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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走龙蛇■

岁逢庚子，报刊上说鼠的文章多了起
来，对传播知识、增添生活情趣，此类文字
不无益处。但有一篇文章声称：“一味看到
老鼠丑陋或坏的一面，未免有失公允，在鼠
年到来之际，让我们多想想老鼠可爱的一
面吧”，却让人不敢苟同。当然，作为生肖
文化中的一个符号，尽管可以创造出诸如

“灵鼠送福”“祥鼠瑞丰”“鼠你第一”“非你
莫鼠”“鼠钱数到手抽筋”之类的吉祥话让
人高兴，但对自然界里臭名昭著的害兽老
鼠，要找出并进而喜爱它的“可爱”之处，在
我看来怕是有点儿难。受这种论调的刺
激，窃以为，立足于灭鼠除害（是灭自然界
里的鼠而非灭生肖文化中的鼠），在庚子
年，猫这种可爱的小动物，倒是很应该说一
说的。尽管如今在城市，猫在很大程度上
已经转型为养尊处优的宠物，不再甚或不
会捕捉老鼠，仅仅是在农村，还依然坚定履
行着灭鼠的天职。

据《礼记》载，上古时期，每逢年终，人们
都要举行一种名曰“腊”的祭祀活动，而猫，
在被祭祀的八种神灵中，即忝列第四。“迎
猫，为其食田鼠也。”由此可见，很久以前，猫
的善除鼠害的本领，便深为人们所重视。

看重猫的又岂止是中国的古人。三千
多年前，埃及人在远征苏丹的战争中得到
了一些猫。这些猫来到埃及后，立即对在
当地横行多年的老鼠大开杀戒，战果十分
辉煌。埃及人喜出望外，对猫优厚倍加，政
府颁布了禁止杀猫的法令，并设置机构，配
备官员，加强对猫的保护。当时的埃及壁
画上绘有猫的形象；在巴斯特女神庙里，猫
更是被视为女神的化身，以猫身人头像的
姿态，被供奉在那儿；而猫死后，还要涂上
香油，制成木乃伊，在隆重的葬礼上，猫的
主人无一例外会由衷地表达哀思……

猫在中国和外国的广受宠爱，折射出
了人们心中憎恨老鼠的感情。老鼠夺人之
粮、毁人之物、传染疾病、搅乱清夜……可
谓罪大恶极；而一只能干的猫，一昼夜即可
捕鼠二十只。宋朝的陆佃在《埤雅》一书中
说：“鼠害苗而猫捕之，故从苗。”因憎鼠而
爱猫，连猫字的构成，也显示着人们的这种
感情。

不过，养猫之事，在大得之外，有时也
会有小失。很多年以前，我的一位朋友家
里的猫，在奋力捕鼠的同时，也忙里偷闲地
消灭了主人的一只虎皮鹦鹉，但这位朋友

并未因此而仇猫、逐猫。问其究竟，答曰：
“不可因其小过而忘其大功。”由这件事，我
又想起了明朝人刘伯温的一则寓言：赵国
的一个人因家中鼠害甚烈，遂养猫一只。
此猫倒也不孚众望，捕鼠甚多，但同时也接
二连三地吃了家里的几只鸡。主人的儿子
向父亲建议：“干脆把猫赶走算了。”父亲却
说：“不可！鼠乃吾家大患，它们糟蹋粮食，
毁坏衣物，打穿墙壁，咬烂家具，久而久之，
会使我们家陷于冻馁的境地，这不比猫吃
鸡更有害吗？我们少吃几只鸡，总比挨冻
受饿强吧，为什么要逐猫呢？”这位赵国人
在权衡猫的功过时所显露出来的辩正观
点，至今也仍值得我们借鉴。

当然，大千世界，千姿百态，万事万物，
优劣不一。古往今来，不好好捕鼠的懒猫
也并非没有。曾读过前人的一首咏猫诗，
作者的名字已经忘了，但具体内容还大略
记得：“碧眼乌圆食有鱼，仰看蝴蝶坐阶徐，
春风荡漾弄花影，一任眼前鼠化鴽。”（最后
一句的意思是：任凭老鼠在眼前像小鸟一
样飞来飞去）其中所状绘的，就是在食有鱼
以后不去捕鼠的懒猫。另外，据《新唐书》
载，代宗时，洛州出现了猫给老鼠喂奶的反

