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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乡下取一本书 □周养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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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走龙蛇■

■屐痕处处■

冬日的下午，我正在赶一个稿
子，忽然接到李宽贤老师电话，说他
出了本书，要送我一册。

李宽贤是我中学老师，也奇怪，
四十多年未见面了，相互竟听出了对
方的声音。我猜测，李老师今年有八
十岁了，这么远的路，还有这寒冷的
数九天，于是急忙告诉他，说我最近
几天就去看他，请他在家中等待。

第二天，我约了几个同学，第三
天一大早就直奔李老师的家。李老
师住在引镇长安六中家属院，距西安
有一百多里路，汽车走了一个小时。
刚停住车，一个高个子、满头白发
的老人就走了出来。“李老师！”在
我们认出李老师的同时，他也认出
了我们，并且挨个叫着名字，大家
都很激动。

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我们在长安
鸣犊中学读高中，为我们代数学课的
是李宽贤老师。那时候，他三十岁左
右，高高的个子，笔直的腰板，清秀的
脸庞，特别是他对学生和蔼可亲的样
子，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后
来，我们得知他家在仁义堡，距离学
校有十几里地，还知道，他毕业于陕
西师范大学，组织分配他到西安第一

中学任教，一年后他放弃大城市的优
越生活，自愿到乡下中学教书。那年
代，能做到这一点是很不容易的，于
是，我们对李老师又多了一份敬意。

李老师的住处很简陋，仅有的几
件家具早已过时，清冷的屋子倒是非
常整洁。看得出，李老师夫妇都是喜
欢干净的勤快人。说起过去的事情，
我们纷纷表达对李老师的感谢和尊
敬，李老师却说当年从西安调回家乡
工作，主要是那时候因为他们家缺少
劳动力，经济困难，没有办法解决，他
才要求回来的。还有，他当时的想法
是到引镇中学任教，因为引镇距离他
家近，好照顾家里。可是，引镇中学
不缺数学老师，不得已他才到鸣犊中
学工作。

李宽贤老师在鸣犊中学一干就
是 21年，担任班主任达 19年之久。
在这个学校，他先后担任数学教师、
兼任教研组组长、班主任以及县数学
教研员，培训鸣犊地区数学教师，后
来还担任了校工会主席。在这里，李
老师倾注了满腔热血，播种了无限希
望，奉献了青春年华，也收获了丰硕成
果，1983年被西安市总工会授予工会
积极分子称号。也是这一年李宽贤老

师调到引镇中学（现在的长安六中）。
当我们问到他在山区任教的事

情，李老师笑了：“你们也知道这事
情？”我们说这些年虽然联系少，但学
校的事情大都知道。李老师又是“嘿
嘿”一笑，他说不是自己境界高，而是
为解决家属农转非问题，所以他在引
镇中学的第二年到了大峪乡板庙子
小学，这个小学地处深山，校舍简陋，
交通不便，全校仅有一名老师和六名
学生，而且六名学生还分布在一二三
年级中。李老师的坦诚和真实，让我
们又感到了他的可爱。

午饭后，李老师带我们参观了长
安六中以及六中附近的仁义堡、马嘶
坡，无论李老师的同事、乡党还是熟
人，都很敬佩李老师的为人，并且能
讲出李老师的一些故事来。

1985年，李老师被上级任命为引
镇中学教导主任，先后兼任高九五级
一班、高九七级四班班主任，这个班
集体被西安市教委评为先进集体，
1995年，李老师先后被评为县级关心
下一代先进个人、中学高级数学教
师。1998年，李老师退休后，还时刻
关心着引镇中学的教育教学工作，积
极主动为六中和附近村子的高中毕

