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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人

我用荒草编了一个草人
把它栽到坟前
栽到母亲长眠的土地上

望过去，它特别美丽
宛如捆绑在
十字架上的女神
默默地承受酷刑的煎熬

春去秋来，我看着它单薄的身体
想起了母亲
它仰望天空的姿势
好像我妈妈

我对着草人喊了一声“妈妈”
挺住
大地苍白时
我来给你送上温暖的棉衣

我的草人，它和我母亲都不能说话
却能日夜忠诚于
这片土地
风雨中跌倒，在时光里老去

■寓 言■

公鸡母鸡相向而行过独木
桥，在桥中间，彼此堵住去路。公
鸡要去河对岸觅食，母鸡要去河
对岸卖鸡蛋，如果互不相让，发生
冲突，鸡飞蛋打，两败俱伤；如果
互不妥协，发生对峙，耗时误事耗
精力；如果彼此退让到岸边，不但
耽误功夫耽误事，而且会再起争
端；如果一方退让，一方前进，一
方纯获益，一方利益受损，不公
平、不正义。

为了合理解决冲突，自愿两
利，公鸡母鸡在桥中间谈判。双
方理性分析对方进退的难易程
度，权衡各自的利弊得失，考量事
情的轻重缓急，经过平等友好协
商，双方达成协议：两手空空的公
鸡退让回去，提篮子负重的母鸡
前进，母鸡给公鸡赠送两颗鸡蛋，
作为误工补偿。

公鸡母鸡过独木桥
□□陈仓陈仓

秦岭最美是商洛。秦岭南坡的丹凤
是从“丹水冠山”里精致出来的。丹水，从
古盛产丹鱼而来；冠山，山势高耸形若凤
冠。丹凤地处“秦头楚尾”，先为楚地，以
秦岭为界；后为秦地，以武关为界。因此，
商洛曾是楚人的聚集地，楚文明从这里萌
生，并不断向东发展壮大，自古乃兵家必
争之地。

袁枚诗云：“江山也要伟人扶，神化丹
青即画图。赖有岳于双少保，人间始觉重
西湖。”地以人而名，景因人而重，只有人
杰，才有地灵。商於古道上的丹凤，有一种
隐士风骨的犹存，有一种儒雅文化的闪现。

冠山脚下，丹江河畔。龙驹寨自古是
“北通秦晋，南结吴楚”的交通要道，久有
“水旱码头”之称。据我所知，全国有“花
戏楼”之称的建筑只有两处，一处为安徽
亳州的著名花戏楼，为南戏楼；另一处即
此处，为北戏楼，俗称丹凤花庙。在丹凤，

最有看头的地方当数西街花庙。花庙是
丹凤的土地上盛开的一朵奇葩，花庙是丹
凤的尊荣和骄傲。当时，西街商铺林立、
商业繁荣，每每夜幕降临，华丽一条街。
住在这里，是价值是脸面。那阵子，西街
门面房供不应求。

中心广场北面的陵园路多是两层小
楼，适宜民居。车站路私人宾馆此起彼
伏，成为过往顾客首选。当广场南路逐渐
疏通成形，两旁的建筑日益密集，商铺火
爆时，广场南路的房租拉动了全城商铺房
租一年一提升的新局面。盛极一时的西
街和老街一样人瘦珠黄。就像丹凤新世
纪后起之秀取而代之抢了风头。丹江湿
地公园、江南的大开发，三桥四桥的建设，
江滨大道的绿化，丹江河道的亮化美化这
些基础设施的配套建设，平添了广场南路
的魅力。