常事，消息传到京城，一些佞臣以此为
“吉兆”，准备大加庆贺一番。但大臣崔佑
却上《奏猫鼠议》，认为此事“可吊不可
贺”。他说，猫不捕鼠，无异于执法者不惩
邪恶，戍边者不肯拒敌……说得好，这使我
想起了在当代中国几乎是妇孺皆知的一句
至理名言：“不管白猫黑猫，能逮住老鼠的
才是好猫！

行文至此，本已应画上句号，但鉴于从
网上看到的一些奇谈怪论，忍不住还想饶
舌几句：前述与猫有关的说法，其核心是在
强调，考察一只猫（当然，也可以理解为考
察一个人、一个企业等等）的标准，只能是
效益（包括物质效益和社会效益）的有无和
大小，至于除此以外的这只猫身上五花八
门的符号，诸如有无逮鼠大学的博士文凭、
是否血统绝对纯正等等，则无关紧要矣！
说法中的那个“逮”字也十分精辟，因为，这
个字，严格规范了获得“鼠”在手段层面的
正当性，自然也就否定了“逮”以外巧取豪
夺、坑蒙拐骗之类的歪门邪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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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夜，思绪像花
在黑夜里开成漫天的星星
开成孤独与失眠

请原谅我面对一轮月亮
不敢叫出你的名字
我害怕一出声，想念就随之长一截

月光一照文字就显得矫情
比如故乡，比如爱情
有时候说出来还会打湿了眼眶

我想写风里的落叶
和那年冬日我们看过的雪
却发现越写越像你的名字

所以沉默，脸颊绯红
等待着，这个冬天的第一场雪
然后躺在雪地里
历数繁星和你的故事

□□杜航杜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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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屐痕处处■

我对于梅的记忆，起始于儿时
的歌声之中。很长一段时间，并没
有见过真正的梅。我曾试图去探
梅，但不知在何处探得。我曾经
说：“我没有见过梅花。”听者惊诧：

“你没见过梅花？”继而稍有停顿，
若有所思，便说：“我好像也没见
过。”于是我们探讨，或许梅花更多
是生长在南方吧。梅花之所以有
名，是因为文化的缘故。

后来，有一年春节，我在陕西
历史博物馆的后院行走，忽有阵阵
暗香扑鼻，原来有一株黄色的花
树。人说是梅花，我便惊喜，当时
正在雪后，我走近了观赏，果然是梅
星点点。此后几年，我总是在春节前
去看那株梅花树。再后来，我又在古
楼观讲经台上的殿堂前院，发现了一
株黄色花的树，在雪中绽放。驻足的
老道士说：那是梅花树。于是，我便
思想，梅并非南方的特有，北方也是
有的，只是难见罢了。

《辞源》“梅”字下注：果木名，
早春花开，色有红白二种。白者初
开时微带绿色，叫绿萼梅。开花后
生叶。果实味酸，立夏后熟。生者
青色，叫青梅；熟者黄色，叫黄梅。
古代用之作调味品。《诗·召南·摽
有梅》：“摽有梅，其实七兮。“根据
这样的解释，梅有红白两种花色，
那么，我所见的梅究属何种梅呢？
还是不是梅呢？我不得而知。但
在西周时期，梅已经是入诗的题
材，被广泛称颂，却是不争的事实。

古往今来，梅诗、梅画、梅瓶等等，以梅为题材的
文艺作品，借了梅的清香高洁、傲雪凌霜抒发高贵的
气质之性，梅从而得与兰、竹、菊并列，入“四君子”之
首，与松、竹结为“三友”，岁寒而不失本色，因而为国
人，尤其是国之文人所赞赏。于是梅便深入了人
心。国人钟情于梅与梅文化，流传有大量的诗词书
画，轶闻趣事。文人雅士以咏梅、写梅、养梅为乐，怡
情养性，成为传统美学的一大门类。然而，流传至
今，能够做普及梅文化的书籍却并不多见。

