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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岳父薛晋颖，称其为老，一则因
为年龄大，时年 95周岁；二则因为资格
老，1941年即参加革命；三则因为我为人
婿，亦整整已是 40载过去。三者居其一，
都可谓老。

我入其家门之时，他作为被砸烂了
的“公检法”领导，还没有被落实政策，蜗
居在县木材公司当领导。那一阵，许多人
都在找组织申诉、哭诉，甚至闹诉，找组
织要求落实政策，他却置之脑后，一副淡
然，认真履行着不属于他那个级别的职
责。他的这种淡然，牺牲了他本该前途似
锦的仕途，阻滞了他在更重要的位置发
光。我曾问他：怎么不找组织？他说：“干
甚都一样，组织会考虑。”这一干就是 8年
之久，他没有因为对他的不公而怨恨，也
没有因为多年远离权力而焦躁。他尽心
尽力地做着自己分内的事。而等到落实
了政策，他也临近离休的边缘。

他是一个固守原则的老人，不论是
在家还是在单位，一贯如此。记得一次
我去木材公司看他，他正大声训斥一个
女职工，起因是那个女职工洗衣服的时
候不关水龙头，任自来水随意流淌，他还
坚持让这个人要写出检讨。这事被人背

后说他是小题大做。即便是偶尔来我
家短居几日，看到我们洗碗时水流太
大，他也会气恼地推开我们自己上手，
或是告诫着把水龙头关小。记得我们结
婚的时候，买不起市场上的家具，需要自
己做，请他给批一点木料。他第一句话
说的就是，“要问问政策允许不？”虽然木
料还是如期批了，婚也如期结了，这个老
岳父的可爱，也深深扎在了心里。

上世纪 60年代的动乱时期，公安局
的职能完全瘫痪，他却依然按时上班，看
看有没有事情可办。有一天，他被造反
派绑在公安局大院的树上，用枪逼着他
说出枪支弹药藏在哪里。他的身上挨了
数不清的拳打脚踢，脸上也是青紫多处，
他咬紧牙关硬是没说，直到松绑后瘫软
在地上。我问过他当时为什么不说，他
瞪着眼睛说：“那是国家的东西，怎么能

交给坏人，那该会死掉多少人！”
他在公安局当领导时，交通工具匮

乏，办案从来都是骑自行车去街道、乡
镇。即便是到了木材公司，单位有了车，
他依旧故我。直到他离休在家，我在企业
任职，车来车往的时候，他还对我说：“节
约着用。”这份自律的节俭，很使人受益。

他离休后依然像上班时一样，对于
国内、国际大事，保持着高度的关注。
每天早晨的报纸、午间新闻、晚间新闻，
他从不落下。晚年他患了白内障，视力
极其不好，电视已经看不清楚，但每天
晚上 7点，他还会端个小板凳坐在电视
机前，认真听着播音员的每一句话。他
时时和儿孙们探讨时局，评论国际大
事，得益于他每天坚持不懈的学习。直
到辞世前的十来天，他还躺靠在沙发上
听抗击疫情，交待儿孙们要听政府的

话，守在屋里，不要乱跑。
因为生活在不同年代，我们对待社

会事物的看法不尽一致，常常会有观念
冲突。最初几年，只要我说点出格的
话，他都会大发脾气，训斥得你焦头烂
额，无言以对。在别人看来，好像是翁
婿二人感情不和，跟人讲起缘由，都会
引起大笑不止。后来，我学会了对他理
念的尊重，他学会了对我语言的包
容。我们待在一起的时候，我会倾听
他讲诉战争年代的惊险和建国初期的
慌忙，也倒多了一些调侃的幽默，愈发
觉得老岳父的可爱之处居多。

他当年刚参加革命工作时，曾在文
工团工作过一段时间，练就了一些器乐
技艺。可是自打南下陕南，常年在地方
政府和公安局工作，根本没有空闲再摆
弄这些喜好。我想，那些年他的心里也