业学生作辅导讲座。他撰写了《李宽
贤教学教育生涯》《岁月之歌》两本
书，撰写了仁义堡村史，并将自己的
4000册书捐赠给一些单位和有关个
人。2005年一天，李宽贤送孙子到仁
义堡小学上学，无意中发现学校简陋
的厕所墙歪斜，随时有倒塌的可能，
他立即向学校校长汇报，并利用星期
天学生休息时间，亲自动手拆旧墙、
垒新墙，担水和沙灰，整整干了一天，
直到把墙修好才回家。2008年中旬，
一场大暴雨冲毁了六中家属楼门前
的道路，直接影响家属院人的出行，
雨停后，李宽贤从学校拉了六架子车
炉渣，及时修补了路面。2011 年 6
月，大雨又冲毁了这段路，李宽贤又
组织家属院的同志集体修路，大家拉
砖的拉砖，拉沙子的拉沙子，给破旧
的土路铺上了新砖，整整干了两天时
间。家属院的人都说：“李老师可真
是关心大家的有心人！”这样的故事
很多，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听说的只
是其中一部分。

返回西安的路上，我们捧着李宽
贤老师赠予的新书，觉得分量很重，
大家都知道，这书不仅是一本书，还
有一位人民教师的品德和精神！

俗话说：“无论是推磨的，还是拉
磨的，在磨道里转久了，难免留下深
深的脚印。”这个脚印就是难以磨灭
的历史印痕。世上万物，有大小之
分，历史亦然。小历史的总和是大历
史，大历史是小历史的背景，人民写
的是大历史，个人写的是小历史。个
人历史是否清白，主要在自己，因此，
每个人要对自己的历史负责。

在古今中外历史上，大凡被司
法审判的罪魁祸首，遗臭万年的历
史罪人，以及有严重争议的历史人
物，首先是对自己历史不负责的
人。例如，在岳飞冤案中，懂政治的
人都明白，“依法”杀害岳飞的罪魁
祸首是皇帝赵构，但是，“专案组长”
是秦桧，秦桧替皇帝负责，不为自己
的历史负责，这是他的根本性错
误。如果秦桧将岳案推给司法机
关，或称病辞职，就不会因为替皇帝
杀人而脏了自己的手。岳飞所谓

“莫须有”的罪名出自秦桧之口，这
是他精明的愚蠢。秦桧的精明在于
没有刻意为岳飞罗织罪名，愚蠢在
于他说了“莫须有”这句自己脱不了
干系，又八面不落好的蠢话。如果
秦桧在强权威逼下保持沉默，不站
在赵构一边，罪责必然可以轻一
些。德国学者汉娜·阿伦特在其名
著《耶路撒冷的艾希曼》中剖析了与

秦桧类似的“死刑执行者”，纳粹德
国军官阿道夫·艾希曼的屠杀犹太
人的罪行及其行为模式。1942年，
艾希曼中校奉命负责屠杀犹太人的

“最终方案”，将犹太人移送集中营
的运输与屠杀作业大部分由艾希曼
负责执行。1960年5月11日，逃亡
多年的艾希曼被逮捕；1961 年 2 月
11日，艾希曼在耶路撒冷受审，被以
十五项罪名起诉。在法庭上，艾希
曼极力为自己开脱罪责。艾希曼
说，没有外在声音来唤醒他的良心，
所以他所做的不能全由他一个人来
承担，何况在那种境遇里，他没有理
由不执行元首的意志。法庭认为，
艾希曼的自辩是非常荒谬的，作为
一个成年、健康且有自由意志的个
体，艾希曼必须为自己所做出的每
一种选择负道义和法律的责任。同
年12月，以色列最高法院以反人类
罪等罪名判处艾希曼死刑。1962年
6月1日，艾希曼被处以绞刑。翻开
人类社会史，类似秦桧和艾希曼之
类丧失人类良心、人道、人性和常
识，或盲从盲信，或求一时名利，不
敬畏法律、道德和历史，践行“平庸
之恶”，不为自己历史负责的历史罪
人不胜枚举，反文明的“特行”是可
耻的“孽行”，反人类的“工作”不过
是依“法”犯罪而已。