站在彩虹桥上，在等待中欣赏丹江
之荷，别是一番情趣。广场南路，特色餐
饮一条街，靓丽的龙驹大道又将广场南
路的繁荣拓宽延伸到环东路，与金山公

园紧紧连为一体，特色与繁荣见证了一
座城市潜在的张力，高大的建筑群让丹
凤更具魅力。

闹市出高山。富有个性的冠山不按
规矩出牌，素有“山城之父”“闹市幽境”之
誉。山势参差嶙峋，危岩凌空，俊秀奇丽，
遇雨烟岚幻化，尤见神韵。有商州“八景
十观”之一的“鸡冠插汉”。有“冠山睡美
人”“猴头峰”等许多奇异景观更是栩栩如
生、引人入胜。游冠山，一是登山看景，二
是入洞求仙，三是攀崖探险。登临冠山，
神交先贤，踞高望远，心驰神游。站在冠
山之巅，放眼望去，丹凤县城以丹江河为
轴心徐徐铺开，丹江滚滚，绿地如茵，一派
欣欣向荣的新气象。

东河岸，金山景区依山傍水，引领大
美丹凤休闲新时尚。有阁楼闲情雅致，有
园林采摘体验，能户外散步做有氧运动，
能登高独览县城西眺之美。

每当夜幕降临，一街两行，红灯高挂，
车水马龙，游客如织，五彩缤纷的霓虹灯
闪烁其中。趁着兴致，携数友，移步金山，

漫步丹江。远远望去，缭绕的河灯如两条
舞动的火龙，盘旋在水的南北两面，绚烂
的桥灯似散落在河上的明珠，绽放夜的光
明，婆娑的柳枝在灯光的掩映下尽情地在
水中摇曳。这时的你，不一定会觉得自己
行走在丹江河堤，兴许是流连在江南的某
个水乡桥头。

一池春水暖人心，一江清水送北京。
人在丹凤游走，总有水绕在脚前身后。品
丹凤葡萄酒，吃丹凤牛筋面，感悟小城风情。

日落金山，花开丹凤，香满秦岭。
日落金山，醉美丹凤，见证丹凤县城

的变迁。
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漫步在北新

街，流连在广场南路，休憩在金山公园，稍
不留意，就会踩疼了哪位文人墨客的脚后
跟，在丹凤，绽放的是一缕缕欣喜，沉淀的
是一抹抹希望。

有时间，到金山上观日出。让那喷薄
欲出的朝阳，集聚所有的能量，点燃心底更
多的梦想，挥手告别过去，迎接新的一天，
站在丹凤的土地上，人生有了新的重量。

日日 落落 金金 山山 □□高鸿高鸿

■屐痕处处■

我已经许久没有回过老家了。
老一辈人的愿望大多是让

孩子逃离土地。老人们整日和
土地打交道，都知道这里面的辛
苦，不想再让下一代重复这种

“晴天一身土，雨天一身泥”的日
子。在我的童年记忆里，父母对
我说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

“娃，你要好好学习，走出农村，
走出这黄土地。”

从我父母那一辈开始，似乎
对于“城里人”的生活一直向往
不已。如今，我们终于也都变成
了当年父母口中的“城里人”，过
上了城里的生活，乡村对我们来
说逐渐变得有些陌生。

古人常讲：“近乡情更怯”，
就是说我这种心情，长期没有回
去过以前生活的地方，难免有些
忐忑 。姥爷和姥姥生活在这
里，最近劳碌的工作让我有一
段时间没有探望过他们了。这
次回去的目的就是看姥爷姥
姥，只不过这次回去却不是普
通的探望。

几天前，妻子看着电视上老
人庆祝结婚周年的新闻，不经意
问了我一句：“咱姥爷和姥姥结
婚多少年了？”我一阵犹豫，但是
最终没能给妻子一个答复。旁
边的母亲听了笑了起来：“你姥
爷和你姥姥结婚时间可早了去
了，还不得八十年了……”妻子
在身边喊了起来：“妈，这可是件
大事！人家说结婚八十年那可
是钻石婚呢！”看着激动的妻子，我和母亲面面相觑。
妻子看到我们脸上的茫然，解释说：“这两口子啊，结
婚二十五年是银婚；结婚五十年就是金婚，前几年不
是还有个电视剧，叫《金婚》。姥爷和姥姥这就叫钻石
婚，可稀罕了……”

女人对于婚姻往往是充满了浪漫的幻想，很显
然，姥姥和姥爷的钻石婚让妻子和母亲都颇为感兴
趣。想想也是，毕竟是经历了八十年婚姻的老夫老
妻，如此少见的幸事降临在我们身边，确实值得回去
为老人们庆祝一下。

