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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年来，我一直背井离乡在汉中勉县工
作，可以说汉中的油菜花节让我印象深
刻。或许是因为汉中这座城让我感受到
了温暖和阳光，而勉县的油菜花海为我奉
献了一个属于自己的金黄色的殿堂。

记忆中，我已经很久没有看到过这么
金灿灿的一团和气的景色了。虽然我在勉
县工作了八年，却鲜有这样的闲暇时光去
看看这金黄色的花海。而当我放松下来，
将自己毫无保留地交给这一片金色的海洋
时，我似乎嗅到了春天的气息。这种气息很
温暖，很平淡又很清新。正所谓“姿容清丽
厌奢华，淡淡平平不自夸，羞去院庭争宿
地，乐来田野绽黄花。”是的，油菜花没有玫
瑰的婀娜多姿国色天香，也没有牡丹的典
雅高贵高端大气，更没有菊花的悠然自得
遗世独立，它有的只是一抹独一无二的金
黄和那永不掉落的淡淡的芳香。但是纵然

油菜花是最平凡的一种花，它也依旧在用
自己的坚持与独特吸引着大家的目光。

其实，油菜花海不是汉中独有的风
景。北起大连，南到云南，漫山遍野的
油菜花映入眼帘，吸引着游客前去欣
赏。但奇怪得很，在我心里，位于汉中的
这个小县城——勉县的油菜花却令我深
深沉迷，不能自已。勉县的油菜花不同于
北国的油菜花，这里的油菜花大多很高，
能够将我完全笼罩在它的金黄之下。而
当我走在这里，不免产生一种错觉，仿佛
自己成为了仗剑走江湖，笑看油菜花的大

侠，亦或是成为了初看勉县油菜花，便不
愿离去的游者。我想任何一个人，都愿意
沉浸在这片充满欢乐忘记烦恼的海洋里，
用花香让自己沉醉，用景色让自己徜徉。

顺着田间小路，我慢慢地走着，不知
不觉间晚霞已经悄然降临。看着远处落
日的余晖，我却丝毫没有“夕阳西下，断
肠人在天涯”的忧愁，只有笑看花开花落
的怡然自得。于是又到了一天的清晨，我
早早就出了门，因为我想看看清晨的勉县
以及刚刚醒来的油菜地是什么样子的。
蓝天、白云、金黄的油菜花，还有独自旅

行的我，构成了一幅世间最舒适的写意
画。我没有因为一个人而感到孤独，因为
我知道自己还有这些花儿在陪伴着，还有
着其他如我一般的游客们可以交谈。我
是幸福的，也是幸运的，幸福的是可以漫步
在花海之中，幸运的是可以在这座县城与
最爱的花相遇。

韶华易逝，流年不在。趁着还年轻，
趁着还有年少轻狂的资本，我愿意四处游
荡，寄情于天地之间，闲逛在五湖之上。
余生有限，我愿意继续在勉县工作，闲来
看看油菜花地，忙时嗅嗅阵阵花香，将自
己的所思所感都献给这片土地。

此可谓：南国有佳人，容华若桃李；勉
县有油菜，花海漫天地。汉中烂漫时，拂
香便解意；他日还复来，春暖散清气。

（陕钢集团汉钢公
司动力能源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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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初 恋恋
梅方义梅方义

上高中的时候，李新恋爱了。她和李
新同班，长长的头发，苗条的身材，白里透
红的脸上镶嵌着一双水汪汪的大眼睛。
李新是班长，学习成绩很好，她经常向李
新请教作业，李新也不遗余力地帮她。十
六七岁的年纪，正是青春萌动的时期，李
新给她写了一份激情四射的情书，她接受
了。他们沉浸在爱河之中，频频约会，互
诉衷肠。学校周围的田埂、土路上、小河
边都留下他们的身影。她喜欢和李新在
一起，李新也喜欢和她单独相处。那些时
光，单纯、浪漫而美好。

