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狮虎大战，难分难解，难
分胜负。老虎问狐狸，如何不
战而胜，击败狮子？狐狸建
议，用剩余的肉养两只秃鹰，
全面掌握制空权，增强不对称
打击力量，威慑狮子。如果狮
子不识时务，不知进退，就让
秃鹰啄瞎狮子的双眼，彻底打
残狮子，让它失去攻击能力。

狮子 派 老 鼠 在 虎 穴 卧
底，刺探情报；狮子得到老鼠
秘报，惊恐万状，感慨万千：
世人皆曰狐假虎威，哪知上
兵伐谋，虎借狐智，智胜于
力？老虎不养白吃白喝的闲
差，狐狸不助愚蠢鲁莽的野
猪；虎借狐智，吾命休矣！三
十六计，走
为上策！

虎借狐智虎借狐智
□陈仓陈仓

寓 言

在岸边彷徨与迷茫

把彷徨与迷茫投进水里

击中要害的水浪惊恐万分

流水无情，落花也忍不住疼痛和悲伤

吞噬一片片夕阳，残阳如血

我没有抽刀断水的力气

流水是砍不断的愁

千愁万绪也理不断

滚滚江水向东流，是自然规律

我没有道法可循

大江大河自古就能指路迷津

让我不要站在岸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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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在汪洋大海上航行

船长鼓足勇气

迎接每一次风浪

用心欣赏

每一缕阳光

用勇敢

躲避一个个暗礁

用智慧

穿越浓雾

扬起的风帆

是他自信的标志

因为前方的彼岸

定会是凯旋的港湾

船船

长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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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秦岭的石缝里走来
带着历史的挺拔和坚韧
从大山的峡谷里走来
流淌着终南的灵秀和诗韵

哦，沣河
肩挑沣镐两京
制麻纸、吃米皮、喝黄酒
吟诵千年《诗经》
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
周文王夜观天象推演八卦
周武王在这里治国理政
汉武帝在这里操练水兵
织女、牛郎在这里织布，耕地
播种爱情……

旌旗猎猎
战马嘶鸣
刀光剑影
两岸稻谷翻金浪
一河芦花送秋风

拂去历史的灰尘
喜看今日锦绣新城
沣西，沣东
高楼林立
车水马龙
人声欢笑
天高气清
时代脚步匆匆
前景一片光明

时时云雾掩关山，

处处牛羊植被欢。

绿草茵茵复碧树，

绵延百里入秦川。

云雾关山云雾关山
□伏萍

沣沣 河河
□诗村

怎样算老？70岁往上吧！只限于男
性。至于农字，顾名思义，不用解释，出
身农门，祖上没有家谱，能记得的上辈人
都是庄稼人。1949 年以前呱呱坠地，进
过夜校被扫盲识字，能认得自家的姓氏
和自己的名字。就是为种地而生，潜意
识里都视土地为命根子。上有祖父母、
父母，自认是养老送终来了，把传宗接代
看得比啥都重；下有儿女、孙辈，为他们
操心是命中注定的，不由自主，不打折扣。

赶上了农业合作化与人民公社，有过
一种新称谓，被唤作社员，是名副其实的
男劳力。一年四季参加集体劳动，干的主
要是体力活，具体干啥，每天得听生产队
长的吩咐或吆喝。一天按时出勤，挣一个
劳动日，被记工员记在个人记工簿里，个
人持有、保管着簿子，年终结算，按劳动日
换算口粮。一个劳动日顶（值）多少钱，各
生产队不一样，各年份也不一样，取决于
收成丰歉与年终决算。开春播种刻不容
缓，夏收碾打虎口夺粮，秋收冬藏争分夺
秒，累死累活还得指望风调雨顺。吃过大

食堂，吃了一阵子，就吃不下去了，只好散
伙，还是各家盘灶，各吃各饭。总不够吃，
好在还有自留地，种点菜，再打点麦子、包
谷。基本上是风里来，雨里去，没有一个
闲的时候，遇上农闲，又要参加农田基建。