在历史发展或转折的关键时
刻，有些曾经有过错，有失误，但大
事不糊涂的人会毅然决然地选择
为时代负责，也为小历史负责，做
到“大节不亏”。但是，一些精明的
蠢货却“一失足成千古恨”。

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时代，
有些人虽然担任某种“身不由己”
的职务，或被迫负有“特殊使命”，
但是，他们依然能够在大是大非问
题上为大历史负责，至少会努力为
自己的小历史负责。有些历史罪
人在作恶中也会敬畏历史，有所顾
忌，千方百计地避免留下太多小历
史污点。德国电影《窃听风暴》中
的一些情节特别有意思。影片中，
著名作家德瑞曼及其文友为了公
平正义，为人民的福祉奋不顾身。
秘密警察头子指派特工卫斯勒上
尉暗中监视德瑞曼。警察头子“忠
告”卫斯勒：“你面对的敌人是一个
记录历史的历史人物，你监视他，
但你要避免与他相遇，最好不要被
他看见，否则，你会有麻烦的。”事
实上，卫斯勒最终走向他职责的反
面，由奉命监视者转变成主动保护
者。相反，德瑞曼的同居女友，著
名演员克丽丝塔却在威逼利诱下，
由亲密爱人变成可耻的告密者，最
终以自杀赎罪。显而易见，秘密警

察头子不但色厉内荏，而且畏惧历
史和历史人物。特工卫斯勒良知未
泯，他从为小历史负责走向为大历
史负责，克丽丝塔为自己的丑事丑
史付出了个人尊严和生命的代价。

也许会有人说，历史的主角是
帝王将相才子佳人、英雄豪杰和大
奸大恶们，中小人物无所谓。其实
不然，任何人的重要历史都难免

“被记录”。从已经传世的文史资
料不难看出，许多历史罪人的祸国
殃民史、残害忠良史、胡作非为史，
均已记录在案。许多人疯狂的行
径已“立此存照”，荒唐的表态铁证
如山，丢人显眼的头衔、作品、口
号、活动、获奖、题词、照片等等已
经成为难以洗刷的历史污点。某
些二三流人物本可“留取丹心照汗
青”，但是，其五迷三道的言行使其
堕落为不三不四的历史丑角。

在公共领域里，每个具有责任
能力与义务能力的成年人负有程
度不同的政治、经济、社会、法律、
职业、岗位和身份责任，还有负有
良知、良心、道义与无过错责任。
个人行为责任，即作为或不作为，
难免成为个人小历史的一部分，进
退行止，必须留心脚下的印痕。

凌晨起
床，准备起
程 。 凤 县

天亮得早，可知此地海拔不低。
车向汉中境内行去。查地图，今

早可到留坝县张良庙，心里就有几分
高兴。车到一山顶，有亭台一座，内
立一碑，为现代人立，记叙了一位原
上海市副市长抗战时期修建这条公
路的事迹。众人在亭前稍停，旋即上
车。下山岭不久，司机把车停在一古
门牌前说，张良庙到了。

正值早上九点，张良庙里全无游
人，连出售门票的工作人员亦无。我
先拍了张良庙大门，门前正在加宽公
路，门楼高出路面许多。世上大多景

点离正式公路较远，张良庙紧靠大路
边，这大概是张良庙历史以来游人拜
谒最多的缘故之一。

进张良庙大门，左右两侧墙壁上
有张良庙的全景图画，古香古色。过
木桥走进张良庙内，院内无他人，十
分宁静。我们想请导游讲解，刚赶来
的姑娘难为情地告诉我们，她到这里
工作才一个月，对文物不甚熟悉，不
好意思给我们导游。

我们一行人便缓步边走边看，自
己去欣赏，自己去感受，倒也自有情
趣，我就喜欢这样游览，尤其是在这
宁静无他人的绝佳时候。陕南人对
于张良庙知之最早，但是否一游却也
未必。地处紫柏山的这一处庙宇，确

