语便是
父母的最好安慰了。这些摩肩接踵的山
呀，你蹲着，你站着，你坐着，你是在迎候
入山的我的妹妹和陪送她的亲戚？你是
在盼我们望我们么？我们远远地已感受
到了你的热烈。这些拥拥挤挤的岭呀，
一岭换一岭，你是争着在看我们高原人
送女成亲的气派么？你聚首而乐，你围
坐而叙，是寻思我们高原人送嫁的风俗，
还是品味这山里山外多么遥远而曲折的
姻缘？这朴实憨厚的岭呀，我明白了，你
是在羡慕，你是在祝福——用你浅浅的

绿，用你起伏的韵……
妹妹嫁到了陕南，我便觉着山路的

可亲了。她把高原上的我们赤诚地引进
陕南的云里雾里，引进初春的湿润和一
片正在着色的风景里。我从黄土里长大
的妹妹便成为这山山水水的主人了，陕
南密密的鸟声便有她的一份，清清的山
泉将把她映成地地道道的陕南人。妹
妹，你已成为商山民俗里一位崭新的女
主人了……

妹妹嫁到了陕南，从此陕南就是和
我有扯不断牵连的陕南，陕南就是我的
妹妹的陕南了。

于是，我便是陕南的客人了。
于是，高高的云蒙山从此就成为陕

南赠予我的景色了。
于是，清清的洛水便流成我山山岭

岭叠成的不尽日子……
就这样，出山入山的路，总有一头连

着高原，连着我一天天老去的父母的皱
纹，连着我人到中年的疲惫和忙碌，“小
姑在洛南。”儿子血缘般无法隔断的话
语，翻山越岭，时常传得很远很远……

就这样，妹妹嫁到了陕南，妹妹成了
山里的媳妇。可我总觉着，妹妹仍是不谙
世事的女孩，仍是高原上的姑娘。她嫁了，
没有走出村头白杨树长长的影子；她嫁了，
没有走出村子里早晚总在漾溢的炊烟；她
嫁了，没有走出屋檐下燕子的叫声……

妹妹嫁到了陕南，父母把山路一样悠长
的叮咛打进了她的嫁妆，我把山路一样弯曲
的诗句扯成了不尽的联想……（集团机关）

岁月悠长

《海底总动员》
物资集团 陈欲晓

纵横杂谈

它以树的身体
长满黄色的叶
以画的名义
染尽脆嫩的艳

我不知道你的名字
索性以你的彩色命名
文字为歌
唱一曲青春之恋

黄叶飘曳
闪耀着金色的火焰
爱上红颜
醉了春天

疯狂吸收黄土中的盐
理想不灭
眸子深深向初春作深情的告别
亦如情与念的绵
（神木煤化工）

黄叶树黄叶树
常诚常诚

诗歌天地

心香一瓣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桃花开。第一缕春
风吹过的时候，满山的山桃花儿开了，开遍了山上
的角角落落和沟沟壑壑，又经过一场夜雨的滋润，
含羞藏蕊的山桃花已经是一树嫣红了，让山坡上成
了山桃花的世界，给整个山塬添加了色彩。

迎着温暖和煦的风，闻到沁人心脾的香，露
出会心爽朗的笑容，满山呈现出一派波澜壮阔
的景象。远远望去一片片粉嘟嘟的山桃花儿相
互簇放着，近观那红白相间悦目的颜色和娇美
的姿态，给人一种生命的震撼，使整个山川都涌
动着无限的生机与活力，这就是陕北的春天。

山桃花是春的娇客，有着“占尽春光第一枝”
的美誉。山桃花的色彩让人难以忘却，但让我深
感那山桃花顽强的生命力，在这个贫瘠的土地
上，想要绽放出自己的色彩，是何等的艰难!

岁月把贫瘠和荒凉交错扭曲成一道道或深或
浅的沟壑，勾勒出了黄土高原的累累伤痕，而那山
桃花却在此处义无反顾地竞相绽放，这就是一种
精神，一种不惧磨难，敢于争先的气势风骨。出身
贫苦但依旧敢于绽放出自己的色彩，展现出自己
应有的价值，这种精神使整个大地变得绚烂多姿，
变得五彩缤纷。

在那山桃花盛开的地方，在这片贫瘠的土地
上，有来自四面八方的拓荒者，聚集在这荒凉的
亘古山川，在这厚重的大地深处，躬耕于百米井
下，开采出列列“乌金”，让它发挥出光和热。城市
的夜晚因他们而灯火辉煌，这片土地因他们而充
满向往，沐浴在春风里，他们露出比山桃花更加绚
丽多彩的笑容。拓荒者已经成为这片热土的建设
者，正以特有的方式绽放出
自己的色彩。

（运销集团）

绽放色彩绽放色彩
孙虎孙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