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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到这里，我要谨记诗人的职责
为一条河流或者一块石头命名
把目光变得干净澄明
洞察水底和云端的一切

来到这里
我要谨记诗人的职责
用指尖测量一块卵石的温度
对那些大如房屋的石头，顶礼膜拜
安静地倾听来自大地山川的声响
这些声响，深藏于一条河流的深处
它大音稀声，它大美无言
令我在瞬间失语

听觉却变得万分敏感
这些来自冰川纪的客人
它们流浪的途中，充满了传奇
在任何一个山边驻足
都变成了山谷中的一个音符
一个手势，或者一个惊叹号
千万年的洗刷，使之澄明圆润
千万年的锤炼，使之质地坚硬
这是石头河：它让一首诗沉静而包容
它令每一个诗句都充满
金石之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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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开家乡的那一年
它凝视我远行

葱茏的目光
穿透岁月的荒芜
千里之外，潜入梦境

循着心底的呼唤
找寻，童年
缠绕如藤的快乐
像一尾鱼
隐身于划痕之中

时光的车轮
碾碎，一场旧梦
守候的痴情
绝望于百年孤独

站在村口
我凝望成一棵老槐树
动静之间，村庄
与我，面目皆非

村口的村口的
老槐树老槐树宜 君 魏 长 城 遗 址 吟宜 君 魏 长 城 遗 址 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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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山雪是神灵的化身，往往在
不经意间纷纷而至。

山里的天就像碎娃的脸说变就
变，清早还是碧空如洗瓦蓝瓦蓝的
天空，不到一顿饭的工夫，就变得
阴沉。寒风吹在人脸上像刀刮一样
生疼，便都一个个躲在室内不敢出
门。不知过了多长时间，外边传来

“下雪了”的叫声，我推窗望去，
漫天飞舞的雪花正在飘飘洒洒的下
着。这时只见大街上、楼房的窗户
上都伸出一个个头来看雪，一些碎
娃们开始在街上手舞足蹈，喜迎这
场久违了的大雪，透过雪花织就的
雪帘，银装素裹的商山便愈显得高
大起来，这时，商山雪一词便呼之
欲出。

久违了的商山雪！
自从入冬以来，气候干燥得人

嗓子眼就像着了火一样，而看好
的一场场雨雪就是不肯下，让人
望眼欲穿。于是，这场姗姗来迟
的大雪，就成了瑞雪，它预兆着
商山将又迎来一个丰收年。

是雪成就了商山还是商山依
赖于雪？

其实，商山与雪密不可分。
记得在我刚刚懂事的时候，就知道
了商山的来历，说商山在下雪以

后，山顶上凸起部位的雪融化剩下凹下部分，这样远
远看去就像一个大大的商字。还有“商山四皓”的美
丽传说，更令人叹为观止的是，商山雪霁被列为商洛
八大景观之一，那种冰清玉洁、银装素裹，天地一色
的景象令人神往。于是，商山雪总是在不经意间纷纷
而下。

时隔半个多世纪的2000年，商山又是一冬无雨，更
不要说下雪。那一年，中央七部委决定在商山脚下举办
科技大集，据说在确定日期前，各级气象部门查阅了50
年的气象记录，都被认定为无雨雪，尤其是在布展期间，
天气一直很好，可谁也没有想到在大集开集的头天晚
上，商山便下起了几年不遇的大雪。记得那天傍晚，夕
阳西下，玫瑰色的云彩将商山涂抹得异彩纷呈，吸引着
远道而来的朋友争相注目观望。可没过多长时间，商山
顶上月朗星稀的夜空突然覆盖上了厚厚的云层，刹那间
就飘起了雪花，一些从南方城市赶来的参会者开始还为
雪花的降临而欢呼雀跃，可随着雪花的愈飘愈密，气温
便急剧下降，一时间商山下的龙驹寨山城的棉大衣、
棉被子全部脱销，好在离兄弟县市较近，能够及时调
运，但雪却越下越大，没有停的意思，人们都在为第
二天的开幕式而担心。

其实，人们的担心都是多余的，这就是商山雪最
为神奇的地方，当人们还在睡梦中操心的时候，商山
的雪似乎与人们开了一个大大的玩笑，说停就停了。
第二天清早，雪后初晴的商山，银装素裹，冰清玉
洁，整个商山被大雪覆盖，呈现在外来朋友眼前的是
一片银色的世界。直到这时，人们才知道，商山的雪
是在用自己特有的方式，欢迎远道而来的朋友。就这
样，上午九时，一轮红日喷薄而出，万道霞光笼罩在
商山，一个金碧辉煌的商山呈现在人们眼前……