为陕南首屈一指的旅游佳处，值得陕
南人自豪。

汉谋臣张良（字子房）扶助汉高
祖刘邦帝业成功后，见刘邦大杀功
臣，遂托名“辟谷”，隐居于紫柏山
中。后人景仰他“明哲保身”“功成不
居”的韬略远见，在紫柏山建庙奉祀，
庙名“留侯祠”，俗称“张良庙”。

张良庙以修建顺序、地址不同，
分为山顶的“张良老庙”和晚明至清
道光三十年（1850年）在山坳修建的
新庙，表明后人对张良的崇敬和对紫
柏山自然风光的倾爱。山坳的张良
庙位于柴关岭南麓，紫柏山东南麓。
柴关、紫柏二山在此形成了圈椅状。
庙前一条河，源自柴关岭；庙后一条

河，源于紫柏山，两条河流将张良庙
环抱于圈椅之处，被历代风水先生所
称道。庙外苍松紫柏，翠色永驻，自
然生态，景色绝佳。张良庙院中套
院，大门穿小门，亭台楼阁，曲径通幽，
古香古色，共有六大院、156间房舍，总
面积14200平方米，步入其中，如走进
历史隧道，进入逝去的历史之中。

看来后人拜谒张良庙多是崇尚
张良急流勇退、看破红尘的先知先
觉，这倒是很适合现代一些“官僚”们
的深思，在张良庙不要像到其他一些
庙那样，不问青红皂白，逢庙便拜，见
香便烧，如果在张良庙里请求保佑升
官发财，那才是笑话，张良仙人断不
会满足其愿。

张 良 庙 记 □胡树勇

20世纪上山下乡的年代，一个
深秋的正午，北圪塔村的乡亲们敲
锣打鼓迎来了一批铜川知青。那时
候我还是一个吃不饱饭的二年级小
学生。对于我们这些从未见过世面
的乡村孩子而言，那些来自煤城铜
川的矿工子弟，就是城市的象征，如
同狗尾草遇见了玫瑰花。

那时候，毛主席说过：“知识青
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
育。”一个人的生活，不可避免地要
遵循与顺应时代潮流。

于我而言，那些男女知青的到
来，不仅给我们这个偏僻
的渭北小山村带来清新淡
雅的空气，而且启蒙了一
个乡村少年对于城市文明
的认知与向往。乡镇政府
和村干部们对知青工作丝
毫不敢懈怠，县上修建知
青农场的大型工程已经在
不远处的西沟畔破土动工
（只是一时三刻难以建成
投入使用）。

村支书主持召开村委
会之后，将分到我们村的
十几个男女知青安置在家
庭条件好一些的人家里
（主人家必须腾出一间房
子），隔壁我大伯家住了两名女知
青。我记得她们的名字好像叫邵红
艳、李秋云……她们明眸皓齿，长相
好看，穿着打扮与村里的女人明显
不一样。女知青走路风摆杨柳步态
诱人，头发上戴着发夹，脸上抹着香
脂。放学后，我去大伯家找堂姐堂
弟的次数比以前多了。心里只怨自
家房子不够宽敞，要不然也可以安
置几个漂亮的女知青。不仅体面风
光而且还能享受生产队给予的一些
好处。

那年冬天，云台公社破天荒地
举办了第一个元旦晚会。知青们在
舞台上表演了精彩多样的文艺节
目，各种乐器之中我最迷恋那个看
上去很洋气的手风琴。男知青们用
推子（手动理发工具）给我们理发，
开了洋荤。从此以后，我不愿意接
受父亲手中土里土气的剃头刀子。
男知青们的绿军装、喇叭裤、牛仔裤
非常时髦，他们教会了我们打排球，
骑自行车。再后来，村子前排西头
修盖了三间知青屋，给他们作为小