日子正恓惶，风向转变了，几乎一夜
间，集体土地又包产到户了。谢天谢地，
日子还真越过越顺了。天也帮忙，要风
得风，要雨得雨，连年丰产，家里终于有
了吃不完的粮食。种啥，不种啥，都由着
自己。粮食吃不完，却又卖不上价，卖给
粮店吧，反倒“卖粮”难了。粮贱伤农，种
地越来越得不偿失，一年到头，打下的粮
食，抵不上化肥、种子钱。年轻人就坐不
住了，都进城寻活打工挣钱。在城里站
住了脚的，回村越来越少了；在城里混得
不怎么样的，没脸回村了。更多的年轻
人成了候鸟，开春出去了，过年回来了，

挣钱没挣钱，楼房是盖起来了，把外地的
媳妇也领回来了。常年在地里干活的，
都是上了年纪的，进城打工没人要的。
这一茬子人，就是他们！

多半辈子都在受苦，不知道啥叫享
福。习惯了穿破旧的衣服，没有审美上的
讲究，从头到脚都见补丁摞补丁。不求吃
好，只求吃饱；不管穿啥，暖和就行。也
抽烟，也喝酒，以旱烟为主，不拒绝别人
敬纸烟；不买酒，只在红白喜事的酒桌上
饮几杯。看重的是盖房子和给儿子找媳
妇，为此两件事，即使举债也心甘情愿。
头疼脑热不看病，扛，扛不过去才吃药。
不缺力，最缺钱。叫出力，他愿意；叫掏
钱，他就要掂量了。不是爱和人计较，而
是钱来得难么！总想攒钱，却把钱都攒
给了别人，好像就没有松泛的时候。轻
易不出门，出门怕花钱。有事才出村，没

事了在自己村里转，看见同龄人就过去，
圪蹴、立着都随便。听谝，也就是谝闲
传，没有远近，耳朵越来越背，逮一句接一
句，方圆几十里的新闻、旧闻也都进脑子
里了。不看报纸，也没报纸可看，自云是
睁眼瞎子，获取信息几乎全靠道听途
说。靠自己日积月累的经验判断是非曲
直，并选择信和不信。

眼看着村子天翻地覆，仍看不明白
世事。大树越来越少了，小楼越来越多
了；平地几乎全变成了庄基地，多半的楼
门都是铁将军把门。逢年过节，村里停
满了车子，热闹一阵，就像鸟儿一样飞去
了；不年不节的日子，村里空荡荡的，很
难看见小伙子，多半孩子也被接走了。
退耕还林了，开过的荒地又撂荒了，不养
牛羊和猪了，刨食的鸡也少了，连猫、狗
都稀罕了。草埋没了田间小道，草里有
蛇出没，走路能撞见野兔，野鸡竟在庄稼地
里盘窝下蛋。小时候经见过，追兔子、逮野
鸡曾经是童年的快乐，可追着、撵着不见兔
子、野鸡踪影了，如今忽然多得随处可见
了，却追不动了，连自己的影子都追不上
了。咱老农的心里，影子是自己的魂魄，撵
不上影子，自己是真老了。

老 农 □孔明

如果说巍巍秦巴山孕育了无数别致
景观的话，那么美丽醉人的许河水库就
是遗落在秦巴山的一块“翡翠”。

许河水库又叫许家河水库，位于安
康市汉滨区东部的关家镇，距安康城区
18公里处，1959年 12月建成，是一座以
灌溉为主，兼顾防洪、养殖和
张滩镇集镇供水的中小型水
库，水库水域面积 300多亩，
总库容380万立方，平均水深
约9米。

河是大家的，水库也是
大家的，可偏偏这河叫许家
河、水库叫许家河水库，皆因
这一带许姓人家居多，更印
证了人逐水生、水因人名、人
水相依、人水相亲的道理。

发源于旬阳县段家河镇
唐庄村的许家河，集山间雨
露，携花草芳香，汇天地灵
气，以清纯可爱之姿态，一路
向西，在洛河、关田、乌龟
垭、磨沟辗转翻腾，然后一
头扑进许家河水库的怀抱，
与从四面八方而来的磨沟、
李家沟、王家沟在水库里，
欢歌曼舞，追逐嬉戏，上演
了一幕幕精彩表演。

站在山上看许家河水
库，犹如天上瑶池降落人
间，明亮地镶嵌在群山中
间、盆地中央，这时，你会不
由自主感叹前人的智慧，他
们巧妙的在盆地最窄的缺口，上了一个
钢筋水泥卡子，截出了这个明镜般的水
库，成就了一处美景。