眼前的雪花越下越大，这时的天空似乎比先前亮
了许多，气温也不像开始那样冷了。我久久伫立在窗
前，聆听着雪花亲吻大地时的沙沙声，使我想起了第
一次亲吻妻子时的情景，让人陶醉。不知不觉中，一
朵雪花落到我的脸上，轻轻柔柔，随即就变成了一滴
水，使我干枯的心田得到了滋润。

哦，商山雪，它不是雪，它是四皓先生的皑皑鹤发。

一
秋风飒飒
唤醒了偌大的城池和高墙
夕阳西下
拉长了寻访者的身影
一串串依稀的脚印
零乱而不堪
我，慕名从远方来
叩拜你的古朴、壮美和神奇

二
当我脚踩一片碎瓦
当我手捧一杯黄土
百般感怀，油然而生
任凭指尖流淌淋漓
此刻，
我仿佛听到了 长城内外
鼓声阵阵，铁骑铮铮

此刻，
我仿佛看见了，长城上下
刀光剑影，无畏忠魂……
你，伟岸的身躯
犹如一条长长的巨蟒
在这里你沉睡了几千年
却为秦地平添了处处胜景
你拔地而起的烽火台
又像长鸣不已的雄鸡
时刻守护着黄色的故土
警示世人去追寻安宁
啊
你是中国长城的另一份骄傲
你是中华文明的又一缕闪光

三
三秦大地上，你静卧几千年
似乎有点默默无闻

后来，秦长城光芒四射
再后来，明长城名冠中外
然而，开历史之先河者
非你莫属，当之无愧
不论是抵御外敌侵犯
抑或是维护群雄割据
是与非
功与过
且让历史去评判吧
我自岿然不动，护吾黄河……
然而，面对如此丰碑
人们不禁要问
是谁用自己的血汗
铸塑了你的雄姿
是谁用自己的心智
造就了你的壮美
正缘于此
你才像晨钟暮鼓一样

敲响了寻访者的厚重心声
正缘于此
你又像高台明镜一样
照亮了人世间正道
历史就像黄河一样
不舍昼夜，滔滔东流

魏长城呀
你并不寂寞、孤单
创建中华文明者有你
传承中华文明者有我……
沉思中，我蓦然发现
远处青山如黛
近处绿水如虹
夕阳如血，彩霞满天
高速公路蜿蜒而去
村落市镇华灯初上

大自然的变化奇妙万千，四季
更替，气候转换。春有景，卉木萋
萋、仓庚喈喈；夏有雨，烈日炎炎、
大雨滂沱；秋有风，秋日凄凄、百卉
具腓；冬有雪，北风其喈、雨雪其
霏。自古以来，四季一直是众多文
人墨客抒怀的主题，一千个文人笔
下有一千种四季意境、一千种心情
寄托。春天“天街小雨润如酥，草
色遥看近却无”，夏天“接天莲叶无
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秋天“晴
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到碧霄”，
冬天“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
梨花开”。

如果说夏天是生命的张扬，那
么冬天便是生命的恬静。之于冬，
柳宗元读出了“千山鸟飞绝，万径
人踪灭”的荒凉；崔道融抒发了“朔
风如解意，容易莫摧残”的悲伤；也
有怡然自得白居易相邀“晚来天欲
雪，能饮一杯无”。但萧索的冬日，
一旦伴上暖阳，便立刻成为另外一
番温暖舒适的景象，与雨雪纷飞、
荒无人烟形成极端鲜明的对比。
童年的记忆中，我之于冬最深刻的
印象就是“杲杲冬日光，明暖真可
爱”。彼时农村里，家家户户在午
后停下手头的农活，在院子里支上
躺椅向阳而坐，男人们捧一杯清
茶，或看一本闲书或议一议来年生
计；女人们心灵手巧，边织着毛衣
边拉着家常；孩童们贪玩，追逐奔
跑嬉笑打闹。在冬日暖阳的照拂
下，是温暖惬意、其乐融融，自由自在、生机勃勃。

暑往寒来、秋收冬藏，又到冬至。周代以冬至为
岁首过新年，冬至是个极其热闹的日子，北方素有贺
冬节，“冬至到、吃水饺”的习俗。今年冬至，因着初
雪后的晴暖而格外美好。工作之余，望着窗外的美
景，铁轨沿线白雪皑皑，在暖阳下将融未化，一切都
显得那么安静而神秘，忽的传来一声鸣笛，火车呼啸
而来，引得轨道旁的树木纷纷打颤，雪花瑟瑟落下，
明暖的阳光晒在大地上，映出一张张幸福的脸。穿
梭在童话般的银白世界里的火车，穿过山谷、穿越河
流，在岁末时节载满一列又一列煤炭的列车，即将迎
来追赶超越运量的完成，为每位铁路人的脸上增添
许多欢声笑语。

