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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花欢喜漫天雪 2018 年 1 月 27 日,大雪
纷纷扬扬,天公又一次让大
地披上了洁白的衣装。望
着这漫天飘舞的雪花，我忽
然想起雪中傲然绽放的红
梅。 踏雪寻梅！刹那间我
竟然激动不已。梅花使我
一下子联想到煤化。

我是煤化人，之前曾拍
摄过无数张工厂之花，今天
这雪中红梅多么难得啊！
我疾速奔向厂区，冒雪穿行
于设备之间，寻觅、记录下
这一朵朵一簇簇傲然挺立
在纷飞大雪中的红梅。

雪中红梅，洁白中更加
骄艳，严寒中愈显淡然，你
看它，挺拔的风骨，端庄的
姿态，欢喜的笑颜……红梅
傲雪，彰显一种顽强的精
神；红梅绽放，昭示一个美
好的希望。

图文/李建明
（渭化公司）百花绽

花烂漫

出西华门，向西穿行瓜坡镇
街道，快到街头向南一拐，傍村
沿河渠蜿蜒爬坡而上约两华里，
就到了小华山水库。

小华山水库，坝高约 60米，
坝宽约200米，水面30余亩，涝蓄
洪、旱浇地，附带建有一座小型
水电站，是瓜坡镇有名的水利设
施。每遇冬春干旱，下游几千亩
农田得以灌溉，利镇富民，劳苦
功高。

若论山川景色，小华山算不
上优雅秀丽；若论构筑规模，小
华山水库也谈不上雄伟壮观。
然而，对于居家在瓜坡镇东端，
生活区景色相对单调的陕化厂
职工及家属来说，近旁有这么一
道山水兼收的景致，则犹如生活
在小西湖畔，心中有情，眼里自然就添了景。

但逢休息闲暇，陕化人或举家同游，或邀朋同
往，或自娱独行，给小华山平添了许多生活情趣。

每到春暖花开，水库两岸的沟坡峁梁上点缀着
几株争奇斗艳的山桃、野杏，若有若无长出点点黄绿
色的野草嫩尖、枝头青芽，潺潺的河水边长出一簇簇
滴翠的水草，沿路的杨树上白絮朵朵，春风一吹，轻
飞曼舞。登高北望，远处的农田一片片碧绿，近处的
树丛一簇簇新芽。绕进库尾，雪白粉红一片，那是农
家果园的梨花争奇，桃花斗艳。深深地吸一口清新
的空气，不由得浑身一爽，呀！春天来了。

待到晚春时节，水库两岸淡绿色覆盖，半山坡
上，成片的洋槐树上开出一串串的花儿，远远望去
绿中透出乳白粉红，若有若无、时隐时现，一些有心
人将槐花采回家去，做出可口的吃食来，尝一口，满
嘴清香。

夏天，是小华山最热闹的时节，而最中之最是
盛夏。那时候，满坡一片绿荫，朝北的坝坡上碧草
青青，开满无数不知名的野花儿，蜂飞蝶舞。白天，
虫鸣鸟叫；夜晚，林涛阵阵；傍晚，则是陕化人的乐
园，劳累一天的人们，早早吃罢晚饭，成群结队来到
水库，或叽叽喳喳下水上岸，或三三两两悠闲散步，
或席地而坐闲聊纳凉，或手拉爱孙指东问西，或怀
抱娇儿慢摇轻唱。

你看那些游泳的，男男女女，老老少少，会游的
南来北往，尽享快意；不会的、初学的，手扒足蹬，扑
里扑通，这时候岸上水中吆五喝六，乱成一团，好不
热闹。最高兴的还是那些孩子，一下水，早把什么
学习呀作业啦，全抛到九霄云外，招朋引类，嬉戏打
闹，永无尽兴；呼爸喊妈，耍赖卖嗲，尽情顽皮。这
时候，一群家长在岸边比比划划，或一声担惊受怕
的责备，或一声装腔作势的叱咤，或一声自鸣得意
的呼喊，百人百态，不一而举。站在坝面向下一望，
好家伙！水中的游泳衣五颜六色，救生圈色彩斑
斓。再看看左右，岸边的纳凉观景人三五成群，欢
笑声此起彼伏，好一幅夏日上河图。