食堂，我偶尔也会去那里玩
耍，帮他们烧火顺便混点好吃
喝。村里几个男知青当中，
我记得那个白净高挑的二
林，和他同住老黄家的小吴
黑胖一些，很少说话，似乎
有一种难以言说的忧郁感。
那年冬天，小吴踢爆了我们
学校的一只排球。

值得回味的是，第二年夏
天，我和几个小伙伴去南河滩
割草放牛时，在河边捡到了一
个粉红色塑料钱包，里面不仅
有十几块钱，而且还有不少陕
西省和全国通用粮票。在那
个物质短缺的年代，那可是一
笔了不起的“洋财”，我们不能
忘记那也是一个轰轰烈烈学
雷锋争先进的年代，我把捡到
的钱包如实交给了学校的刘
老师，她转交知青农场领导落
实之后，邵红艳给我买了一个
背心，还有铅笔和几个作业本
表示感谢。我被誉为活雷锋，
光荣加入红小兵（后来的少先
队员）。堂姐给我胸前佩戴红
领巾时，我用右手背抹了一下
眼窝，忍不住有点热泪盈眶，那
是我少年时代最美的荣耀。

声势浩大的知青农场投
入使用之后，村边的知青屋冷
落下来，知青农场实行多种经

营，几百亩地围成一个独立王国。
我很羡慕村里那位知青农场场长老
杨，他走路时眯着眼睛，双手后背，
迈着八字步，敞开一件黑色毛领皮
大衣。知青农场曾经开办过小酒
厂、安装了水泵、磨面机，种植了桃、
苹果和各种蔬菜，养殖场膘肥体壮
的乌克兰大白猪形如一群小象。当
年的知青们还搞过温室大棚培育松
树苗，修过一条水利工程红旗渠（没
有发挥实际作用）。荒凉空旷的庙
尔沟因为知青农场而热闹红火起

来，渭北高原的圪塔村因
为他们的到来而生发了
一种与众不同的活力与
新气象。

夜深人静时，知青们
望着窗外的星空会想念
铜川的爸妈和兄弟姐
妹。北圪塔这块贫瘠之
地收留了他们的青春岁
月，也滋养了他们的爱与
梦。听说一个赶集的日
子，我们云台乡知青农场
与另一村知青发生了一
次群体性打架斗殴事件，
事情起因好像与男男女
女之间的爱情有关。古

往今来，人类因为爱情而发生的矛
盾与战争见怪不怪，在那个艰难苦
涩的日子里，爱如潮水。

几年之后，知青们陆续返城，气
势恢宏的大礼堂被拆掉。后来还乡
与村会计聊天时，他说曾经有几个
当年下乡插队的铜川知青开车故地
重游，给他留过名片，从名片上看，
来人好像是在省级单位工作。如此
说来，也算是出人头地了。

时移世易，知青农场渐次冷清
下来以后几经转手，分包于东家西
家……前一段打听时，说是那一排
传唱过青春之歌的砖窑早已坍塌不
堪。知青离开那天，村里赶马车的
大炮叔曾经在窑门口捡到一双半新
不旧的黑皮鞋，他脸上开出一朵永
不凋谢的花。

岁月如梭，归去来辞。铜川知
青是我仰望城市生活的引路人，是
我少年时代绕不过去的一道坎。如
果可能——我想拜访他们当中的好
客之友，聊一聊过去的青春之旅，生
活总会留下一点诱人的细节。

冰雪消融卸甲衣，春寒料峭雨霏霏。
短墙历落浮苍霭，高岭连绵着翠微。
草绿花香迎紫燕，桃红李白沐霞晖。
小城一夜东风至，媚眼含情浪子归。

窗外秋尽萧瑟，送来了落雪时节。
我国的二十四节气中，有小雪和

大雪。每年的十一月上旬是小雪，
和立冬相连，紧接着大雪降临。“冬
雪雪冬小大寒”这句二十四节气歌，
说的是从立冬开始，经过小雪大雪
后是冬至，经过小大寒，立春而至，
新年伊始。