多年前，家乡就已经开通了新公路，“要想富，
先修路”的理念在我的家乡深入人心。今天，我开
车行驶在这条新公路上，和母亲、妻子一起回到了
离开许久的乡村。只是一段时间没有回去，村子里
就已经有了很大变化，也让我感到一些陌生，母亲
和妻子也在车里不停地向外张望，显然也是感到了
巨大的改变。

刚进了村子，母亲看到了以前的熟人，就下了
车。和母亲说话的是一位大约 50多岁的妇人，笑起
来声音很洪亮，我和妻子在车里就能听到，我对她有
些印象，当年她家里孩子多，总是为了孩子吃好穿好
操心。不过那时候和现在不同，对于那时候的妇人来
说，工作的机会太少了，她便利用自己的手艺开了一
个裁缝店。我还记得自己小时候好几件衣服都是经
她的手缝制出来的，质量很好，很多我穿不了的衣服，
被母亲送给了几个表弟、表妹接着穿。像送衣服这种
事情，今天的年轻人可能已经很难理解，甚至送他们
新衣服也要精挑细选，然而这在当年来说，再正常不
过了。

多少年来，正是所有人都努力想要过上更好的生
活，才创造了这个时代。这种旺盛向上的念头给所有
人的生活都带来了改变，即使是当年的我，也无法想
象今天能过上这样的生活。

母亲聊天结束回到了车上，对妻子说：“你不知道
啊，当年她家孩子多，她又要强，让孩子们都要念书，
这在当时可太艰难了。不过现在人家过得可好了，几
个孩子都在大城市里上班，听说过完暑假她要搬到西
安去了，刚刚人家都在给我讲养生了，你看看人家的
精神生活都充实了……”

我在一旁静静地听，心里想着：“母亲啊，要不是
我们的生活水平提高了，怎么会有时间考虑精神生活
呢？就像我们今天回来给老人们庆祝钻石婚一样，还
不是因为物质生活得到满足之后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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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忆中的厨房是十分简陋的，它
没有固定的位置，或在家里的东檐，或
在家里的西檐，总在不显眼的地方，也
没有像样的厨具，不像乡下有钱人家，
将厨房设在厦屋里，有专门的橱柜、冰
柜之类。我家的厨房坐落在老屋的后
檐西边，仄狭不说，亦没有像样的厨
具，除了装水的缸、窝酸菜的瓮和案板
外，就是用泥土垒的锅台，锅台上的只
有一尺八的铁锅，盛米面的是两个瓦
罐，一个用来盛包谷糁，一个用来盛杂
面。厨房里潮湿且黑暗，一年到头晒
不上太阳，就是在大白天，也要点上灯
才能看清房里的东西，而那时生活清
贫，常年饿着肚子，更不要说用钱去买
煤油了，在厨房里点灯就只有过年那
几天，平时黑摸着。好在母亲已经熟
悉了里面的摆设，就是再黑再暗也能
轻车熟路地做出可口的饭菜。

厨房里最令人气愤的是那个锅
灶，做一顿饭要烧几十斤柴火，乡下人
称之为“老虎灶”。那时人穷坡荒，山
上光秃秃的没有树，用来做饭的柴火
都是些麦草、野蒿什么的，即使有些
树枝之类的柴禾，也都是湿的烧不
着，一顿饭在烟熏火燎中做完，往往
是饭已经做好，屋子里还是烟雾缭
绕，熏得人睁不开眼睛，所以那时，生
活在乡下的妇女都是“红眼子”。母

亲的眼病就是那时被烟熏所致，并留
下了终身眼疾。后来，我家的厨房一
挪再挪，但始终没有大的改观，直到生
活状况稍微有了转机，才将过去的“老
虎灶”改成了吸风灶，做起饭来不再浪
费柴禾，且干净卫生。

