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电话：029-87344644 E-mail:grbfkb2008@163.com

视 野编辑：刘诗萌 美编：张 瑜 校对：白艳红版4
2020年10月20日 星期二

社址：西安市莲湖路239号 邮政编码 710003 广告经营许可证：陕工商广字01—018号 陕西日报印刷厂 本期零售价壹元

难忘华阴难忘华阴难忘华阴难忘华阴难忘华阴难忘华阴难忘华阴难忘华阴难忘华阴难忘华阴难忘华阴难忘华阴难忘华阴难忘华阴难忘华阴难忘华阴难忘华阴难忘华阴难忘华阴难忘华阴难忘华阴难忘华阴难忘华阴难忘华阴难忘华阴难忘华阴难忘华阴难忘华阴难忘华阴难忘华阴难忘华阴 （（（（（（（（（（（（（（（（（（（（（（（（（（（（（（（ 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二 ）））））））））））））））））））））））））））））））

钩 沉

不同的时代，往往会有不同的
时间观。

中国古代是以“地支”计时的。十
二地支就是对应的十二生肖。圆明园
十二铜兽首水法（喷泉），到了相应的
时间就会喷水。一天二十四小时被分
为十二时辰。到了一百多年前的清朝
末年，有西洋进口的钟表开始流行，这
样一天又被分为二十四个单位。天
朝泱泱大国，把自己的计时叫做“大
时”，把西洋的计时方法称为“小
时”。从现代的观念看，一天分为二
十四小时似更加利于“时间管理”。
但古人其实是十分珍惜光阴的，所谓
一日之计在于晨，早起三天而当一
日，也有古训一日之计在于寅。寅时就
是凌晨三点到五点。这就是皇帝开始
办公的时间。难怪雍正有“为君难”印。

古代晚上是要起更的。打更的
更夫也起到了维护社会治安的警察
的作用。一夜分为五更，晚上七点到

九点为初更，九点到十一点为二更，
十一点到翌日一点为三更。三更就
是半夜了。凌晨五点钟更打完，意味
着天亮了，开始工作了。大臣们每天
上朝，就大约在这个时候。更有住在
城外的汉人官员凌晨一点即要动
身。清朝的汉人官员若非皇帝恩宠
是不得住在城内的。

清朝的时候钟表已经在上层社
会流行，《红楼梦》里的贾府已经有
自鸣钟了。

曾见赵之谦“一月得四十五日
居”篆书条幅，表达惜时之心。不论
阳历还是阴历一月最多也只有三十
一日，怎么会有四十五日？《汉书·食
货志》记载：“冬，民既入，妇人同巷，
相从夜续，女工一月得四十五”。颜
师古注云：“一月之中，又得夜半为十
五日，共四十五日”。冬天日短夜长，
妇女认为夜长则浪费时间，故而有夜
间做工的事情。

第一次去上博印章馆，我印象最
深的就是一方“三余堂”印（“随庵”双
面印）。“三余”语出《三国志·魏志·董
遇传》：“冬者岁之余，夜者日之余，阴
雨者时之余”，又可见古人之惜时。
白石老人也有“三余”即一张图上画
三条鱼，题字“画者工之余，诗者睡之
余，寿者劫之余。此白石之三余也”。
苏东坡曾有“无事此静坐，一日当二
日。若活七十年，便是百四十”，也反
映了一种时间观。面对苏东坡的这
首诗，我也有这样的想法。恩格斯讲
过，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只有在精神
第一性和物质第一性上才有意义。
他还说过唯心主义是人类认识之树
上那朵不结果的花。诗歌绘画这样
的艺术，又何必要让她结果呢！

前几年初次到深圳，见到“时间
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这是那
个时代的壮语。

□施之昊

中国人的时间

宝鸡市是周秦文化的发源地，
剪纸艺术源远流长，千百年来剪纸
不仅是精巧手工技艺的展示，更是
作为一种审美方式和情感纽带在民
间代代传承。宝鸡剪纸题材广泛，
世间万物无所不及，花卉盆景、飞禽
走兽、亭台楼阁、山川人物等图案在
翻转之间跃然纸上，或构图丰满富
于变化，或疏密相间流畅生动，或粗
犷豪放古拙乖巧，呈现出一个丰富
多彩的剪纸艺术世界。

宝鸡市千阳县的精怪剪纸历史
悠久，根据迄今健在的传承人陈述，
主要是通过“高祖母传祖母传母亲
传女儿”这种家庭内部沿袭的方式
传承，其民俗载体传说与傩（nuo）
舞、《西游记》唐僧取经故事有关，
是宝鸡剪纸中的独有品种。千阳精
怪剪纸的染色以单色和对称图型为
主，附带少量印染、熏染和不对称图
形。精怪剪纸张贴时间集中在年节
和人生仪礼之时，张贴空间集中在
居室的门窗、顶棚、炕墙、灯、轿之
上，功用主要为辟邪纳福、美化装
饰、营造气氛。