雪，是自然界的景观之一，也是
冬天最忠实的使者，更是冬季最为亮
丽的风景线。宋代诗人卢梅坡的《雪
梅》一诗中写道：“有梅无雪不精神，
有雪无诗俗了人。日暮诗成天又雪，
与梅并作十分春。”清晨的冷气仿佛
有意聚集在一起，随着寒风的涌动，
纷纷扬扬下起雪的日子就多了。气
温在零度以下，空气层中的水蒸气凝
结成雪；雪的产生是气温较低，水蒸
气凝结。能具备这两个条件，在秦岭
以南，冷热交界处，只有冬季了。当

美丽的雪花产生时，寒风呼啸，并在
空气中降落成白色结晶，六角形，妆
点冬天的景色，分外妖娆。

古代名人有许多赞美雪的清词
丽句。如诗仙李白的“燕山雪花大如
席，片片吹落轩辕台。”诗圣杜甫的

“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
船。”的确，白雪皑皑、茫茫一片万里
江山一片白，覆盖在广袤的大地上，
弥天盖地，满天飞扬。一瓣一瓣美丽
轻盈似柳絮飞扬，耀眼的雪花，洁净
晶莹的雪花悄然无声地来了，轻轻地
落下来，像雪一样纯净的孩子们兴奋
地喊：“下雪了、下雪了……”美丽的
雪景往往令人神往、陶醉，久久伫立
在院子里，望着那漫天飞舞的雪花飘
飘洒洒，纷纷扬扬撒向每个角落，而
且一尘不染。小小的雪花随着风的
节拍，像柳絮那样轻轻隐隐地落下
来，起先还是零零落落，接着越下越

大，接踵而来的是一团一团地飞舞，
像是跳着欢快的集体舞。朔风凛凛，
瑞雪霏霏，秦巴小城如明珠、如玉簇，
银装素裹。

我沉浸在这美丽的雪景中，情不
自禁地伸出双手接了一片雪花，淡淡
的体温瞬间把它融化，那些六棱花瓣
在我的手上化成了一滴滴小水珠，消
失不见。它的纯洁、美丽和晶莹却深
深印在我的眼里，埋在我的心底。掌
心化雪，初恋般的感觉，匆匆地来又
匆匆地去，最后像掌心的雪花一样，
至真至纯，又悄悄埋藏在心灵深处。

我厚实的冬装上面，慢慢地积起
一层雪，白白的、薄薄的，我仿佛也成
为一个雪人。我突然想起了雪洗冬
装生活小窍门，将晶莹的雪从冬装的
上身轻轻拍打，或者用刷子从上到下
刷一刷，冬装上的灰尘就会除掉许
多。在房檐下我脱掉上衣，从上到

下，轻轻地拍打着雪花，前前后后、上
上下下拍打一遍，雪花荡然无存，再
一看，上衣洁净了许多，心想，雪花还
有这作用呢。我穿好冬装深情地望
着，雪还在下而且越下越大。

俗话说：瑞雪兆丰年。冬天的雨
水很少，雪作为另一种雨水，既是冬
天一道独特的风景，又为来年小麦和
油菜的丰收供给充足的水分，为农作
物的茁壮生长提供了足够的养分。

在秦巴山区，下雪是司空见惯的
事，这是平平常常、自然朴实的风
景，在其背后有优美的文字，也有
美丽的诗词。人们用各种文学体裁
来赞美和歌颂雪和雪景，诗情画
意，都表达着人们的真情实感和对
美好生活的向往。我的万千思绪、无
限遐想，也仿佛一朵朵多彩的雪花，
随风吹拂，在银白色的世界里，自由
自在地飞舞……

雪 和 雪 景 □王庭德

每个人要对自己的小历史负责 □□陈仓陈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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