腊月，正是腊梅盛开的时节，怎么我说那“梅子
熟了时”呢？梅子并没熟，梅花还在盛开，但是我手
中有一本书《梅子熟了》，是2020年我收到的第一本
样书，也是我来到陕西旅游出版社后出版的第一本
书。它描述了梅的自然属性与梅文化的历史特征、
艺术贡献和社会影响，优美的文字与传统诗画相结
合，赏心悦目，弥补了我的知识欠缺，而且其中说，不
久，南山将会有一处梅苑，养育许多的梅花，届时，我
们相约南山，青梅煮酒、黄梅佐羹，杯中映山水，眼前
唯知己，岂不美哉!

诗曰：
南山有梅，其实七兮。请我吉士，乐其时兮。
南山有梅，其实三兮。请我吉士，享其今兮。
南山有梅，其实筐兮。请我吉士，载其归兮。
此为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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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秋，阳光温暖的正午，带着长途跋
涉的满面风尘，我来到褒河谷，徜徉在亘
古不变的青山绿水中，满心期待着与飞涛
如滚雪的激流、曲折蛇行辟奇观的褒斜栈
道、火烧水激的石门隧道和国之瑰宝的摩
崖石刻劈面相逢。

秋风从千百年前吹来掠过我的面颊，
我斜倚褒谷口栏杆，凝神谛听风中的历史
风云。建安二十年那天，曹操一行乘舟溯
河而上，游览褒河风光。那时褒河的水，
像一头凶恶的雄狮，又像两军交战，千军
怒吼，万马嘶鸣，咆哮着、怒吼着，向河
中阻挡它前进的巨石撞来，顿时浪花飞溅
如滚雪，看得曹操不由得心荡神怡，触景
生情，索来文房四宝，挥笔写下“衮雪”
二字。随从提醒，“衮”字少了三点水，
曹操挥手一指滚滚激流：“一河流水，岂
缺水乎？”随行之人这才如梦初醒，恍然
大悟。然而，他们何曾了悟一代枭雄书写

“衮”字的真实用意？《周礼·春官·司
服》记载，“衮”有“衮衣”“衮冕”“衮

龙袍”之意，而“衮衣”“衮冕”“衮龙
袍”是帝王之专用礼服。所以，曹操写

“衮”字旨在抒发澎湃在胸腔中只可意会
不可言传的帝王之气。

秋风吹过褒河谷谷口，我看见谷口
的水被拦截修建成水库，曹操的衮水已
化作一片波澜不兴的水域。晚秋温暖的
阳光下，远处山色空濛，眼前水波潋
滟，像一块纯蓝、晶莹剔透的美玉，映
照着蓝天、白云，水畔的绿树和山花，
映照着古褒国的锦绣芬芳和那团解不开
的历史谜团。

褒姒，一个流传千古的女子，几乎人
人都知道关于她“千金一笑”“烽火戏诸
侯”的典故。坊间骂她是亡国妖姬，是红
颜祸水；《诗经》也说“赫赫宗周，褒姒
灭之。”竟连司马迁也在 《史记》 中说

“周之兴也以姜原及大任，而幽王之禽也
淫于褒姒。故易基乾坤，诗始关雎，书美
厘降，春秋讥不亲迎”……流传于坊间的
传闻，写于简牍中的文字，合力将她绑在

历史的耻辱柱上，留下千古骂名。
风中传来一个女子的叹息声。我知道

那悠长的叹息声，从 2791年前的西周穿
越而来，游荡在褒河两岸，化作天上的白
云、山间的绿树、溪边的野草、崖畔的山
花。我在褒河谷四处游走，寻觅那女子的
声音和她的足迹。我在历史的断篇残简和
小说杂记中翻检，希望觅得解开心中疑团
的只言片语。