一定是痒痒的。在他到了木材公司工
作的时候，有了许多的空闲，他就又把
青年时的喜好捡了起来，二胡、板胡、三
弦、月琴、唢呐、笛子，各班武艺，他都可
以操持几下。二胡、板胡、三弦尤为拿
手，八路军里的歌曲首首会唱，可见战
时的文工团造就了多少多面手。

离休后，组织上安排他到汉中生活，
他在离开了熟悉的环境后并没有多少陌
生，也许是因为年轻时的南征北战与南
下后的扫匪下乡，他早已习惯了这样的
生活。到了汉中的他，在老干部活动中
心迅速找到了自己的存在。他发现老干
部中有一些山西南下干部，喜欢家乡的
晋剧，这正是他青少年参加革命后喜欢
的事情。他要和大家一起组建一个晋剧
组，把嘹亮在三晋大地的乡音在汉江之
滨唱响。他与赞同这事的老干部一起找

领导，得到领导的支持。就这样，一支以
老干部为骨干的晋剧组成立了，他先任
艺术顾问，继而任组长，他在这浓郁的乡
情乡音中找到了曾经的年轻。这支经历
过战争的老年晋剧队伍，似乎成了他晚
年最大的挂念。他在这个晋剧组里，一
干就是 30多年，每周雷打不动去两次，享
受着为人师尊、诲人不倦的快乐。他在
家里的空余时间就是整理晋剧剧本，抄
写晋剧曲谱，或者是照着曲谱拉板胡唱
晋剧。晋剧组的所有曲谱，都是他亲自
抄写，又掏钱复印，然后交给组里的每一
个人。晋剧组成了他的第二个家。我
想，这一定是他对少小离家、远离故土的
一种感情补偿吧！他痴迷的晋剧组里，
流淌着三晋山河的亲情和音韵，流淌着
一个游子不曾在父母前尽孝的愧疚。

他在居住的小区，几乎无人不识，
被人尊称为薛老。这大约是因为他资
格老而又为人谦和、乐于助人。他会
把自己不用的东西，送给小区需要帮
助的人，他会和小区的保安、保洁交朋
友，他会大声训斥占道的司机，他会给
乞讨的人买吃食……对人，无论熟悉
还是陌生，他都怀有善意。

近年，国家给这批老革命颁发抗战
胜利和建国 70周年的共和国勋章，这是
这个国家为数不多的人享有的国家荣
誉，他佩戴上勋章后都很动情。有一次，
我看过他的勋章后问他：“这辈子你有
什么遗憾的事没有？”他说：“没甚遗
憾。没做过甚大事，但对得起党，对得
起国家，对得起家人。”他说这话的时候
很严肃，两眼闪光，像是对自己的宣言。

我与老岳父相处的这 40年，他说的
这话我信。

然而，在这个冬春交集之时，慈爱善
良的老岳父，没有等到春天的柳绿花
俏，没有走过眼前肆虐的寒潮，在国人
抗击灾难的关键时期离别了这个世
界。没有花圈，没有哀乐，没有送别，没
有追悼，甚至连亲人们都困于各地，不
能集于一起送他最后一程。正像他参
加解放这片土地时，来了，没人知道，今
天他走了，依旧没人知道……

老 岳 父 □刘殿华

2015年获得抗战胜利70周年荣誉勋章

盛春之际话清明
□春草

初春的日子，关中的天气乍暖还寒。
斜阳拂面，虽感丝丝暖意，晴空的气息在
淡 淡 的 清 新 中 依 然 透 着 贪 玩 式 的 雾 霾 。
庚子的春日，又给这难以名状的天气添加
了忧愁。急切的心盼着清明的到来，想必
那时已是风和日丽了。此情萦绕，觉得日
子就犹如仲春的脚步慢慢延伸，愈加吊起
了等待清明来临的胃口。

古人挺聪明的，晓天文、知时运。于是
乎，二十四节气诞生了。你别说，节气的时令
还是挺准的。我对友说：“秦川是我国农耕文
明的发祥地，节气亦源于此。”。博学的朋友
说：“据考是如此”。我又说：“咋不是呢？你
看说是2月4日下午5点立春，5点之前天气还
冷，5点之后如细心感应，觉得这时开始，天气
不像以前那么寒了，感觉到了微微的暖意，你
说怪不怪？”友说：“真是这样的。久居秦岭北
麓的大地，深感幸运便是了。”