暮色低垂，泳罢上岸小憩，晚风一吹，通身透
爽，一天的疲乏，一扫而光。尚若还不尽兴，不妨小
坐，面南坐北，一股股山风夹着库尾的清新扑面而
来，偶尔几声虫鸣，间或几声鸟叫，忽然一声牛吟，
猛然蛙声一片，你恍若身在世外桃源。

兴尽走下坝坡，夜飞的蝙蝠在头上穿梭，渠中
的流水在脚边轻唱。抬头北望，一簇簇树荫包裹的
农舍上炊烟袅袅，透过淡淡的雾霭，伴随微微的轻
风，悠悠送来农家晚饭的醇香。此情此景，一股热
血涌上心头，啊！生命真好。

漫步在回家的路上，瓜坡镇街道两旁，树影摇
曳，不时有一对对相恋的年轻人依偎着走过，步悠
悠、语轻轻。忽而，路旁的店铺里灯光辉映，透出琳
琅满目的商品；忽而，耳边乐声阵阵，传来轻快的交
谊舞曲；忽而，麻将声一片，带出一阵爽朗的欢笑；
忽而，路旁一溜简易集市摊位映入眼帘，尽管此时
上面坐着的是三三两两的纳凉人，但仍能勾起你脑
海中那集会上热闹的叫卖声。嗬！怪不得香味扑
鼻！原来快到西华门了，正赶上小吃摊上烤羊肉正
熟，夜市正旺。你，不由得感慨古老的集镇在进步，
耳旁悄然回响起时代前进的脚步声。

四季景色各不同，景随兴移游秋冬；寒赏银雪
映冰花，秋看柿树挂红灯。若是有情人，你不妨，春
赏菜花黄，夏钓碧波浪，秋观丰收景，冬照银雪光。
恋夕阳斜照之飘逸，沐朝霞金辉之盛装；羡春燕衔
泥之娇柔，叹小鱼击水之欢畅；寄深秋晚籁之情丝，
享酷暑盛夏之透爽；慨渭水秦川之滋润，畅三秦六
朝之遐想；赏山花烂漫之野趣，览秦川沃野之雄壮；
奇农夫村叟之醇厚，沁田间野菜之清香；惊老妪论
理之憨逗，讶悍妇骂街之铿锵。物以人异，景随情
移；关注佛事，路有庙宇；心系五谷，田间释疑。心
中有情，沿途到处都是景，及至到了小华山水库，豁
然就见到了大景观。

美不美？家乡水；倩不倩？家旁山。真情动，
梦魂牵,朝夕相伴多少年。西华门口问一声：“伙
计，干吗去？”答曰：“没事，小华山！”

（神木煤化工产业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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猪年春节临近，朋友圈布艺、卡通、剪
纸猪猪扑面而来。画面里，二师兄个个圆
滚滚、胖嘟嘟、乐呵呵的，不由让我想起了
我家曾养过的一头黑猪。

这猪名叫黑娃。刚刚从集上买回来
时，是个独耳瘸腿的垫窝子，我一点也不喜
欢。但娘说，它缺耳朵是因抢食时被其它猪
咬的，瘸腿是因母猪下崽时踩的。咬不死、
踩不烂、敢抢食，你说这猪命大不大？娘的
话像根绳子，一下拉近了我和猪的距离。

这小家伙熟悉了环境，很快就欢实起
来了。一会儿用皱巴巴的鼻子拱拱小树，
一会儿又爬上柴堆晒太阳。饿了，跑近食
槽，叭叭叭地连吃带喝，头都不抬一下，小
尾巴还一甩一甩的。看它萌萌的样子，我
就给它起了个“黑娃”的名字。

此后，我就和它成了形影不离的朋友，打
草、玩耍都带着它，甚至还为它做了一次贼。
那天，我到生产队饲养室去玩耍，趁饲养员外
出，就偷偷抓了把麸皮和豌豆装在汗褂里。
哥在门外写字，见我领着黑娃往回跑，歪着头