秋风吹过褒河谷，我在风中，沿褒河
上行，便看见石壁上排列着一个个石洞，
长蛇一般蜿蜒在河谷，那就是褒斜古栈道
遗迹。古人为了翻越秦岭，沿河谷悬崖凿
孔，横木为梁，立木为柱，上铺木板，装
上栏杆形成栈道。在穿越秦岭的四条古栈
道中，褒斜栈道是历史上开凿最早、规模
最大的一条栈道，与万里长城、大运河齐
名。看着那一个个排列整齐的石洞，我似
乎看见张良火烧栈道书“玉盆”，萧何月
下追韩信，“明修栈道暗度陈仓”，汉王刘
邦得以成就大汉帝业；我看见诸葛亮六出

祁山北伐，最后一次率军经褒斜道，与司
马懿对阵，历经失街亭、斩马谡、设空城
计，最终功败垂成病殁于五丈原……

时光流逝。笼罩在褒河上空的战争烟
云渐渐散去，曾经活跃在褒河谷的褒姒、
刘邦、张良、萧何、韩信、曹操、诸葛亮
等风云人物，早已消失于褒河的烟波浩渺
中。宁静、安详的褒河谷，我在新修的红
桥上徘徊，看青山巍巍，绿水悠悠，清晰
地感受到时光正在一点点流逝，如同生命
的流逝，不可逆转。

午后的阳光越发和煦，温柔地照着
我，阳光是旧时的，如同吹过褒河谷的秋
风，穿越千百年时光，与我肌肤相亲。此
刻，我听到了风中的歌声：

暗淡了刀光剑影
远去了鼓角争鸣
眼前飞扬着……

鼠 年 说 猫鼠 年 说 猫 □□商子雍商子雍

最近拜读了一部《秦岭
摄影作品集》，这是邵勇老先
生倾注六十多年心血集结而
成的西府自然景观、人文民
俗摄影作品集，摄影艺术造
诣深厚，具有长远的历史存
留价值。

《小街初醒》《太白苍穹》《陕西民间
艺术》等一幅幅享誉中外的艺术摄影作
品，影像视觉冲击力和艺术魅力，赏析
之余，使人神清气爽、意蕴犹存，感悟到
了作品强大的震撼力。《踏墙》《大修水
利》《碾麦场上》打开了尘封的西府记忆，
《社火脸谱》《刻版》《大锅盔》《花窗花帽
子》《泥塑上色》《农家唱大戏》为西府民
俗写实立传，《种瓜老人》《木枪》《千河老
碗饭》记录了陈仓的民生社会……

邵勇先生六十多年来以“秦岭”为
笔名，在全国摄影刊物和百余种书、报、
刊上发表摄影作品 1300多件，18件作
品在比利时、法国和日本展出。六十多
年来，老人的足迹踏遍了西府大地的山
川沟壑、村落街道，用饱蘸激情的影像，
记录了陈仓的大地人文和自然景观，尤
其是对宝鸡地区民间非遗故事的无限
热爱，使社火、皮影、面塑、泥塑、木版年
画、刺绣、剪纸等灵动起来，承载了厚重

的民生思考和记忆。
上个世纪 90年代，我在华宝扩印

部多次见到邵老。他在扩印机前端详
着刚下线的照片，目不转睛。为了冲洗
一张照片，他不厌其烦地与扩印员进行
交流，色彩还原、锐度钝拙、清晰明暗等
一个个细节，还原影像中的每个元素，
就像精心呵护自己的孩子一样。老人
对艺术的执迷和追求，给许多摄影者留
下了很深的印象，也在潜移默化中鞭策
我如何做好新闻摄影工作。

在此后的岁月里，繁华的闹市、寂
静的乡村小道、农村交流会和庙会、西
府工艺品制作基地等，总能看到邵老单
薄瘦削的身影，背着摄影包，或凝神思
考，或举目遥望，或拿起镜头聚焦。他
神情专注地在光与影的世界里尽情遨
游，将对生活的无限热爱和感悟，化作
精妙绝伦的摄影精品。

宝鸡摄影界老前辈石宝琇在为邵

老三个子女出版《秦岭摄影作
品集》题写的序言里，有这样一
段话：“邵勇老师是一位理想主
义者，永远充满童心，时刻都有
憧憬在心。所以，他的追求高于
时代的同行者，他的意境高于社
会现实。即使是到了晚年，他还