许家河四周环拥张家山、滚子山、
天山等山脉，点缀山间的是无梁殿、藕
石崖、苍龙洞、黄龙寨等自然景观和名

胜古迹，它们恰似上天派驻许家河水库
的守护神，为秀丽多彩的水库增添了浓
郁的神秘色彩。茫茫蓝天、悠悠白云、
阵阵松涛、淙淙溪水，高峡平湖、袅袅香
烟、牛羊成群，便是大自然挥洒绝妙手
笔为许家河水库精心绘就的壮丽画卷，

只有用心倾听、用心观察、
用心思索、用心鉴赏，才能
慢慢品读出蕴含其中的无穷
魅力。

庚子仲夏，住在许家河
水库边上的好友王业文邀请
我去他家避暑，这是我第一
次近距离观看许家河水库，
欣赏到的是另一番景致。坐
在阳台上，许家河水库就在
脚下，一眼望去，水库清澈
透明，碧波荡漾，鱼儿撒欢，
虾儿潜翔，湖面上荡漾的游
船为水库增添了无限活力；
岸边杨柳依依，鸟儿歌唱，有
人支竿钓鱼，独享那份宁静；
连接两岸的铁索吊桥上，一
群群游人欣赏着水库风光，
环绕水库四周的公路连接起
一座座崭新的楼房，核桃、蚕
桑、红薯、山楂在山坡上旺盛
生长，红薯粉条厂、食用菌
厂、养牛场散布在山坳里，一
切随形就势，恰到好处，层次
分明，让人陶醉。

在朋友家中，我看到了
几幅写着“捐资助学皆因

爱，善行家乡情如海”“无私援助，真情
帮扶”的锦旗，我突然明白一个道理：
许家河水库的美，不仅是自然造化的
美，更是人心善良的
美，这样的美恒久绵
长，韵味无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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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不美，家乡水，亲不亲，
故乡人。每个人都眷恋着自己
的故乡，故乡的山山水水，故乡
的风土人情，都种在心里，在任
何时候任何地方，我都割舍不
了对故乡这方热土的眷恋。

家乡的一条河流，丰润着
方圆几十里，以盛产小麦水稻
为主，名副其实的鱼米之乡。
那些年代，在农业学大寨的影
响下，家乡人积极治理河道，挖
潜扩灌，修田造地，弃旱种水的
劳动场景，至今留在脑海里挥
之不去，一河两岸的小麦长得
绿油油，一眼望不到头，春季走
过田间地头时，面对绿浪翻滚，
河风顺畅，鸟儿鸣叫，花儿绽
放，人一下子淹没在茫茫绿地
之中，瞬间变成了麦株。到了
夏收时节，一河两岸金灿灿的
一片，呈现出一幅多姿多彩的
丰收画卷。饱满的麦子，已经
成熟在望，笔挺的麦秆，摇曳
浅笑，望着农人们一张张充满
喜悦的笑脸。少年时的记忆被

麦田唤醒，掐几束饱满的麦穗下来，带着麦芒轻轻揉
搓，不一会儿就将薄薄的壳衣脱离出来，低头对着它轻
轻一吹，纷乱的杂屑就顺风飘飞，丢进嘴里嚼起来，满
腔麦香留存在唇齿间。此时的眼里不是麦田，而是随
着季风吹动的方向，波涛起伏的大海，是绿野蓝天下荡
起的金色希望。

那个年代割麦时互相请工换工，亲朋好友互相帮
忙，学堂里的孩子们也前来帮忙割麦，支援三夏大忙。
农忙季节人们都很忙碌，村子里几乎没有闲人，只有老
年人在看家护院，寂静空旷。麦子加工出来的面粉又白
又细，做出来的手擀面、凉面筋道，爽口润心，特别是农
村手擀面，成为农村生活的一道美食。农村的巧妇们，
还用面粉做成馒头、花卷、油饼等面食，再配上当地的酸
菜，太美了。那些年代在农村流行这样一句话“三天不
吃酸，走路打蹿蹿”。说的就是农村的酸菜面、酸菜拌
汤。那时的麦子，颗粒饱满，加工出的面粉也正宗地道，
做任何面食吃都有淡淡的清香和麦香，味道悠长，农村
手工制作的挂面和馒头也成为城里人抢手货。