闲暇之余，常邀三五好友围炉而聚，举杯把酒、
畅聊人生。偶然间也曾聊起冬季，有的人心怀悲伤，
看冬日万物萧瑟、凄寒困苦；有的人心中向阳，看冬
日虽万物皆静，但正蓄势待发。世间万物消长盈虚
自有其自然规律，周而复始、循环往复。冬日虽然寒
冷，但阴极之至，便是阳气始生。一阳初动处，万物
未生时，熬过了漫漫冬日便是春暖花开之时。如此
一来，性情悲观的朋友不妨将冬季理解为“黎明前的
黑暗”，明白了这个道理，便能以更加积极的心态安
然过冬。至于天性乐观的朋友，怀揣着暖阳自可以
怡然过冬，静待雪化迎春来。

陈道明说：“我觉得做人的最高境界是
节制，而不是释放。”他还说：“释放是很容
易的，物质的释放、精神的释放都很容易，
但难的是节制。”这话值得玩味。

人之为人，首先就因为有所节制。人
长个嘴，不节制就要胡吃乱喝，胡言乱语；
人长了两只手，不节制就要胡作非为；人长
两条腿，不节制就会胡乱逛荡。人类有节
制，才挣脱了动物界；有节制，才步入了文
明社会；有节制，才有了礼义廉耻；有节制，
才有了行为规范，有所为，有所不为。节制
无所不在，做人便不能无所顾忌；节制如影
随形，做人才不能随心所欲。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道理浅显得像
一轮明月、一道闪电、一声响雷，可是有人
就是视而不见、听而不闻。不该伸手时总
想伸手，浑不忌讳顶上有神明，背后有眼
睛；不该说话时总管不住嘴，见人说人话，
见鬼说鬼话。见钱眼开，就不顾一切；钱迷
心窍，就胆大妄为；贪得无厌，就铤而走
险。处处是规则，却不把规则放在眼里，或
者把规则当成儿戏；明知道国法是红灯，却
不把红灯当回事，甚至把闯撞红灯当成特
权。暗箱操作，就是明知道见不得天日；背
后捣鬼，就是心里揣着魑魅魍魉。所谓潜
规则，实际上就是不守规则，或规避规则，

就是把规则当成了挡箭牌、遮羞布。有人
不守规则，规则就形同虚设，就被钻空子，
就等于告诉世人：谁守规则谁吃亏，不守规
则才占便宜。如此这般，久而久之，真没有

“规则”了，那“方圆”就真成皮球了，想怎么
踢就怎么踢，你踢我也踢，踢来踢去，就把
公序良俗都踢到爪哇国了。

节制很难，是真的呢！譬如说，人都懂
得喝酒未必不好，有所节制才好，可实际上
呢？只要沾酒，就可能渐饮成习，习惯成自
然，自然成依赖了。那依赖就是瘾，那瘾就
是病。怎么治呢？只能靠节制！偏偏瘾是
节制的死对头，早节制还可能抵制瘾、抵消
瘾，起码不上瘾；晚节制呢，那就难说了，等
上瘾了，就没治了。瘾不自治，也难他治，
何时能治，就看造化了！多半瘾君子，等戒
酒没有意义了，才宣布戒酒了。我有位瘾
君子朋友曾经酒后放豪言：“喝死了拉倒！”

等到他不想喝死而开始戒酒的时候，上帝
真向他招手了。他苦笑，我也只能陪他苦
笑。说啥呢？说啥都多余了。治癌药都
有，就是没后悔药。做任何事，如吸烟，如
游戏，如敛财，如赌博，只要上瘾，都如出
一辙。

节制为何难？孔子说：“饮食男女，人
之大欲存焉。”人不吃喝，不能活命；人不相
爱，不能繁衍。此两者，与飞禽走兽无异，
唯令飞禽走兽不能理解、难以比肩者，就是
人有节制和不节制之分。节制自不待言，
不节制却妙不可言：节制，则食可果腹足
矣；不节制，则胡吃海喝犹不能满足。在好
吃好喝面前，节制有度，那是和嘴、胃作对；
在美女帅男面前，节制有方，那是和七情六
欲为敌。但凡作对，必不好玩，不如放纵痛
快淋漓。眼不见，或者心不烦，分明唾手可
得，甚至被送进嘴里，被送到手上，被投怀

