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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每天面对冰冷的钢铁
丛林听着机器的嘈杂，是否有想
出去走一走的念头，投身大自
然的怀抱给自己来一场心灵的
放飞。陕化自驾游协会组织的
十月探秋给久日阴霾里的人们
创造了一个难得的出游机会。

星期六，晴间多云，十余人
欢声笑语自驾走出陕化，开进
秦岭腹地镇安，和城西 35 公里
的塔云山相约问道，倾听山间林
语，观山觅云寻塔。

塔云山的险峻让人惊叹，每
次去都有不同的感觉。已入深
秋的塔云山更是使人流连忘返，
硬件设施的提高和旅游服务的
完善，配套景区的开发更加方便
了游客的观赏。素有“金顶刺青
天，松海云雾间”之美誉的“观音殿”翘首于万仞绝
壁之上，有“秦楚一柱，绝顶道观”之说。这个不足 6
平方米的小庙建于明万历年间，其三面悬于万丈深
渊，宛如刀削斧劈，深不见底。而金顶仅用四根青石
条支撑，创造了中国建筑史上的奇迹，鬼斧神工之作
无论从哪个方向远观都令人叹为观止。

塔云寺一观、一塔、一庙、一堂、九殿的建筑群体
现着道家清静无为，道法自然的法则。金顶之颠，恍
惚的云，轻抚面庞，迷乱的风，时而晃动松林，人仿佛
置身于虚无缥缈的仙境，是塔、云、山的绝妙结合。

站在高处远望浮云如被，覆盖层叠山峦，从云缝
中钻出来的几缕霞光，映射在五彩的山间，极强的层
次感美得让人震撼窒息，放眼望去景色美不胜收。
令人称奇的是云层来时毫无征兆，散时悄无声息，徐
志摩的爱情诗句用到这里很恰如其分——“悄悄地
我走了，正如我悄悄的来”。山间游人如织，人山相
恋，山附人的灵魂，人听山的道问。

攀登塔云山的体力消耗强度并不大，游完全程
也就三四个小时，来时的山间道路和景区公交已
经把上山的路程缩短到几百米，实际上真正只是
翻了两个山头而已，尤其是新开发玻璃桥和铁索
桥后，增加了乐趣，延长了游玩时间也避开了上山
最费力气的通天梯，尽管这样，同行玩伴也有脚步
踉跄地上下着台阶。山上有免费提供的热水，食
品价格适中，喜欢自驾的朋友完全可以在一天时间
闲庭信步地打个来回。

路上的风景依然是那么美，出了磨木路的山口，
车行在返回镇安 17公里的 102省道上，两边山坡上
一大片一大片红叶点缀在绿色树丛间，红白相间的
山间民居镶嵌其中，色彩斑斓犹如童话般的世界。

驱车在省道沿山而行，峰回路转柳暗花明，猝不
及防出现在正前方向阳的山峦好似铺了一层红地
毯，随着景色的移动，车景合一置身于巨幅油画般令
人神往。沿路的镇安河水声流潺、清澈见底，河床紧
密相织的石头享受着河水的婆娑，而我们则在一遍
遍的赞叹声中感受着这份唯美的视觉盛宴。

出行游玩品尝当地的美食是必不可少的，到达镇
安县城迅速地找到个不大的菜馆，干干净净的一家夫
妻店，女人前台兼职服务员，男人在后厨忙活。镇安
小炒、芋皮炒腊肉、酸菜土豆片、干炸野鱼等十几个特
色菜肴被我们风卷残云般消灭，真正响应了国家提倡
的“光盘行动”，顺带再买点土特产打道回府。

短暂的出行是为了更好地投入工作，只问初心，
无问西东。 （陕化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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忙完我的婚礼后，母亲就住进了
医院。当进入病房看到床上那个熟
悉的身影时，我忍不住鼻头一酸。平
日里红光满面、活力十足的母亲变得
面色苍白、无精打采，她身着病号服，
一只手捂着腹部，勉强露出的笑容里
夹杂着痛苦，而父亲坐在另一张病床
上看着母亲，沉默得像尊雕塑。

向医生问完母亲病况后，我如释
重负，母亲情况不算严重，需要做个
小手术。再回到病房时，只见母亲在
和父亲争论着什么。原来是母亲中
午想吃父亲做的小白菜然然菜。“你
不能吃葱姜蒜，怎么给你做然然菜
啊？”父亲不耐烦道。“我不管，我就想
吃然然菜，别的不想吃。”母亲像个小
孩子一样大声发着脾气。父亲看了
一眼我，脸上挂着苦笑，眼里充满了
无奈，交待我注意液体快慢后便拎起
饭盒走了。送走父亲后，我坐下和母
亲闲聊起来。

“结了婚可得好好经营自己的生
活了，别乱花钱。”