问我，猪正啃草呢，牵回家做啥？我说我要回
家撒尿。哥说天大地广的，你撒不下尿？入
冬的一天，我在街上碰见了二叔。他说，你小
子喂猪很在行的嘛，到了腊月，应该能上了百
八十斤。他用手拃了一下猪的长度，又按了
按它的背脊。黑娃一惊，一股潲水就喷了他
一腿，惹得我哈哈大笑。

过年前，黑娃出槽了。装车时，黑娃躲
在窝里不出来。我跳进猪圈，和黑娃对视了
一阵儿，就牵住它脖颈上的绳子，把它领了
出来。黑娃的脚步很慢，但不再胡蹦乱
跳。黑娃走了，我心里空落落的，便想着自
己长大了就办个大大的养殖场。为家，也
为自己。

猪是农家宝，家家少不了。有个发小，
家里曾养了头长嘴巴白猪，我们叫它“黄瓜
嘴”。这家伙不仅嗜睡，还贪吃。有天，大
妈蒸了笼包子，去地头喊叔回家吃饭。她
前脚一走，浓浓的馨香便诱惑得黄瓜嘴在
圈里行动了。它用嘴巴从下面拱开圈门，
冲进灶屋，爬上锅台，硬是用蹄子掀翻了馍
笼子。等到大妈回到家，眼见包子散落一
地，气得连呼带叫，它却倚着温暖的灶台打
呼噜。叔气得扬起树枝想要打，终究舍不
得下手。黄瓜嘴是一家的指望呢。哥们去
中师上学的费用，就有它的功劳呢。

在许多人的词典中，猪常常成为愚蠢
的代名词，事实并不是这样。卖了黑娃后，

老爸又买回了几头小猪崽。猪圈搭在后院
里，有天晚上不声不响地落了半拃厚的
雪。老爸白天劳累，一夜睡到了大天亮。
一早推开窗，喊声“坏了”，就往猪圈跑。他
担心猪娃冻死了。可到了猪圈，却不见猪
的影儿，圈墙上倒有个小洞洞。娘“啰啰
啰”四下呼唤，没成想它们一溜儿爬出了秸
秆垛，摸摸脊背还热乎乎的。哈哈，绝处求
生、抱团取暖的道理它们也懂。猪崽们在
外面玩疯了，咋样都赶不到圈里。等到赶
到圈里，我忍不住就想打。老爸说，想打也
不能在圈里。你打开圈门，在外面吓一吓，
以后它们就会知道，不进圈要挨打，进到圈
里不挨打了，还有食吃。这招果然灵验，我
后来一挥鞭子，它们哧溜溜就进圈了。这
窝猪，沤肥多壮了地，菜蔬长得绿油油的，
年底还卖了个好价钱。那年穿新衣，戴新
帽，全家喜气洋洋的。

现在，零散养猪的人家少了，但猪的乖萌
老实、温良厚道还是为人所称道，重要的是它
还是福财的象征呢。 （运销集团大秦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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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常叫常有福，大家都习惯叫他老常。
老常到30周岁才结婚，这在大城市不算什么，
可在偏僻的煤矿企业就算是一个大龄青年
了。结婚晚是有原因的，因为老常上学就晚，
别的孩子 7岁上学，他 9岁才去学校；高考前
还补习了 2年，别人 20岁出头就大学毕业了，
他毕业时已经26岁了。

老常大学时谈了一个女朋友，由于毕业
后没分配到一个单位，恋情就戛然而止了。
参加工作以后，老常急着找对象结婚，相了15
回亲，每次都以失败告终。有嫌老常年龄大
的，有嫌老常长得黑的，还有嫌老常家里穷
的。一来二去，老常的年龄就大了。眼看着
同龄人一个个结婚生子，老常着急，父母着
急，朋友同学都跟着急。一天，他的同学兼同
事李志刚给他提供了一个信息。当地的镇上
有一个副镇长叫张艳丽，31岁了，本科文凭，
长得很漂亮。这么长时间没结婚，一是因为
事业心强，工作比较忙；二是眼光有点高，一
般人不入她的眼。老常听了很兴奋，央求李
志刚找人介绍，两人见了面很投缘，感情迅速
升温，很快结了婚。老常说，好饭不怕晚，晚
婚有晚婚的好处，能捡漏儿，要不也找不到这
么好的老婆。