千阳精怪剪纸的主要造型有以
青蛙（蟾蜍）精、蛇（俗名长虫）精、

蚰蜒精、蝎子精、蛛蛛（蜘蛛）精等
为一组的五毒精；以鼠精、牛精、猴
精、龙精、羊精、鸡精、兔精、马面精、
猪精为主的生肖精；还有白骨精、琵
琶精、龟精、鱼精、狮子精、凤凰精、
蝙蝠精、蜗牛精、河蚱精、螃蟹精、瓢
虫精、树精、石榴精、菊花精、碗精等
其他精怪。这些精怪造型的共同特
点是人头兽身、上下直立、张牙舞
爪、面目狰狞并手执长矛大刀之类
的利器，整体构图都较简单。

陇县染色剪纸是彩色点染和剪
纸技艺相结合的一种艺术形式。染
色剪纸主要分布在宝鸡市陇县的东
南镇、城关镇、天成镇、曹家湾镇和
温水镇。分单色染和彩色染两种，
形式有窗花、门笺、顶棚花、炕围
花、挂帘、枕花、桌裙花、鞋花、结婚
双喜花、衣物佩饰花、神龛贴花等，
以窗花最为普遍，所以当地又叫

“染色窗花”。
陇县染色剪纸选用白而薄且有

韧性的宣纸、竹纸、粉连纸、白麻纸
等，根据图案样子、大小下料。一沓
纸约 50 张，将样稿或熏样覆盖其
上，用纸钉连缀固定，再以刀具沿图
镂刻，刻时要求直上直下，保证线条

一致形象完好。将刻好的剪纸放
在蒸笼里蒸 10 分钟，使纸张柔软
有湿度。染色时 10 张一沓，用调
和了酒精的红、黄、绿等色分别从
局部进行染色，让各种颜色自然渗
化。为防止串色或起皱，成品要放
到热炕上压平烙干，再放到纸箱中
用板压实以防卷曲变形。每年腊
月，民间艺人将制好的染色剪纸拿
到集市销售。如今宝鸡大部分县
区的染色剪纸已经失传，唯独陇
县产销两旺。

陇县染色剪纸题材有花鸟虫
鱼、飞禽走兽、戏曲人物、传说故事
及生产生活场景等，以造型和设色
见长，色彩丰富典雅，形象生动活
泼，风格古朴细腻，颇具传统文化意
蕴与民俗民间趣味，是宝鸡乃至陕
西省剪纸艺术中独具特色的一种。

除千阳精怪剪纸、陇县染色剪
纸外，宝鸡剪纸还包括岐山剪纸、
凤翔剪纸等剪纸艺术。目前，千阳
剪纸、陇县染色剪纸、岐山剪纸、凤
翔剪纸、扶风剪纸、眉县剪纸已先
后列入陕西省、宝鸡市非物质文化
遗产名录。

□范婷 雒旭阳 杨玲玲

领略非遗文化的魅力——宝鸡剪纸

风雨人生路，江山万里行。漫漫征程，何
以为家。

我工作单位在铜川耀州69号信箱，到1974
年建筑工程已接近尾声，原因是冶金工业部在
陕的两大冶建公司（九冶、十冶）在战略上作了
重大调整，十冶在秦岭深处建设金堆城钼业公
司，而九冶在陕西承建的几个工业项目即将竣
工，如宝鸡钛厂（902号信箱）、铜川西北耐火材
料厂（3号信箱）等。公司的大本营及分公司
将面临搬迁，行业内部流传着许多小道消息，
有说北上首钢，有说东去淄博，有说去河南中
原……单位动迁，人们议论纷纷。我们在铜
川耀州已生活工作几个年头，那矗立的厂房，
轰鸣的机声，啧吐的炉火，以及我们亲手挖筑
的“战备防空洞”是多么亲切。新去的地方在
哪里浑然不知，要是到了外地，别说回家用时
长，就是通封信少说也得一个星期。那个年月
在外工作，游子与家人通讯联系方式主要是书
信和电报，人们都怕来电报，寥寥数语，不是

“病危”，就是“永别”，而书信则是最温暖的联
络方式，真是“家书抵万金”。

奔赴华阴

七月初，职工们的担忧、猜测终于有了着
落，公司公开了新迁的地方。革委会肖书记在
全体职工大会上操着江浙口音传达上级文件，

作“战斗动员”，九冶新的搬迁地方是陕西汉
中。转战陕西大战汉钢是九冶的大势所趋，除
华阴孟塬一公司在建的华山冶金车辆厂继续
建设外，全部撤到汉中，参加汉钢大会战。他
话还未讲完，人群中便嗡嗡开了：“那是个啥地
方！交通不便，坐火车一去就得十多个小时，
冬天大雪封山，汽车越不过秦岭……”肖书记
提高嗓门儿说汉中是个好地方，鱼米之乡，天
天吃大米……接下来的日子便是职工思想动
员工作，思想通不通都得执行上级的决定，这
是“革命任务”也是对每个职工的关键考验。