“好好对人家，不能欺负人家。”
“你从小粗心大意，工作上可要

认真细心。”
从结婚一事聊到工作再到病况，

大多都是母亲在说我在听，母亲害怕
动刀，就像小时候的我害怕打针一

样，眼神里充满恐惧和不安。我不知
道该如何安慰，于是想留下多陪母亲
几天，但是母亲坚决不让，说我照顾
不好她，父亲在，她还有个撒气对象，
父亲不在，她不知道气向谁撒。一种
愧疚感从心底汹涌而出，我看着压抑
着病痛的母亲，想起初二那年我发高
烧不退，母亲整夜用酒精给我擦拭身
体，记忆模糊间是母亲偷偷抹着眼泪
为我退烧的画面……回过神来，我慌
乱转过头，用力睁大眼睛，不想让里
面的滚烫泪水流出。

输完两瓶液体后，病房门被推
开，父亲提着饭盒走了进来。我接
过饭盒打开，里面果然是母亲心心
念念的小白菜然然菜。母亲小口小
口地吃着，嘴里还嘟囔着菜咸了之
类的话。父亲没好气地转过头去，
大概是想眼不见为净吧！几天后母
亲做手术，躺在推车上的她紧握着
父亲的手，像个小孩遇到恐惧的事
物一样慌乱、无助，父亲眼里满是心
疼，他轻声安慰母亲：“别怕，不疼，
睡一觉你的病就都好了。”在母亲被
推进手术室后，我看见父亲的双手微
微颤抖着……

在我的印象里，父亲母亲没少吵
架，但每次都是以父亲的让步而消
停。父亲从不会说甜言蜜语的话，也

不会在情人节或结婚纪念日送礼物
让母亲开心。记忆里父亲仅给母亲
买过一枝玫瑰，那枝玫瑰被母亲插在
家里最好看的一个花瓶里，养了好几
天直至枯萎。或许他们大半辈子没
和对方说过一句我爱你，但我相信，
他们的爱情是存在且深入骨髓。父
亲对母亲的爱，在一顿顿可口饭菜
里，也在一次次妥协里。母亲对父亲
的爱，在一件件为父亲精挑细选的衣
服里，也在柴米油盐的生活琐碎里。
他们的爱在相依相伴中滋长着，慢慢
根深蒂固。

我的父亲没
有散文诗，手上
和 脚 上 全 是 茧
子，他把所有的
爱 给 了 母 亲 和
我，把所有生活的
重 担 留 给 自 己
扛。这个为我们
遮风挡雨的男人
沉默得像座山，无
言却厚重、木讷却
踏实。而我的母
亲则用全部精力
将家打理得井井
有条，我们干净
的袜子、整洁的

家、热热的早餐……温暖细腻的母爱
化作涓涓细流萦绕在我心间，陪我长
大、伴我成熟。

白岩松曾写下这样一句话：生命
起步虽久，前路却还遥远。家的概念
还会变换，然而我已经知道，家是奔
波得来的，而家也终究是奔波的意
义，只是这家有时是自己的，有时是
芸芸众生的。

对我而言，为父母奔波是一种幸福。
因为，父母在，家就在！

（北元化工公司）

我的父亲母亲
杨宇

今年 6月，电话那头，母亲激动地告诉
我，村子里开始铺天然气管道了，以后再
不烧煤了。

前几天休假回家，车子刚拐进村子，
我就看到了家家户户屋檐下的天然气管
道，在蓝天的映衬下，那明黄色的管道延
伸向远方，连接每家每户。

“等天然气进户了，我准备把屋子重
新粉刷一次，然后铺上白色的地板砖，让
房子看上去亮堂堂的。”一进入家门，父
亲开始给我罗列他的计划。

等坐定了，再看屋子那被烟熏黄的
墙，我不禁想起了那些年烧柴火的日子。

我的家在陕西韩城芝水河畔，小时
候，村里人大多烧的都是干柴，山上的荆
条，各类木材，地里的椒树枝、果树枝、玉

米秆、玉米芯子这些东西，都被随手捡回
来做饭取暖使用，这其中椒树枝算是最耐
烧的，因为自带一点油脂，不仅生的火旺，
而且持续时间长，隔好一会才用添柴。

几乎每顿饭都要重新生火，母亲总
是先点一张小烟盒或者旧报纸，然后慢
慢放上玉米芯子，最后再加上硬柴，有时
候因为下雨天，柴火比较潮湿，需要好一
阵才能生起炉火，在那充满烟气的厨房
里，留下了母亲一声声烟呛的咳声。不
只是我家，每次去学校的时候，我们每个
学生还要给老师带上一些玉米芯子，因
为学校也没有燃料生火做饭。