是那么拼着精力和时光，力争把理想变
为现实。”在邵老生命的最后时刻，还在
整理、编辑他一生的图像，尤其是费尽一
生心血拍摄的宝鸡民间非遗故事……

将理想变为现实，需要艰辛的付出
和努力，经受寂寞煎熬的韧劲和踏平坎
坷的勇气。从事企业新闻摄影工作二
十多年来，邵老的精神一直鼓舞着我。
每当我感到疲惫和迷茫的时候，就想起
邵老在摄影培训班讲座上的话：“一幅
好作品，那是真实融入了拍摄者的思想
轨迹，定格历史瞬间，展露了摄影者的
意境和格局，也艺术化地记录了自己的
创意和追求。执着，永远是干好任何工
作的前提。”

《秦岭摄影作品集》追忆了老人的
情怀和担当，也让更多的人去关注宝鸡
非遗精粹，激发更多摄影爱好者用温热
镜头关注民生，记录和歌颂伟大时代的
热情，执着前行，永不止步。

现代化的宏图哟，已光亮地摆上祖国的案桌，
那只是纸上的美景，要实现须奋战千万个回合。
面临的困难，犹如河中的石头又大又多，
进行的改革，很多瓶颈仍没有砸破。

但我们不怕，因为太阳和月亮是助阵的金鼓铜锣，
伟大的理想，已在人民心中燃起熊熊烈火。
困难的碉堡，纵有铁皮铜壳难以攻克，
意志的钢锤，一定会把一切困难砸成粉末。

我们不怕，因为长江黄河为我们祝酒大壮行色，
崇高的信念，在我们的血脉中涌起万顷洪波。
无论困难多么顽固、多么凶恶如鬼怪妖魔，
我们是过河卒，敢于与那些车马炮展开肉搏！

我们不怕，因为五星红旗炽热了肝胆和魂魄，
顽强的斗志，已铸成我们坚忍不拔的性格。
无论困难多么强大或像泥鳅一样难以捕捉，
我们的斩妖剑，一定将它们碎尸万段血流成河！

我们不怕，因为党赋予我们自信坚定沉着，
奋斗的精神，使我们有百分之百的胜利把握。
无论困难多么复杂、多么普遍藏在各个角落，
也要把它揪上擂台，敲碎它长角的脑壳！

我们有曾经失败的教训，甚至相当深刻，
深刻使人清醒，今后每一步都不莽撞不会出错。
我们也有成功的经验，而且生动丰硕，
每个环节和步骤，都会节节胜利一路凯歌。

困难是顽石，就把它切割成方砖加高楼厦的底座，
困难是沙漠，就用青山绿水为它披上春天的颜色。
困难是高山，让它在铁鞋打磨下乖乖俯卧，
困难是大河，用双桨征服它的巨浪洪波。

时代发展到今天，困难也有了“中国特色”，
它潜入精神领地，用柔软的方式行凶作恶。
打着假恶丑的旗帜招摇过市打家劫舍，
欲火已烧得人急功近利飞蛾扑火。

与精神的鬼魅较量，不亚于战场上的肉搏，
不过，我们已有了强大而正确的御敌对策。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尚方宝剑降妖除魔，
它具有原子弹的威力，一切困难都休想存活。

《向困难进军》，曾是诗人郭小川的杰作，
那诗句的炮口至今仍在喷吐烈火。
中华民族能从黑暗中一路胜利走向新中国，
也必能取得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伟大成果！

在炎黄子孙眼里，一切困难不过是沙粒一颗，
在中国人民心中，天大困难不过是冰雪一坨。
我们的热力、毅力和伟力能扭转乾坤、搅动银河，
战胜每个回合，我们已做好准备！

同 困 难 肉 搏同 困 难 肉 搏
□□苏兆强苏兆强

鼠肖形鼠肖形（（庚子大吉庚子大吉））
蒋绍琏蒋绍琏 篆刻篆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