80年代初的高中生活还比较艰苦，由
于离家比较远，为了节省路费，李新两周才
能回去一次，每次回家背上半袋米，一瓶咸
菜，上课前用铝制的饭盒，放些米，加点水，
放在食堂的蒸笼里蒸，放学后到食堂去取
饭，顺便买上一毛钱的青菜。食堂一星期
只做一次肉，五毛钱一份，但很少有同学去
买。她父亲是民办老师，家境相对宽裕，每
次回家都能带上一点腊肉，放在饭盒里蒸，
吃饭的时候她把饭盒给李新，让李新吃肉，
她吃青菜。腊肉和米饭蒸在一起，油都渗
到米饭里，吃一口米饭，就一块又咸又香的
腊肉，整个胃部都是舒服的。李新不想这
样，但实在是拗不过她。学校的冬天是最
难熬的，早晨起床要砸开池塘的冰，用凉水
洗脸，池水彻骨的凉。早晚天气很冷，也是
同学们抢抓的时间，很多同学手脚都冻坏
了，还在教室里坚持学习。她怕李新冻着，

就把棉鞋和手套给李新。李新感冒了，她
会第一时间上街为李新买药。李新心情不
好，她会递纸条安慰李新。

他们恋爱的消息传得很快，老师反对，
同学们也不支持。关于他们“越轨”的传言
也越来越多，消息传到班主任刘老师那里，
一向很喜欢李新的刘老师又气又急，生怕
影响李新的学业。那时候一所乡镇的高中
出一个大学生是非常不容易的事，考上大
学就意味着脱离农门抱上了铁饭碗。由于
李新平时成绩较好，她成了刘老师的批评
对象，刘老师会在李新不在教室的时候不
点名地批评她。刘老师说，我们从小学、初
中、高中，一路走来，非常不易，我们都要朝
着大学这个目标努力奔跑，任何背道而驰
的行为都是不被允许的，特别是谈情说
爱。刘老师说得很严厉，她承受了巨大的
思想压力。

1985年高考，他俩双双落榜。那段时

间李新心情不好，内心非常沮丧，打算放弃
高考。关健时刻，她给李新写了一封信，鼓
励李新去复读，之后又连写两封，让李新到
县一中复读。在她的鼓励下，李新去了县
中学补习班。她仍回到原来的学校复读。
她说李新之所以没考上大学，是因为谈恋
爱的影响。就提出只写信交流，不见面约
会。那一年她给李新写了 30封信，让李新
重拾信心，决战高考。李新全身心地投入
到学习之中，学习成绩提高很快，语文、历
史、地理等课本几乎能全部背诵出来。功
夫不负有心人，1986年高考，李新以全县文
科第三名的成绩考上了大学，她却再一次
名落孙山。上了大学后，李新反复给她写
信，鼓励她继续努力，并许诺参加工作之
后，一定娶她为妻，让她一辈子都幸福。她
却让李新少写信，以免打扰她学习。李新
大二的时候，她给李新写了一封信，说她不
再复读了，回乡当了一名民办教师，并已经
结婚了。得到这个消息，有如晴天霹雳，李
新向学校请假，千里回乡找她，李新在她任
教的小学门口见到了她。她说她配不上李
新，为了不连累李新，她结婚了。那天下着
雨，雨水和泪水在李新脸上恣意流淌。她

塞给李新 50块钱，让李新不要再来找她，不
要干挠她的生活。李新大学毕业后，分配
到市政府做秘书工作。1992年，全国掀起
了公务员下海潮，李新不顾家人的反对，停
薪留职，只身到海南创业，十年后李新成
了一家集团公司的老板。李新在事业上
风生水起的同时，却有两次失败的婚姻。
沉闷之余，李新想到了自已的初恋，反复
翻看她当年写给自已的信件，那娟秀的字
迹，字里行间透露的真情深深地感染着
他，就给她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希望
她能再次回到他的身边。她回信说自已
有疼爱他的丈夫和可爱的孩子，不可能回
到他的身边。她说自已年龄大了，在一拨
又一拨的美女面前，自己是不具备竞争力
的，到人老珠黄的时候被扫地出门那才叫
悲哀。李新又不停地给她写信表达自已的
真情，却得不到任何回复。