平常时候还好，可一到冬天，屋子里
就冷得跟冰窖一样。那时我们姊妹三人
还小，一家人都挤在东房的热炕上，临睡

前父亲会烧上一炉膛火，到后半夜的时
候，再烧一次。母亲临睡前，会把我们的
衣服放在两层被子的中间，这样早上起
来穿衣服，也不会那么冷了。

后来，人们的生活水平慢慢提高，村
里人从外面拉来煤泥，然后搀和着土搅
拌在一起，晾干后放在屋前，用的时候敲
成小块，然后端到屋里使用。紧接着，大
家用上了蜂窝煤、三八大块、焦炭等各类
煤炭，炉子里的火就更旺了。

再后来，又有了煤气灶、电磁炉、
高压锅这些物件，生火做饭已经没什
么问题，家家户户的烟囱也只是逢年
过节蒸花馍、炒大肉的时候，才会冒出
一点白烟。

但天然气仍是农村人的渴望。村东

头的张大爷，儿子在城里买了楼房，每
隔一阵子都要去城里住几天，回来后，
最爱说的就是，城里人做饭用的都是天
然气，管道都直接通到厨房，用的时候
打开阀门，把火点着就行了；一到冬天，
用的也是天然气取暖，在家里就跟夏天
一个样，稍微动一下，还热得出汗嘞！
现在梦想照进了现实，别提大家的心里
有多高兴了。

“咱农村现在可一点不比城里差！”
母亲的话把我拉到现实当中，“天空越来
越蓝，环境越来越美，生活也越来越便
利，你们有时间多回家看看。”

是呀，天更蓝、水更绿、山更清、人更
美，这不就是我们的中国梦吗！

（陕北矿业韩家湾煤炭公司）

蓝天下的那抹明黄
郭宏欣

陕北的秋透着一丝寒意，冷得让人
猝不及防。回想十年前的这个地方，还
是一片荒凉景象，一批批“追梦人”从关
中来到陕北，他们到这片朴实无华的陕
北高原来追寻自己的梦想，从此，关中
与陕北之间的距离被渐渐拉近，不同地
域的传统文化与生活习俗在这里相互
传递，在这里相互融合。

选择“留下来”
“刚到这里时各种不适应，工作、生活

稍有不顺心，就会想念远方的家人和朋友，
当电话那头熟悉的声音响起时电话这头却

一阵哽咽，我甚至有时准备离开这里
……自从认识了你，我就下定决心跟
你一起留在这里，为我们的未来好好
奋斗。”看着他坚定的眼神，她的眼里
泛起了泪花，她答应了。这是公司成

立不久时，一对刚步入婚姻的年轻人给彼
此许下的承诺。在时间的见证下，他们像
其他大部分北移人一样，用青春与信念兑
现着对家人和对未来义无反顾的承诺。

此心安处是吾乡。因为一个简单朴实
的承诺，无数像他们一样的人留在了这里，
他们从极度陌生到渐渐习惯这里零下二十
几度的寒冷与常年凛冽的西北风，渐渐适
应当地独特的方言以及完全不同的饮食习
惯，渐渐习惯远离家人的那份孤独与不安，
最终,他们选择将那份难解的乡愁深深地
埋在了心底。

情系“火车票”
“每次回家的火车票我都珍藏着呢，从

公司成立到现在都已经存了两百多张了，
虽然有的字迹已经不清晰了，但是可别小
看这小小的火车票，这是我对家人的思念与
牵挂，我会一直保存下去，看着它们我就能
想起这些年回家途中的心酸与幸福……”
提到回家，同事老张感慨地说。

每逢佳节倍思亲。关中到陕北跨越空
间距离六七百公里，从此便有了千里之外
的思念，当多数人在享受团聚的美好时，他
们可能还正匆忙地穿梭在回家的火车站与
汽车站之间，有了这一张张车票的陪伴，他
们与家人的距离仿佛又近了一些，虽然有
时候也会疲惫，但内心始终是幸福的。

平凡“追梦人”
“如果将来退休了，我一定会怀念这里

的，因为这里有我当初的坚持，有我曾经
青春洋溢的样子，有我一步步成长的身
影，感谢公司给了我实现自我价值的平
台，如今这里已经算是我的第二个家
了。”在公司十周年座谈会上，一位老员
工深情地说道。

梦想就在灯火阑珊处。如今，这群
“追梦人”已经成长为企业里不可或缺的
一员，甚至他们说话时偶尔也会夹杂着
当地特有的口音。企业在一步步壮大，
两种地域文化在这里相互融合，混合所
有制合作模式在这里生根发芽。从“望
尽天涯路”到“为伊消得人憔悴”，再到蓦
然回首，梦想就在灯火阑珊处，企业经历
了一系列的艰难转型发展，他们也在漫
长的实践中实现了自身价值。