送抱，那种抗拒之难，难以想象，却完全可
以想象，因此之故，几乎所有的落马者，都
栽在了“大欲”上，只不过此“大欲”，非彼

“大欲”。此“大欲”乃欲壑难填之谓也，彼
“大欲”只指七情六欲而已矣！

节制再难，也得节制吧。不是节制很
美妙，而是节制很现实，既合天道，又合
人道。人类一步步走来，也一步步觉悟：
一个人不节制，或者无伤大雅；千万人不
节制，那就大事不妙了；每个人都不节
制，那末日就到了，谁都甭想好！无海岸
无以成大海，无堤岸无以成江河。大海只
能在大海里波涛汹涌，超越海岸那就成海
啸了；江河只能在江河里奔流，漫过堤岸那
就成洪涝了。

节制因为难，所以才有了“最高境界”
之说。但在我看来，难乎哉，不难也！明白
事理，就该懂得：节制是天理，毋庸置疑
的。道理明摆着：人人守法，就很难路见不
平；人人节制，就用不着提心吊胆。节制就
是斑马线，走斑马线就是了；节制就是红绿
灯，红停绿行就是了；节制就是警示牌，不
越雷池一步就是了！道理如空气，不能只
呼吸，不珍惜。

□□
刘
丹
影

刘
丹
影

冬

日

的

暖

阳

冬

日

的

暖

阳
□□
张
春
青

张
春
青

哦哦
，，
商
山
雪

商
山
雪

风过流年人不觉，流
年未觉春又回。几天前，
母亲在微信群里的一句
话，“冬至那天一起都过
来吃饺子。”让我恍惚间，
才察觉到这古城长安还
未曾下雪，这一轮二十四
节气即将过完了，我的时间都去哪儿
了？翻开手机相册，从中或亦可窥见
我这一年奔波的影子，冬藏于内心的
画面。

关中大地每到深冬便是雾霾蒸
腾，从空中之眼相望，烟岚漫山倒是颇
有古人诗词歌赋中的深远意境。云端
之上，对我来说，像是一个闯入者或者
陌生客，充满了诱惑与异样。也正是在
一次次的飞行中，对小小舷窗之外的想
象与幻影，逐渐越来越清晰的被植入到
个人的人生履记和切身的视域之中。

透过舷窗，我喜欢看被霞光映红
的云层，苍穹之上的朗月；沙海中苍茫
的脉络，巍巍而神秘的雪峰，翡翠般清
澈暗香的湖泊，蜿蜒九曲的黄河，壮丽
浩荡的长江，和那些熟悉或者陌生的
灯火璀璨的不夜城……数百次的起起
落落，依然看不够祖国的山川气象，壮

美河山。
每每从万米高空俯瞰大地，那丰

富多彩的斑斓气息，壮阔的河山，现代
文明的痕迹，构成非凡绝美的图案。
抽象的线条，表达着地球半遮半掩的
表情，婀娜多姿的身影。一幅幅色彩
通透、韵律优美的画卷在眼前呈现，令
人叹为观止。不同的地方，不同的季
节，从海南岛到东三省，从西北边陲到
滨海鼓浪，不一样的色彩，不一样的画
作，瞬间即逝，没有雷同，传递着不一
样的炫丽风情。

翼过长天，那个时候从空中俯瞰，
大地上的一切都似乎要与我们分别，
三万英尺之上，就是另外一个世界。
中国古时文人喜爱于山水田园中的诗
意栖居，对飘渺云烟的钟爱，常见于

“掇景于烟霞之表，发兴于溪山之巅”，
尤其山水画中的云，代表的是蕴藉和

空灵之美。清空里的云
海，舒卷有致，收放自如；
日出时的云，光晕打在云
层上，闪烁出晶莹的白光，
云层变成了金黄色的浪
花，绚丽无比；傍晚时，残
阳如血，云霞一片血红，再

随之渐渐变淡、变得深沉，最后消失在
无边的夜色里。这是大自然的恩赐，
是无与伦比的美丽邂逅，捕捉、定格，
给我快乐的享受。

每一次短暂的飞行，又欲超然于
世事之外，在云端偷得片刻清闲。因
为，假想着驰骋于天地间的翩然、自
在、轻柔，偏爱从飞机舷窗上看那静默
粗犷的山，纯净如缎的水，以及翻涌缭
绕的云霞，看那一年四季的变化，走访
建者无疆的辽阔。这一切与我像是一
种宿命中的呼唤，又像是来自前世里
的羁绊，又像是命中职责所托付的差
遣，都给了我每一次出发的动力，使我
沉浸其中，乐而忘“返”。

把光影凝结，冬藏起来，是因为对
某个瞬间的难以割舍，路过的世界一
直在变，我们每个人的百年里在另外
一个刻度盘下，不过就是瞬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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