别人说老常怕老婆，一开始老常不承认，
他说不是怕老婆，是老婆的能力比他强。两
口子嘛，谁说得对听谁的，不存在怕不怕。像
手机、计算机，老婆一学就会，老常则反应迟
钝，经常向老婆请教。老婆边训边教，老常也
不回应，只是在旁边赔着笑脸。两口子去外

地逛街，两条马路一转，老常就记不清方向
了，老婆从不转向。因此，老常总是跟在老婆
的后面。老婆说：“你一个大男人不往前走，
老跟在我后面，算怎么回事。”老常也不答话，
还是跟在老婆后面走。

老常老实，有时会被人欺负，但是老婆厉
害，遇见不平，总会及时出手。有一次，老常
看到有卖五粮液的，就问多少钱一瓶，店主说
50元，老常觉得很便宜，就买了两瓶，准备过
年送给老丈人。回家老婆一通猛训：“五粮液
50元一瓶，天上掉馅饼了，赶紧退回去。”老常
就赶忙去退酒，店主说卖出去的东西不退。
老婆亲自出马，把店主训了一顿，店主理亏，
乖乖地退了货。

处理家务，老常总是请示老婆，有时老婆
在接听电话顾不上答复，老常便耐心等待。
尽管老常卖力地干活，但却经常挨训：炒菜盐
放多了，衣服洗得不干净啦，孩子的衣服穿得
不整洁了……老婆不干家务的原因就是一个
字“忙”。忙主要是忙工作。

不过老婆也没有白干，40多岁提拔为县
长，还是个正的。这下更忙了，几乎不着家。
自从老婆当了县长，老常的生活也发生了变
化。周围的人都陪着笑脸，走在马路上，还有
人指指点点，说这就是县长的老公。

最烦人的是逢年过节，送礼的人能排成
长队。一开始，熟人的礼老常还收，后被老婆
训了一顿：“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来送礼的
都是有所求的，收了礼就得给人家办事。县
长这么干，基层的干部都会效仿，长此以往，

社会将成什么样子，老百姓怎么看我们！”老
常连声称是，就把礼物一一退回了。之后来
送礼的，老常就不给开门了。时间长了，来送
礼的人就少了。有一回老同学李志刚来送
礼，提了两瓶茅台酒和两条中华烟。李志刚
是老常的大学同学，和老常同在一个煤矿工
作，老常是技术科的工程师，李志刚是工程科
科长，同时李志刚还是老常和老婆的媒人，两
人关系非同一般。李志刚来送礼，老常推辞

了几下，李志刚就不干了：“咱们是朋友兄弟
之间往来，是正常的人情往来，不属于行贿、
受贿。”老常驳不开面子勉强收下了。不过，
李志刚又说了一件事，说他老婆在梨园乡卫
生所工作，女儿在县城上中学，一家三口三个
地方，生活很不方便。恳请张县长帮忙把他
老婆调到县医院工作，方便照顾女儿。再说
了，政府领导为基层群众解决实际困难，于情
于理都说得过去。老常答应了。

老常跟老婆说了李志刚的事，谁知老婆
一口回绝，说李志刚的老婆业务不行还不好

好上班，县医院需要的是能干的专业人才，不
是养闲人的地方。领导为群众解决困难也要
具体情况具体对待。一番话说得老常无言以
对。第二天老常把李志刚的烟酒退了。李志
刚苦笑着说：“老常呀！你怕老婆到如此程
度，我都无语了。你看你整天忙家务，什么都
听老婆的，还像个男人吗？你好歹也是矿业
大学毕业的，干了十几年还是个工程师，你让
你老婆给矿长打个招呼是轻而易举的事。我
的事情不办，我是外人，可以理解。你是她老
公，她不能绝情到连你的事也不办吧。”

老常听了很激动，回家就和老婆说了。
老婆冷笑着说：“你有能力矿上应该提拔你，
矿上没有提拔你，说明你还有差距。找我做
什么，关我什么事？”老常说：“整天操持家务，
没功劳也有苦劳吧。你能当县长，也有我的
付出吧。”老婆没理他。