论起厨房的真正变迁，还是 80年
代以后。党的改革开放政策如一缕和
煦的春风，吹绿了山野，吹绿了大地，
更吹散了长期笼罩在人们心头的阴
霾。山绿了地勤了，人欢了马叫了，生
活变得富裕了，老百姓对吃食也变得
挑剔起来，不再是过去的吃饱肚子，而
是变着戏法地吃好、吃出风味、吃出特
色来，厨房也就成了百姓生活中的一
个重要部分。如今不论城市还是乡
村，人们都拥有自己的厨房，且家用电
器应有尽有，电饭煲、电饭锅、电饼铛、
消毒柜、微波炉、电冰箱、燃气灶等，锅
台、铁锅已成了稀罕物，炊烟成了人们
的念想，难怪我把 80多岁的老岳母刚
从乡下接到城里的家时，她老人家愣
是找不到我家的厨房。

社会的发展与时代的进步，让人
们对自己的精神生活有了强烈的渴
求，我曾经幻想拥有自己的书房，但那
时刚参加工作，住单位的集体宿舍，一
个房间住着五六个人，杂乱而吵闹，读
书写作只能等到晚上别人休息以后，

好在那时有夜班，有时一个房间里的
人都上夜班，这时的房间就成了我的
世界。只是这样的日子极短，我由车
间调进办公室从事文字工作，加之我
结婚成家，单位分给了我一间宿办合
一的房子，八小时以内要上班办公，八
小时以外就是我的新房兼书房了，每
每晚饭后，我坐在办公桌前，与妻就一
盏孤灯，我耕耘着理想，妻编织着幸
福，常常达到了忘我的境界，也就从那
时起，我真正爱上了心中的“文学女
神”，对书房的渴望也愈来愈加强烈。

真正拥有自己的书房是在购买了
单元房之后。那是上世纪 90年代初，
我由葡萄酒厂调到新华书店工作，由
酿酒到卖书，工作性质发生了变化，不
变的是对读书与写作的痴诚，是对书
房的向往。恰在这时，单位以集资建
房的形式，修建家属楼，才使我的愿望
得以实现。在房子建成交付使用后，
我将阳光充足的一间房当作书房，经
过简单装修，购买了书柜后，那些长期
囚禁在纸箱里的书，才得以被解救出
来，有了重见天日的机会。这里不仅
仅是我读书写作的地方，也是我安放
灵魂、放飞梦想的圣地。

厨房与书房的变迁，折射的是国
家的繁荣昌盛与人民生活的美满与
幸福。

我是上世纪六十年代末出生的，我
们这一代人的国家观念较重，在我们的
意识里，国家的命运和个人休戚相关，密
不可分。我们相信，国家好了个人的生
活就会同样变得美好，每个人都要为此
而努力奋斗。

那时，我还在读小学，老师就告诉我
们：“敬爱的周总理生前在政府工作报告
中提出，要在世纪末（二十世纪），把我国
建设成四个现代化的强国。”老师给我们
描绘着乡村的美好未来：“到了世纪末，
我们用的是电灯电话，住的是楼上楼下，
种庄稼有农业机械……”

那时，乡村的孩子还没有见过楼房，
电灯电话是城里才有的。老师的话让我
们对 2000年的生活充满了憧憬。可以
说，那时候我们这一代人，都是充满了理
想的，都希望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
完全没有想到这个过程中的艰难。

1990年，结婚后，我走进县城。一
个残疾人能找到什么工作？但我没有气
馁，开始摆书摊，做小生意，卖冷饮，给人
缝补衣服。后来电话开始普及，手机话
费还比较贵，我们就顺应时势办了个话吧。一度，
打电话的人多得像赶集似的。尤其是逢集的日子，
那些赶集的农人，都专程到话吧给远方儿女打电
话，说不尽细致绵长的叮咛和牵挂。还有一些恋
人，通过电话倾诉他们的衷情。