时令已进入冬季，铜川大香山布满了红
叶，耀州漆水河缓缓流淌，搬迁指挥部最后一
次通告，截止 12月底全部搬迁完毕，职工在新
的工地上欢度元旦。

我接到通知，有幸分配到华阴孟塬一公
司，而未翻越秦岭南下汉中。临行前，我满怀
深情地在厂区转了一圈。再见了，铜川！再
见了，耀州！

我很快上班了，新单位在华山东峰的黄甫
峪，面前的大山是高耸入云陡峭的“王道岭”，再
往西是“老爷岭”。黄甫峪是华山景区的一个重
要景点，黄甫峪与荆家房村连接几公里的一大
片竹林成为一道美丽的风景线，蔚为壮观。

元旦过后，春节将临，冶建公司的职工多
半是单身汉，一年一度的探亲潮开始了。辛
苦一载，回家过年，职工们谁不想带些当地的
土特产让家人高兴呢，也显示在外工作的家
人有出息。

华阴良田万顷，水源充足，地沃丰茂，建
有“军垦农场”。虽是隆冬，但集市上新鲜蔬
菜格外抢眼，尤其是九眼莲、蒜苗和柿饼成为
职工探亲的抢手货，价格便宜质量好，而这两
种菜和柿饼又方便携带，路途中三四天也不
会坏。山东、东北一些地方冬天很难吃到新
鲜菜，那时候没有大棚菜，就是我的家乡陕
北，冬天也只有土窖里的洋芋、萝卜和腌的酸
菜，所以这鲜绿青翠的蒜苗和华山泉水浇灌
下的九眼莲，就是职工探亲的最好礼物。

党总支书记李家才是山东临沂人，山东大
汉，能喝酒，平时食堂只要有卖蒜苗炒肉和拌
莲菜，他总要各买一份。

一天，李书记把我叫到办公室递给我一支
“大雁塔”烟说：“锦荣，我计划腊月二十八坐火
车回山东，到临沂老家就大年三十上午了！年
货还是老一套，两大筐蒜苗，一筐九眼莲，两瓶

西凤酒。”我说：“书记，你贩菜呀！带那么多不
嫌累？”他笑笑：“老家冬天没有新鲜菜啊！我
一年没回去了，左邻右舍、七大姑八大姨……
还怕不够分哩！我们家乡过年桌上有这个蒜
苗炒肉，那宴席就是上档次了，他们能不给我
竖大拇指吗？能不说我有能耐吗？这两瓶西
凤酒，一瓶大年三十家人喝，一瓶孝敬老岳
丈。老岳丈也好这口，有这个西凤，他逢人便
夸我是好姑爷，再送些蒜苗、九眼莲老头更高
兴了，哈哈，你嫂子也不会把我踹下床了。”

物华天宝

华阴位于八百里秦川东部，物产丰饶，农
林牧渔自然条件优越，沃野千里。早在西汉时
期就是京师粮仓，有“天赋华阴美，地藏瓜果
香”之称。

华阴工业金属矿产资源蕴藏丰富，有金、
钼、铜、铁、铝、铀矿藏及稀土；还有硅石、水晶
石、花岗岩等，华阴地热在关中东部名列第一。

春天来了，华山冰雪结晶，华阴百花盛
开。华阴特有的红香椿被山民们挑到厂区来
卖，色泽鲜红，气味芳香鲜嫩，实乃珍品。我到
华阴才真正第一次吃香椿，由于地理差异，陕
北的椿树都是臭椿，不能食用，而华阴的椿树
叶都是芳香的。有一个星期天我也进山采香
椿芽，从早上七点开始登王道岭，王道岭位于
华山东部，海拔 1000多米，太阳快下山时，我
采了一袋子“香椿”喜滋滋地返回厂里展示收
获。车工刘师傅是采香椿的高手，他看后说：

“你采的这香椿芽是漆树芽，这两个芽不仔细
辨认很难分清，漆树芽和香椿芽几乎一样鲜
红，这不能吃有毒哩！”我说怎么看都一样？
刘师傅将芽一折，便有白汁流出。“看，漆树芽
有白汁液，香椿芽没有。”刘师傅说采时要一
看、二尝，香椿芽有香味，而漆树芽则没有。
我在华阴跟刘师傅学会了用食盐腌制香椿的
技术，在以后岁月里每年春天我都会买些香
椿腌制，喝稀饭、夹馍那真是美味佳肴。