处在仲春与季春之间的清明，它是二十四
节气当中最有人文内涵的节气之一。深蕴时令
的特点，踏青、采青、游春、戏春已是对大自然的
应景了。这踏、采、游、戏之间，便诞生了许多名
诗大作，西晋陆机叙说清明：“迟迟暮春日，天气
柔且嘉。元吉隆初已，濯秽游黄河。”唐张继有
诗道：“春草青青万顷田，……清明几处有炊
烟。”南宋吴惟信说清明：“梨花风起正清明，
游子寻春半出城……”说到踏春，古时早已
有之。远古时，先民祈天时、顺农耕，故有耕
桑祭祀的习俗，演绎中有了探春、寻春之
意。城镇出现以后，又有了郊游之说。踏青
道出了中华民族重视自然、顺应自然，天人

合一之理念。浩瀚乾坤，大千世界，人与动
物一样，在这“大”与“浩”之面前，不光是小，
小到可怜；还显“卑”，卑微到苦楚。所以，先
民早觉知，要顺应自然、遵从自然，与它和谐
相处，于是大自然馈赠了众生许多，使这泱
泱草民得以安身，得以休养生息，得以调理
衍生。这支生活在长江、黄河两大流域，处
于昆仑、秦岭山下的民族，血脉延续、生生
不息。如今有些事情值得反思，挖山砍树、
拆旧乱建，肆无忌惮得让人心痛，那么一点
利益就值得我们全然不顾，不觉愧对祖先、
子孙？我想，尊崇自然应当作为一种理念，
应当进入每一个民族成员的血液，成为潜意
识，自然地、下意识地践行，当遵从、顺应、维
护、美化自然成为社会风尚的时候，想必清明
节的意义将新生。

说起人文之意，清明节的重要性还在于
扫墓、祭拜祖先。这便是清明，不仅是节气，
而且成为节日的特性了。它是我国重要的

“时年八节”之一，蕴含了精神信仰和节俗礼
仪的重要内容。如同信奉大自然一样，信奉
祖先，已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标识，

更是孝道文化的重要载体。节日的重要作
用，不仅仅在于亲友之间的团聚，更在于心
灵的交融，亲情的唤醒，感情的慰藉。毫无
疑问，清明节扫墓祭祖的主题，提醒活着的
人们缅怀先祖，传承和弘扬家族文化，承袭
家风家德，这是家国天下情怀的温情体验
和体现。中华民族始终重视家庭的重要
性，可以说，家为国之基，人为族之本。家
风维系民风，牵涉村风、街风，是社会风气
构建的基石。社会是一个集合的概念，家
庭是细胞，成员是血脉。传统文化强调公
正善行，强调公民个人的勤劳朴实，劝诫和
约束了社会成员的个人行为。当每个社会
成员都有文化、讲礼仪、守责任、敢担当、讲
文明、遵规则、履公约、担义务，那么这个社
会一定会是有秩序、有规则，积极向上，充
满生机与活力的社会。由此引发思考的热
门话题，便是教育，许多有识之士以为，太
多人重视知识、技能教育、培养，缺少了道
德文化的厚植。人不仅仅是生产力，不仅
仅是创造财富或者是赚钱的劳动力或工
具。人还是生产关系的组成部分，是上层

建筑构成和研究的对象。教育不仅仅要传
技授识，更重要的是塑造人。有能力、讲道
德的人，才是文明社会所需要的。社会精
英首先是道德英雄，一个文明的、成长进步
的社会，其主流必定是讲公德，有礼貌，勤
劳的。民主和法制现代社会的基石，公民
的文化道德素质则是基石的基石。

说到清明的主题，还是规示、劝醒活着
的人们，不忘祖先、不忘家族的训约，提醒和
善诱人们履行责任，为家庭、为家族、为民族
作贡献。所以说，不能看淡了扫墓祭祀。小
时候随大人到祖坟祭扫、烧纸，还要把蒸好
的包着鸡蛋的礼馍在祖坟上滚动，均为祭食
祖先之意。礼仪的程式文化的载体，幼小的
心里想的是如何做人，怎样做事才对得起祖
先，家风教育的种子便悄然种下了。