那时，置身于迅速发展的社会中，更多感到的
是其中的阵痛，我曾经为失业感到苦恼，为生计的

艰难感到绝望。如今回首，再痛苦的过
往都成了美好的记忆，而社会发展的神
速，又是令人惊奇的。最早的时候，手机
还是大款的专属品，然而没过几年，就普
及到普通老百姓。如今连最偏远山区不
识字的老年人，都人手一部手机。上网
从需要去网吧，到现在在家就能随时随
地上网。在农村，农业机械都已很普遍，
从种到收都有机械作业。正因为如此，
留在农村的老年人，才能支撑起农业的
生产。

如今，生活早已超过了当初的“电灯
电话”“楼上楼下”的简单梦想。也不再
仅仅是满足于温饱，更多的人开始追求
生活的质量。吃得饱更要吃得好、穿得
好，还要走出家门去远方旅行。老人们
也不再满足于在家抱孙子，而是积极投
身于群众性的娱乐活动。于是每天早晚
的广场上都有男女老少在跳舞。

当城里举办“风筝节”“美食节”“旅
游文化节”之类旅游活动时，乡村人也不
甘落后，拖家带口地坐着自家的车去游
玩。他们在景点消费时一点也不迟疑，
喜欢什么就买什么。

有一次，我去了家附近一个有名的
新农村，走进人家的小楼房，感觉很震
撼，这是真正的楼上楼下。宽敞的空间，
精致的装修，一点也不比城里的别墅
差。这个村子，曾经吸引影视公司到这

里拍摄反映新农民生活的电视连续剧。因为到村
里参观旅游的人很多，这里村民的生活基本上都很
优裕，让一些城里人都感觉眼热。

现在，改革开放已经四十年了，回头一看，这悠
悠的四十年是那么快，仿佛就是转瞬之间，一切都
改变了。这让我相信，随着国家发展得越来越快，
我们今后的日子也会越来越好。

我和我的祖国我和我的祖国我和我的祖国我和我的祖国我和我的祖国我和我的祖国我和我的祖国我和我的祖国我和我的祖国我和我的祖国我和我的祖国我和我的祖国我和我的祖国我和我的祖国我和我的祖国我和我的祖国我和我的祖国我和我的祖国我和我的祖国我和我的祖国我和我的祖国我和我的祖国我和我的祖国我和我的祖国我和我的祖国我和我的祖国我和我的祖国我和我的祖国我和我的祖国我和我的祖国我和我的祖国我和我的祖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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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 逢 一 年 立 秋 雨 □□潘瑾潘瑾

踏踏 浪浪（国国画画） 萧李雷

上班途中，几滴雨星落在了脸上，下
雨了？“七月秋风雨,八月秋风凉”，几日的
燥热过后，看到这立秋的雨，顿时觉得凉
爽万分。

到了办公室打开门窗，任凭风雨拂

面，看着雨星变成雨珠，心里想着
这秋雨还是和春雨、夏雨不同，它
不像春雨那样细腻、润物无声，也
不像夏雨那样豪爽、猛烈迅速，秋
雨宁静典雅、舒缓有致，不紧不慢
地降下了夏日的燥热。

午休时，听着窗外的雨声似乎大了
些，起身再望窗外，那些有节奏感降落的
雨珠落在地上，立即开成了朵朵雨花。
这雨花似恋爱中少女的心思，欲遮还

羞；似琼瑶的故事，缠绵悱恻；似宁静
的雪莲，晶莹多姿；还似神仙酿的琼浆
玉露，润泽大地。

秋雨是丰收的雨。“梧桐树下听秋雨,
稻花香里说丰收。”

秋雨是惆怅的雨。“梧桐更兼细雨，
到黄昏、点点滴滴。这次第，怎一个愁字
了得？”

秋雨是相思的雨。“当时心事偷相许，
宴罢兰堂肠断处。挑银灯，扃珠户，绣被

微寒值秋雨。”
秋雨是情深的雨。“一往情深深几许，

深山西照深秋雨。”
夜晚在院中漫步，静静欣赏这雨后

的立秋夜。雨后的秋夜，是那样的静
谧，令人陶醉；雨后的秋风，是那样的
飒爽，令人心怡；雨后的秋月，是那样
的迷蒙，令人着迷；雨后的秋叶，是那
样的沉静，令人沉思。

我喜欢这立秋的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