小麦收割完毕，就赶上了灌溉犁田插秧，节令不等
人，一茬接一茬，那时农村最忙的要数开水、放水、守水，
居住上游灌溉优越，上流下接，下游灌溉困难，放水时上
渠道守水，来回在渠道上下巡水。困了就睡在渠道边
上，忍受蚊虫叮咬，还得提防毒蛇的侵袭。水放到田里
后，牛下田了，苦了老黄牛，勤劳的老黄牛不辞劳苦，听
从主子指挥，犁铧在飞驰，泥浪在翻滚，一排排浊浪在田
里“潮起潮落”。

插秧开始了，拔秧苗的拔秧苗，插秧的插秧，水田里
哗声一片，人头攒动，不到一袋烟工夫，一块水田便“上
午一片黄，下午一片绿”了。那时候，家乡的白米白面在
西路坝一带很有名气，收获季节，在市内工作的机关干
部都到家乡去购买新米新面吃，家乡人厚道、善良，卖出
的米面都是精中选优。在 70 年代，家乡盛产的“一根
稻”，做出的米饭软糯、耐嚼。家乡人日子过得悠闲，受
人羡慕，麦香、稻香永远留在记忆的长河里。

事过境迁，一河两岸再也看不到金黄的麦穗和金黄
的稻穗，也再也见不到火热的劳动场面了。家乡人再也
不耕种小麦和水稻了，年轻人都远走他乡打工谋生，吃
的米面油也都是从商场购买，尽管方便快捷，却总也吃
不出曾经的麦香稻香味了。

故
乡
的
眷
恋

□
李
永
明

屐痕处处

国画 赵雪原

咱
们
工
人
有
力
量

叶
舟

摄

常听人说，当你拥有一件东西的时
候，往往不懂得珍惜，一旦失去了才知道
它的宝贵。许多已经走过大学时光的人
都有如此感慨。然而，“百金买骏马，千
金买爵禄，何处买青春？”

是的，潺潺流水般的岁月带走了我
的大学生活，我再也不可能拥有那样
的时光，也许正因为我再也不能拥有
那样的时光，所以我更不能忘怀，并时
常魂牵梦绕着它，正因为到了工作岗
位的我才感到曾经大学时光的珍贵、
学生时代的乐趣。

现在，当我每每看到享有青春时光的
大学生们，我真的很羡慕。在羡慕的同
时，记忆的储藏里，那带着生机、带着活
力、带着天真、带着无忧和带来微笑、带来
舒展、更带来一路歌声和一腔热血的盎
然大学时光历历在目，并使我如痴如醉。

诚然，那时的我还不成熟，也曾经历
过失败，经历过坎坷，但我不会绝望，更
没有用绝望把五彩斑斓的天空抹黑，也
不会对着星空发出“出门即有碍，谁谓天
地宽”的兴叹，也不会对着大海喃喃说出

“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的

哀怨，因为我清楚地知道“我就是我”。
“我就是我”使我鼓足了生活勇气，

增添了拼搏的豪气，激发了求胜的欲
望，把克服困难、超越坎坷、排除艰险视
为一种人生乐趣，使我能够睁开双眼打
量那绚丽的景色，让人类的灵光穿透黑
暗的幽谷，让智慧的火焰燃尽以往的悲
哀，用劳作、汗水浇灌明天的成功。

现在我也常常思量已过去的大学生
活，探究它的内涵和外延，大学时光不是
一篇“文摘”，它不接受平淡，只收藏精彩；
它是一个完整的乐章，无论成功还是失

败，它都不会在你背后留有空白；大学时
光也不是一次彩排，走得不好还可以从
头再来，它绝不给你第二次机会，走过去
就无法回头，只留下遗憾、留下无奈。大
学时光是一部书，所有的章节必须用汗
水和拼搏撰写；大学时光又像是一次旅
行，应该把途中美好的景色尽收眼底，不
能因为途中的劳顿和疲惫而错过每一处
赏心悦目的风景。因为错过风景就是错
过心情，就是错过旅行的意义。

大学时光只有一次，要珍惜，要把它
装扮得更加光彩。

别了，我的大学时光
□雷颖泽

笔走龙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