夏天的华阴瓜果飘香，过渭河十几公里
便是大荔沙苑农场（历史上大荔华阴曾合并
为一个县），名闻三秦的大荔西瓜一车车运
往华阴，成堆摆在街头路口，还有桃、梨、葡
萄、甜瓜等水果应有尽有。

华阴的鱼很多，当年青干班刘耀曾说过

“鱼多到要喂鸭子”，但这是多年前的事了。当
地的老乡说前些年我们当地人不怎么吃鱼，鱼
很便宜，第一天卖不了第二天就喂鸭子了。这
几年鱼价不断上涨，都是迁到华阴的大企业里
的外省职工爱吃鱼，市场上的鱼价就上去了。

秋风吹渭水，华山层林染，秋天的华阴硕
果累累，金秋的华山更是灿烂夺目，那火红的
柿子挂满枝头，深秋的秦岭山岩上、沟壑里，
水晶柿子像一个个小红灯笼，引得我们每到
星期天便爬上柿树摘食，熟透的柿子皮一剥，
甜的粘牙。还有一种柿子叫“牛心柿”，果大
尖圆，像红红的心脏。那时的柿子非常便宜，
一斤两角钱，在树上摘食村民们不要钱，只要
不折断树枝就行。

名胜冠三秦

华山奇拔险峻、巍峨风光，华山景区的胜
景星罗棋布。

首景就是华山玉泉院。玉泉院位于华山
北麓谷口，是通往华山的必经之地，玉泉院坐
南朝北，环境优美，园林古朴。相传，这里曾
经有一眼泉水与华山顶上镇岳宫的玉井相
通，因而得名玉泉院。

郭沫若先生题写的匾额“玉泉院”苍劲有
力。大殿的上方悬挂着清光绪帝书写的“古松
万年”，后殿大门上悬挂
着慈禧太后书写的“道崇
清妙”。在前殿的两侧，
分别竖立着“华山全图
碑”和北宋大书法家米芾
手书“第一山”石碑。康
有为曾写诗赞美玉泉院：

“谷口清泉引曲流，长廊
回医树无忧。泉水岳色
可忘出，让与希夷睡万
秋。”除了石刻外，还有一
块神秘墓碑，上书“神医
华佗之墓”，相传华佗的
弟子在华山一带行医，华
佗常来居住，去世后，弟
子为华佗建了衣冠冢。

我徒步九次攀登华
山，也去过玉泉院很多次
了，单位距玉泉院两公里

路程，星期天、节假日，在华阴几大国企的职
工家属都会来这里游览休闲赏景，或带亲朋
好友、同学老乡到华山谷口的必经门户玉泉
院一游，在那进山谷口的左侧悬崖上，“奇险
天下第一山”石刻旁留影，即使不登山，也当
来过华山了。

有人说华山十步一景，而玉泉院则是一
步一景，正是有这样的天然园林，才吸引了
影视制片厂纷纷来玉泉院进行外景拍摄。电
影《李清照》就是在华山玉泉院拍摄的，人们
经常看电影但对拍电影却特别好奇。那是
1979年冬天，西安电影制片厂摄制组来到玉
泉院，天空下起了大雪，华山披上了银装，玉
泉院在冰雪中更是异常俊美，素有“千古第
一才女”之称的李清照扮演者是著名影星谢
芳，谢芳主演的《青春之歌》《早春二月》等影
片家喻户晓，在那个年代，她扮演的主角成
为我们这代人的偶像。

“五岳第一庙”西岳庙，也是我往来最多的
景区。华山脚下，距玉泉院北五公里，占地215
亩，有“陕西小故宫”之称的西岳庙规模最大，
被称为五岳第一庙，历史上曾有56位帝王到华
山巡游或举行祭祀活动。西岳庙建筑规制是
极高的，定性是北京故宫，宏伟壮丽、庄严肃
穆，西岳庙古松参天，碑石林立。庙内有艺术
和研究价值极高的碑石，千百年来，留下了深
厚的文化积淀。唐玄宗李隆基御制的“华山
碑”，碑高 50余尺（17米），高大精致，世间碑石
难出其右，被称为“天下第一碑”。

西岳庙既记载着中华民族悠久历史文化，
又可感受博大精深的人文情怀。我当年在厂
党委宣传部工作时，多次接待兄弟单位和客户
去西岳庙参观游览，登上西岳庙城墙望岳楼，
是最佳观景处。南望华山，北观渭水。向北远
眺，渭河像一条玉带流入黄河，山水田野，尽收
眼底，使人流连忘返。 □赵锦荣

1975年，我（前左一）同工人师傅修厂区铁路。

往 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