十年弹指一挥间，这样一群默默无闻、
平凡执着的“追梦人”，他们是千千万万北
移人的缩影，他们用初心和使命，用选择与
坚持，用青春与汗水，用责任与担当，将“北
移精神”深深地根植于这篇热土上。

我爱你，陕北……
（神木煤化工能源公司）

十年北移路
王佳苗

天降甘露，地出醴泉，那里就是我的家乡
——咸阳礼泉。家乡是生我养我的地方，生活
了 20几年，除了一些风土人情和乡俗，令我牵
挂的还有家乡的美味，家乡美味，美在烙面。

“康师傅、巧面馆、白象、华丰、老北京……市场
上现有的所有方便面都会被一碗礼泉烙面秒
杀掉。”可提起礼泉烙面，许多人只闻其名，未
曾浅尝，更有甚者，对烙面为何物都闻所未闻，
茫然不晓。礼泉烙面被称为世界上最早的方
便面，可浇汤食用，亦可干吃，在家乡按乡俗我
们把烙面也叫“涎水面”。对于礼泉人来说，一
碗浇汤烙面胜过天下所有美食，它是山珍海味
也无法替代的乡情美食，是贫困地区的土俗，
是漂泊在外的礼泉人抹不去的情怀，无论身处
何方，每逢过节就会怀念那一碗烙面。

从小我就喜欢跟着大人在村里坐席，不为
吃鸡鸭鱼肉，只为那一碗浇汤烙面。村里不管
过红白喜事，早上招待客人的永远是浇汤面和浇
汤烙面，几十年来从未改变。客人上桌坐满后管
事的总管一声招呼，前后厨浇汤的、端盘的、撤席
的、洗碗的都忙活起来了。红油油的烙面端上来
大家埋头便吃，一碗烙面三两口吸溜完，顾不上
抬头擦嘴，空碗推到一边端起另一碗接着吃，如
果你没吃上七八碗那就绝对没吃好。现在回家
偶尔会遇上村里谁家过事，一大早起来坐席吃浇
汤烙面，不知道为什么，总是觉得流水席上的烙
面汤比自己家里的香，更有味道，可能是那种
露天下跟乡党们围桌吃饭的氛围不一样吧。

大家之所以叫它“涎水面”，是因为以前乡亲们经济条件不好，难
得有肉汤，不舍得浪费，所以把席面上撤下来的汤都倒回锅里来
回浇面吃，随着时代进步，大家的日子都过好了，汤也不再回锅了，
可我们还是喜欢叫它“涎水面”，这或许就是一种情怀。

礼泉烙面味道堪称一绝，做法更是复杂奇特。我虽常吃但不
曾见过如何制作，这次回家去一亲戚家拜访，体验了烙面的制作，
了解了烙面的故事。以前礼泉属于贫困地区，粮食紧缺，家家户户
只有在过年的时候才会摊烙面改善生活。摊烙面看似和摊煎饼一
样，但很多细节大不相同，有人说烙面就是放大版的煎饼，其实不
然。摊烙面之前需要在瓷盆中将面粉用水和稠搅匀，不能有糊圪
答、小面块，然后逐渐加水（少量），再和再搅，直至特别粘糊状，调
好面糊经过一晚上的饧面，然后放到麦秸火上架的鏊子上，一勺一
勺地摊抹平、抹圆，翻 2到 3次面儿，烙成粗布一样厚的薄饼，晾凉
之后，用擀面仗碾压平，折成手掌宽的长条集中起来，再压瓷实，数
小时或隔夜后，用刀切成细丝，最后堆叠如葵花、蒲团。以前村里
有鏊子的人家很少，大家都是前一天晚上调好面糊，第二天一大早
拉着车去有鏊子的人家排队摊烙面，一群媳妇在一块儿讨论着谁
家今年收成好，谁家面粉白，谁家烙面摊出来劲，很是热闹。

烙面的吃法也是极其讲究，一定要面少汤多，一碗烙面只
捏一小撮，肉汤打底，鸡蛋皮、韭菜做臊子，漂在红彤彤的油汤
上，滚汤一泖趁热吃，而且只吃面不喝汤，面筋薄细润，汤浓煎
辣香，个中美味，自有食者才能体味。

家乡有道不完的热闹，数不清的美食，写不完的风土人情和乡俗。
如今的家乡已不再属于贫困地区，乡亲们也不用等到过年、过

事的时候才能吃上一碗烙面，进入秋冬季节，礼泉人都会备足了肉
汤、肉臊子随时准备招待四方来客吃一碗地道的浇汤烙面。以前
的鏊子被换成了平底大锅，麦秸秆也被煤、天然气替代了，唯独没
有改变的就是礼泉人对烙面的热爱和情怀。 （黄陵矿业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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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毫不差 王绍鹏 摄 （彬长大佛寺矿业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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