没几天，老常的父母领着老常的弟弟小
强来了。小强是专科毕业，毕业后没找到合
适的工作，就找嫂子来了。张艳丽还是回绝
了，说专科毕业文凭有些低，县上的企事业单
位都在精减人员，确实不好安排。小强年轻，
可以到城里打工，业余时间可以继续深造，没
必要留在小县城。父母和小强见没什么希
望，就满脸冰霜地走了。这下，老常更生气
了。朋友的事不办，老公的事不办，连公公、
婆婆的面子也不给。

老常想不通，辛辛苦苦十几年，都为老婆
付出了，自己还是一无所有。关键时刻老婆
还不帮自己。老常越想越气，又不敢跟老婆

发作，时间长了就闷出病了。先是说话越来
越少，后来是睡不着觉，再后来就是肠胃不适
拉肚子。老常就去医院看病，内科医生给他
开了止泻药，病情却越来越重。医生就劝他
去看精神科。医生详细地问了他的情况，给
了他一份问卷，里面的题目很简单。是不是
睡觉常做梦？是不是工作压力很大？是不是
有人要害你？诸如此类。

医生看了老常的答卷，又问了他的情况，
说：“你患了焦虑症，不过不严重，关键是要想
开一些。你老婆当了县长，那是光彩的事，你
怎么能当成负担？你老婆坚持原则不收礼，
说明你老婆是清官呀！你是清官的老公，多
好呀。我给几个官员看过病，他们拿了不该
拿的钱，做了不少违心的事，得了抑郁症，结
局都不好。”

医生又给老常开了几副药，嘱咐他要做
好心理调节。不久，老常听到一个惊人的消
息，李志刚被捕了。原来，李志刚利用工作之
便，贪污工程款50万元。

半年后，老常见到了李志刚，李志刚像是
换了个人，头发花白，面色苍白，见到了老同
学不停地流泪。李志刚哭着说，自己一时糊
涂，连累了妻儿，悔恨难当。人生没有捷径，
平平淡淡才是真，切不可有贪念。自己最大
的愿望，就是早日出狱，做个自由人。老常也
幡然醒悟，自己是身在福中不知福。

老常想开了，他的病
也就慢慢地好了。

（集团公司机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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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段时间以来，
“按下快进键，跑出加
速度”已成为热词，代
表着快进的精神和追
求的姿态。而微信朋
友圈里的步伐排行榜
更是占据了手机里的
重要位置，相互点赞、
相互激励，运动点赞
已成为时尚。每天快
走上万步，不用吃药
和打针。快走，已成
为当下许多人强身锻
炼、舒缓压力的最便

捷的运动之一。古有夸父与日逐走，今有
众生云集而走。走过春夏秋冬、走出人生
百味、走向平和恬静。快走，给人带来不同
的生活体验、带来沉静与律动。

走过春夏秋冬。有人说，走在志同道
合的路上，回忆精彩的瞬间。走在春天的路
上，万物复苏，绿意回归，空气都带着丝丝的
甜意；走在夏天的路上，郁郁葱葱，蝉声接
力，热浪里难掩平静的心灵；走在秋天的路
上，秋意盎然，金黄漫天，收获的喜悦写在眉
梢；走在冬天的路上，树木凋落，白雪皑皑，
绿竹与傲松依然耸立。回想2017年夏天在
陕煤思创学院读书的时候，去的时候，光华
院内，绿树成荫，石榴花才绽开，穿梭于美丽
的校园，接受高强度的知识洗礼，快走在校
园内成为我最惬意的时刻。转眼间，火红的
石榴已挂满枝头，在庭院间，听着同学们激
情的晨间演讲，抬头便是翠竹与红花，徐徐
间，日子一天一天滑过，风雪飞来，叶落满
院，毕业了。真是从夏到冬，留下了70枚火
种的记忆，每每思之，依然留恋。

走出人生百味。走在锻炼的人行中，
既能看到阳春白雪，也能看到下里巴人，更
多的是体察着人生的不易和执着。快走
中，既徜徉在公园景区内，也游走于胡同小
巷中，看到了不同的人生阶段。看到了为
生存为信念而急行的上班族，看到了衣沾
尘土忙碌劳作的环卫工，看到了须发洁白
步伐如坚的老人们，看到了加速前行气喘
吁吁的跑团们，看到了天真无邪嬉笑玩闹
的少年郎。更让人感动的是那些深受病魔
所困拄着拐杖步履蹒跚的努力者。想来，
走，也是一面镜子，自己既是镜中人，也是
镜外人。人们在行进中学习、成长、进步，
懂得人生练达，知晓人生冷暖。