清明还有旷野清丽，大气畅明之寓意，
自清明始，万物新发，生机勃勃；春意盎然，
桃李争艳；樱红柳绿，清流潺潺；山川秀美，
流连忘返。漫步田埂翠岭，看青翠欲滴、蜂
拥蝉飞；听溪水声声，燥热的心安宁静化。
息坐于碧峰之下、秀水之滨，细风拂面，如绸

柔鬓；行走于川野秀垄，满目翠色，盈心润肺，
独自穿梭于山涧小径，静穆雅得，都能听见心
脏的跳动声。此时，任尔淹没于大山翠岭中，
哪分得清人和大自然呢！徘徊于青翠宁静的
美景之中，浮想联翩，亲近之情，和善之心，油
然而生。可见郊游踏青，其义可见矣。

清明的习俗有很多，虽南北有异，但意
思还是停留在“寒食节”，踏青寻春，敬祖祭
扫。除扫墓祭祖、踏青之外，还有植树、插
柳、放风筝、荡秋千、拔河、蹴鞠、斗鸡、蚕花
会等，这些习俗都具有赏春、戏春之意，但终
归脱离不了礼敬祖先、慎终追远和采青野
游、亲近自然之两大主题。

庚子年的清明节，这些意思显得尤为重
要了。荆楚疫情波及全国，国人居家隔离的
日子，多了亲情，多了宁静，多了思索。更为
重要的是，举国动员，团结一致，抗击疫情，
取胜在望。

中国力量 、制度优势已欣然若显，难
能可贵的是对生命的尊重，人和生命是历
史和社会的本源问题。只有关怀人的制
度才会得到多数人的支持和拥护，也只有
关怀人的制度和社会，才会得到其他制度
和社会的尊重。值得可喜的是，从知识贤
达、社会精英；从官员干部到普罗大众，共
识的是对自然的敬重，与万种生灵们的和
谐共处，想必这既是对传统文化的传承，
又 是 对 现 代 化 建 设 的 感 悟 ，是 对 治 理 能
力、治理体系现代化的
领 会 与 实 践 ，真 是“ 病
树前头万木春”。 笔走龙蛇

慕名携友去杜堡，芝樱花海沁心扉。万紫千红一片
春，车马喧叫笑声飞。

在人们的想象中，芝樱花与樱花应该会有很多相似
的地方，都是枝头开花，艳丽芬芳。然而芝樱花并没
有追随人们的意愿绽放在枝头，而是伸长纤细的腰肢
和婀娜的身躯覆盖地表，把大地装扮得五彩缤纷。远
远望去，紫的、白的、粉红色的花海里，各种各样花色

的图案一片绚烂，令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朵朵小
花形成大片花被，在蓝天的映衬下，犹如一条彩色地
毯铺盖在地面上，仿佛仙女散落在人间的花毯无比妖
娆，显得格外靓丽美不胜收。就如诗中描写的那样

“身姿娇小竞婀娜，一任芬芳贴满坡。老少寻香频媲
美，只因群力众心博”。

朋友，去吧！去花海里自由徜徉，享受人间美景吧！

那片迷人的花海
□胡凌

听久石让先生的钢琴曲
《雨》，连忧伤都有一种舒适透
气的感觉。

下雨的时候，叶子与花瓣，
都会随着水珠而眯着眼睛，雨
水有大有小，大雨倾盆时，向日
葵被不断冲刷，周围的花瓣几
乎全部散落。打伞行在路上
的女子，泪流满面，披肩的长发
与不间断的雨珠，一黑一白相
随映衬，仿佛一切都是无言的
结局。而那隔着玻璃听雨的中
年女子，看着窗外的树叶、花
园里的花朵，在雨中纷纷低眉
的表情，便想起了他们，曾经
在雨中携手的日子。细雨时，
一个有品位的男人，一个人在
雨中漫步，打一把花雨伞，穿
黄色的风衣，这样的他是不是
比一个微笑的他更加亲切。