去年过年，李新回乡给母亲扫墓。在
同学聚会中见到了她。五十出头的她有些
发胖，皮肤不再光鲜却神情依旧。李新对
她说，希望能为她做些什么，以感谢她曾经
给予的帮助。她说她什么也不缺，生活得
很好，每天呼吸着新鲜空气，吃的是绿色食
品，身体倍好，吃嘛嘛香！虽然还是小学教
师，但夫妻恩爱，儿子也在省城工作。不象
李新，腰缠万贯，却有糖尿病和高血压的困
挠。“我不一定非要嫁给你才幸福，我现在
很幸福呀！”她最后说
道。（集团公司机关） 岁月留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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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于上世纪 70年代的我，心
中一直都有挖荠菜的情节。每
年春回大地，万物复苏时，地里
的荠菜也苏醒了，我的挖荠菜情
节也随之复活。每年这时，只要
能抽出时间，我就会挎起篮子，
拎着铲子，带上孩子，欣然迈出
家门，迎着温暖的春风，奔向田
野，认认真真地挖一次荠菜。

上个周末，我就有幸逮着这
样的空闲，提篮拎铲，拖家带口，
来到田野。然而，因土地的转型，
能供我们挖荠菜的麦田真是屈指
可数。我们跑了好远的路，就在
兴趣快要消失殆尽时，终于看到
了一片绿油油的麦地，兴奋地奔过去，提着篮子
漫步在这片葱翠的锦缎间，寻觅了良久，仍是不
见荠菜踪影，孩子们已失去了兴趣，在旁边打闹
嬉戏起来。而我却不灰心，低着头，弯着腰在细
细寻觅。突然，一株只有茶杯口大小的荠菜映入
我的眼帘，干巴巴、可怜兮兮地蜷缩在地畔的干
土之上。尽管如此，也足以让我喜出望外了。赶
紧蹲下身，小心翼翼地把铲子沿着它的边缘插进
土壤里，慢慢割断它纤细的根系，然后将其捏起，
轻轻拂去上面的尘土，欣喜地放进篮子里。

这小小的收获带给我希望，再度燃起了我的
兴致和激情。我呼喊来孩子，教他们辨识荠菜的
形状与特点，然后我们四个人排成一排，一起兴
致勃勃地寻找起来。我比刚才更为细心、仔细。
头低得更下，腰弯得更深，还时不时用手轻轻拨
开绿汪汪的麦苗寻找“惊喜”。

突然，旁边传来了女儿的欢呼声，“看！快
看！我也找到了一个。”我们围过去，可不是嘛，
一株硕大水嫩的荠菜正在春风中轻轻地摇曳着
它那略显肥厚的叶子！看着女儿因兴奋与激动
而涨得红扑扑的脸，我朝她肯定地点点头。在
得到我的确定后，她迫不及待地挥铲挖出，唯恐
稍有迟缓它就会悄然溜走似的。在接下来的寻
觅中，惊喜不断涌现，或一株独秀，或三两相伴、
或四五成群、或全部掩藏于麦苗深处、或半遮半
掩、或完全裸露在麦畦地畔之间。看着渐渐满
起来的篮子，我们的愉悦之情也溢于言表 。“回
家我给你们包荠菜鸡蛋饺子。”“太好了，太好
了！”在欢快的说笑中，我们满载而归。

我的挖荠菜情节源于童年。在那个物资匮
乏的年代，我们冬天的主菜就是胡萝卜、土豆和
腌萝卜、腌白菜等，没有新鲜的绿色蔬菜。因
此，每当春回大地，我们呼朋唤友，提上竹篮，
奔向田野去挖那鲜绿的野菜。那时候，麦地里
的荠菜真多呀！不一会儿就是满满一笼。回
到家，妈妈给我们或做成菜馍浇上辣子水吃，
或用开水焯一下凉拌着吃，或下在锅里拌面条
吃。不管那种吃法，我们都吃得津津有味，荠
菜那略带青草清香的味道，慰藉了我们长久缺
乏维C的胃，让人久久回味，难以忘怀。

现在，随着物资的极大丰富，各种各样的蔬
菜一年四季都有供应，各色的野菜也都有人工
栽培的，荠菜之于我们，仅仅是许许多多选择中
的一个。对于现在的人来说，挖荠菜更多是为
了享受春天和煦的春风、温暖的阳光，享受脱下
厚重冬装、穿上轻便春装、亲近自然、抛开杂念、
放飞心情的一种体验。