走向平和恬静。在快走进程中，我感
觉最完美的状态是，热身慢走加快速疾行
加调整缓行的组合，稍微出些汗，人顿觉气
定神闲。行进中是思考的过程，也是平和
的过程。走着走着，一些难题或许豁然开
朗；走着走着，一些烦恼暂时烟消云散；走着
走着，或许柳暗花明又一村。眼前的市井凡
民、绿叶花尘，让人放下了许多，清净了许
多。从这个意义上讲，走，也会平复心境；
走，也能感悟力量。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
路。走，是一段旅程，是一段修行，也是一段
过程，也可能是一种循环，但即便是同一段
路，心境或也大不相同。不敢细算，一周几
万步，一年近百万步，积小而成多，不知抛却
了多少的烦恼，让自己也顿感惊讶。

走路或许是孤独者的一种运动，或是
为了超越昨天的自我，或是意志力的修
炼。走过万水千山，走过人生韶华，走出奋
进人生。 （澄合矿业公司）

我们总说来日方长，可终敌不过似
水流年，谁曾想，这一别，便是后会无期。

2018 年 12 月 5 日。外婆，现在我所
在的城市下雪了，你知道吗，这里的雪好
美。它与我们那儿的雪大相径庭，它可
以在短时间内从“撒盐空中差可拟”到

“未若柳絮因风起”，好似忽然间，世界
静止了，闭上眼就能感受雪落于手心那
轻轻的温柔。而冷风过窗，只想感叹一
声，跨过千山暮雪，倒影倾斜，也羡俗世
缱倦。

雪落于地，声音轻轻，无痕也好似无
声，回忆如雪，又仓促了谁的情深？依旧
是下雪的日子，可时过境迁，物是人非，又
道是“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
同”。曾经和我一块在雪中漫步的外婆，
此时此刻，是否也在想我呢？我还痴念，
你归返人间，奈何天，却望穿，沉默后只留
我在雪中等待，可归雪处又是一年……

记得你生病的那一年正值最热的夏
季，可你不知道，当医生告诉我们关于你

的生命只能维持 3 个月的时候，我们所
有人的心凉了，医院外热浪虽一阵阵扑
面袭来，可当人心寒了的时候，我们有的
只是冰冷，也只有冰冷。那时候，妈妈
一人在医院楼下花坛里流泪，爸爸也红
了眼眶，而这些，我全然不知，只是后来
妈妈告诉我，他们为的只是让我安心工
作 ，我 知 道 时 ，便 是 你 已 离 开 我 的 时
候。那天，我走上那条熟悉的路，步子
好沉重，记得以前，你总会在路的那一
头等着我，等着我回家，可这一次，我回
家了，你人呢？

我想，人生就是一条归途，所有的出
发，都是回归。可走到后来，人渐渐少
了，我怕只剩下自己，独自与苍老和虚弱
对抗。小时候，我总问你，什么时候可以

再见外婆，你说，过年的时候，渐渐地我
长大了，你总是问我，什么时候可以再见
我，我说，下雪的日子。你可知，雪落的
日子，便是我回家的时候。可这一次，雪
未落，我已归，你却去。下雪的日子，过
年的时候，我俩的相约，然而，我们都一
不小心说了再见，便是永不再见。

又是下雪的日子，可不如你在身边
的那美好画卷。雪落残碑，你却孤冢沉
睡，雪下得认真，下得痴情，放眼望去，一
路雪白，我也试着不去想你，可下雪的日
子，睹物伤怀。自古多情伤离别，我悲
雪，悲物，悲人，究其根源，只因雪，带给
了我美好，也带给了我伤悲。

窗外，寒风拂过竹枝，抖落了一地的
白雪，在我看来，似有故人轻扣。雪又落于
地，无痕也无声。如果有一天，你若梦中
归来，我又是否可以消得你一路而来的半
生风雪？

（物资集团储
运公司）

雪落无痕雪落无痕
司敏娜司敏娜

心香一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