青色的麦子在雨中张开了
摇曳的裙摆，少女们都睡着了，
她们都在梦境中，她和他在雨
中奔跑，她和他在雨水中相
拥，如此多的玫瑰花，如此多
的桃花杏花，都在微雨中盛开了。其实是在黑暗中，在
黑夜的森林里，草丛中钻出了更多的花朵。那个时候，
我们都在睡梦中，有雨声伴着入眠，感觉好极了，即便
是一个痛苦的人、一向都失眠的人，在有雨的夜晚，也
会更容易入睡。我喜欢下雨的日子，在下雨天，一个人
在房间里阅读、遐想、写作、回忆往事，又清爽又干净。

花朵与草叶、树枝与墙壁在雨中，晶莹透亮的雨
珠徜徉在一片片叶子上，一个女人站在窗前，雨水冲
刷玻璃，雨水梳理着她的思绪。人类的痛苦也是美丽
的！所有优雅动听的音乐，都带有淡淡的忧伤，这种
忧伤就是花草的味道，在绿叶中盛放，这个世界有多
少绿色的植物，她的品格就是那浓郁的芳香，就像你
用柔滑的十指，轻轻抚摸我的感觉。

雨后的天空最美丽，一条小路从森林中穿过，我
想骑着自行车去旅行，在绿色的草地上晒太阳，我身
边的那些树就是我的朋友，我想在油菜花开的日子，
去拍摄牧野的牛羊，我用这些美丽的文字记录你，你
也许在游船上面，你的周围不是大海，是春暖花开的
小镇，是一个小鸟飞翔的村庄，我想我们应该在那里
有一座小房子，那是我们一生的宾馆。

音乐会让生活充满灵性，我们每个人都会听音乐，在
艺术中升华自己，要不断读书，尤其是欣赏文学作品，如
果在优雅的音乐中去感受文学，你的艺术品味会更高，艺
术高于一切，一个人如果对文学、音乐、绘画多少懂一点，
就会变得更优秀，更加富有创造力和想象力。

久石让先生是一个充满智慧的音乐家，是一个充满
活力的坚毅的老先生，他的作品旋律优美，在动人的音
符中呈现出来的，是人与自然的融合，在优雅的乐曲中
让人回味那些忧伤美好的往事，多愁善感又洗涤人心。
听他的音乐，你的眼中就是故事，就是爱情与诗歌。

听
久
石
让
的
《
雨
》

□
韩
彬

当大红的灯笼高高挂起
当憧憬的春联刚刚贴好
当妈妈的饺子刚刚下锅
当团圆的饭菜刚刚上桌

湖北告急
武汉告急
一场与“瘟神”的战役打响
一声召唤
你逆行而上
行走在战“瘟神”的队伍里

没有豪言壮语
只有用朴实的行动证明
你是一名救死扶伤的医务工作者
你没有时间和家人交流
你没有时间和孩子通话
你把有限的时间全都给了病人

让他们受惊的心得到抚慰

你的坚守
你无微不至的照顾
你的笑意
你的呵护
正是有了你
有了你们
武汉必胜
湖北必胜
中国必胜

看
快看
那一束金黄的山花开了
那是迎春的第一朵山花
待你送走“瘟神”
待你胜利凯旋
我们用遍野的山花向你致敬

用春天的山花致敬用春天的山花致敬
□艺洁

父亲故去

木门上锁

栽一棵木瓜树

在老家门前

春天，回去时

它摇曳一树飘香的繁花

像母亲笑盈盈地

远望着迎接我

秋天，回去时

它挂满硕大金黄的果实

像父亲，把自种的瓜果

捧在手中，让我们品尝

栽一棵树

孵化鸟鸣，守住

不舍的故乡

栽
一
棵
树
守
住
故
乡

栽
一
棵
树
守
住
故
乡

□
月
亮
红

一掬黄土

一把泪水

堆起一个句号

贫穷，富裕

衰败，辉煌……

所有的所有，都在这里

这是人的归宿

灵魂也不排除

只有，无尽的省略号

伴随着杏花村的细雨

在牧童的鞭梢思念

清清

明明
□
周
养
俊

九寨仙境 高博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