我很喜欢野外挖荠菜时的自由放松，更
喜欢享受便捷、丰富的现代生活，感激我们
生活在一个好时代，生活在一个富强、和平
的国度。

（物资集团储运公司）

小桔灯

“人间最美四月天”，假日风和日丽，春
暖花开，正是出游踏青赏花的好季节，而陕
化公司尿素分厂却是一片繁忙景象。

在 27万吨造粒塔旁，矗立着的两座高
约 30米的铁塔，这两座合成塔，见证了陕化
公司从建厂投产到发展壮大 50 多年的历
史，现在仍一如既往地每年为我们企业创
造着 27万吨尿素。

顺着塔身望上去，塔顶平台上两顶帐
篷引起了我的注意。负责人说，因为合成
塔内部不能见水再加上为方便安全检修，
所以用彩条布包得严严实实，从下面看上
去就像是两顶帐篷。为了获得第一手材
料，我决定沿循环楼登上塔顶。

通往塔顶的是一条十几米左右的铁
梯，从循环六楼楼顶大约呈 30度左右向上
悬空伸到了塔顶平台，当我踏上楼梯的那
一刻不由得便心揪了起来，胆颤心惊地迈
开了“凌空微步”顺着这条锈迹斑斑的“天
梯”爬上塔顶。此时，站立的高度缩短了视
野的距离，远处的楼群、烟囱清晰可见，近
在眼前，地面的一切变得那么渺小，不由得
一阵眩晕，赶忙收回了视线，钻进顺着围
栏搭设的帐篷里。见到了维保分厂尿素
检修一班班长马晓峰和技术员宋峰。马
晓峰这个已年近半百的老检修工，干起工
作是雷厉风行，粗中有细，人们都亲切地称
他“老马”。他已经在塔上呆了大半天了，
连日的检修使得黝黑的脸庞神情略显疲
惫，此时正在平台上进行监护。一个两米
高的吊架横跨在塔口上方，白色的安全绳
穿过挂在吊架上的滑轮伸进直径 70 公分
的塔口，12根 50公分高的螺栓分布在塔口

周围，无声地叙述着拆除大盖时的艰辛。
刚站到旁边就感觉有一股热浪迎面

扑来，老马告诉我合成塔里面现在的温度
有 40多度，用仪表空气从下部朝上对流冷
却，温度高的时候，人在里面连安全帽檐
都会烤软。站在这 30米高直径只有 1.4米
的合成塔上感到有些摇晃，老马张着干裂
的嘴唇对我说：“这算好的，碰到刮大风和
轮油锤的情况摆度更大，一般胆小的根本
待不住，在这上面能练胆。”他乐观地接着
说：“别看这几天有人出门花钱观景，你看
看咱们这也有‘天梯’也有观景台，既干了
活又观了景，还真是一举两得。”

在和老马近一个小时的交谈中，我了解
到他们的工作程序是把每层塔板的 24个专
用螺丝卸下，把塔板拆除。24个螺丝在地面
也许只需十几分钟，可在合成塔里连腰都伸
不直的空间，卸下来一个螺丝真不是易事，
要碰到粘死的螺丝只能用人力或者砂轮机

打磨。最难的是下面 5层相隔 30公分旋流
板的拆装，每块重达 60多斤，要抱起来放到
旁边，力气小的根本受不住。在里面作业除
了要忍受热浪的炙烤外还得小心翼翼，绝不
能损伤塔壁上的保护膜，现在班组的安建喜
和刘马欣两人在里面作业，因为仅靠软梯出
入极为困难，所以从一点进去就没出来。生产
分厂也有专人监护，还送来了饮料防止中暑。

这时里面传来了喊声，老马对我说：“真
是说啥来啥，又碰到一个粘死的螺丝，算了
让我把小刘换出来，年轻娃舍得下苦但咱也
不能把娃累着了。”老马一面说着一面给自
己腰里绑着安全绳做着下塔的准备。“今天
无论多晚也要把塔板拆完，决不能因为我们
的进度影响生产。”说着话的功夫他便手脚
麻利地钻进了合城塔。我赶忙用镜头留住
这最质朴和唯美的画面。

带着敬佩和感动走下来，回头望着两
座形如双子的合成塔，回味着老马刚才告
诉我的那些话，没有豪言壮语，却也掷地
有声。我被这一种精神深深地感动着，一
种忠诚一种坚守，一份担当一份情怀。从
这两座高塔下经过的人很多，但也许不会
想到塔顶上那两个撑起来的帐篷下正在演
绎着人间最美的四
月天。 （陕化公司）

心香一瓣

煤海人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