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芦芽山色 刘晓宁 摄（建设集团洗选煤运营公司）

张长录

醉在那满山的红
“那是你秋天依恋的风，那是你漫山醉

人的红……”这首《又见山里红》家喻户晓
响彻大江南北，它优美的旋律、动人的歌
词，使人动情使人醉。

有人问：“你的故乡在哪里？”我回答后他
们直摇头，但是只要说韩城香山红叶，人人都
竖起了大拇指夸赞是人间仙境。我的故乡最
美在深秋，醉在那满山的红，远远望去，错综
相连的山峦犹如穿上了红裙的少女秀美端
庄，在阳光的照耀下灿如丹霞，把一座座山峰
装扮得锦绣璀璨。偶尔一片片翠绿的松柏，
一簇簇黄色的灌木丛点缀其中，红花还要绿
叶衬更增添一份别致，缤纷绚烂的色彩仿佛
被大自然打翻了调色盘惹人惊叹惹人醉。

每年在深秋时节，慕名而来的游客蜂拥
而至，偏僻幽静的山涧瞬间沸腾起来，一辆
辆小汽车在崎岖的水泥路上排成了长龙，
鸣笛声、笑声、呐喊声飘荡在山谷上空。善
良朴实的故乡人早早地带着自家的特产迎

接远方的游客，板栗、核桃、柿子、山楂、土
蜂蜜、土鸡蛋、羊肉饸饹、搅团、小蒜夹馍等
小吃依次排开，游客纷纷驻足细细品尝。

站在茫茫大山之间，才能真正体会到
天高云淡的真正含义，温柔的阳光普照大
地，心情犹如那漫山遍野的红叶一样灿
烂。在享受完口福之后顺着石铺的台阶
而下，穿行在红叶林中，宛如走进了一个
梦幻的世界，条条小道曲径幽远，一棵棵
黄栌木相依相伴，一片片红叶艳丽多姿。
游走在红叶的海洋里，络绎不绝的游客们
发出一声声赞叹，一声声高呼，迫不及待
地按下相机快门，聚焦最美红叶，定格最
美画面。小到几岁的幼童，大到 80 多岁
的老人都喜欢与红叶相拥，摆上一个酷造
型，留下最美的瞬间。美少女们更是喜欢
手持最亮红叶点开短视频的按键，配上优
美的旋律，把最美的青春发送给心中的
他。无人机低空盘旋热闹非凡。一阵微

风吹过，片片红叶飘飘洒洒，树下一片嫣
红，席地而坐与红叶相拥，听风与红叶耳
语，看红叶为风起舞，沉醉在这大自然的
怀抱，让人心旷神怡，如痴如醉。

其实红叶盛开的那块地方，故乡人都
称之为棋盘坳，在这坳坳上方的大山之巅
有一块硕大的石头，石头中央有一幅石
刻的棋盘，这座南北走向的山峦因此而
得名为棋盘山。儿时常听村里的老人讲

“禹山高，禹山高，禹山抵到棋盘腰。”禹
山是韩原大地的制高点，但与棋盘山相
比还是有一定的差距，可见棋盘山的雄
伟高大。传说古时候有两位云游四海的
道士，经过此处站在这块大石头上举目远
眺，发现这个地方是修身养性的风水宝
地。便在此修庙建殿进行诸经修炼，在这
块石头上刻下这幅棋盘。如今，宫殿早已
没有了踪迹，只是一座小庙矗立在这大山
之巅。小时候，每到逢年过节这里鞭炮轰

鸣、香火缭绕，奶奶带我常来这里烧香拜
佛，磕头作揖，祈求上天保佑。这里的一
切在我的心里是那样神秘，突然我恍然大
悟，很久以前那两位道士也是陶醉于那漫
山遍野的红叶而在此进行修炼。

在这最美的秋色里，那一片片红叶走过
春的青翠，夏的浓郁，终于迎来了秋的成
熟和绚丽，经过风霜的洗礼，走完生命的
最后历程，把自己献给这块深情的土地。
世世代代的故乡人在这片土地上辛勤耕
耘，经历了岁月的风风雨雨仍然坚强面
对，那质朴和善良的品质就犹如满山的
红叶一样灿烂、多情。 （陕钢集团）

一个偶然的机会，与《瓦尔登湖》结缘，
自此以后便对它爱不释手，反复研读。这
是一本极其安静的书，只有你在很安静的
时候，才能体会到梭罗所描述的。就像译
者徐迟先生所说：“在繁忙的白昼，他有时
会将信将疑，觉得它并没有什么好处，直到
黄昏，心情渐渐寂寞和恬静下来，才觉得语
语惊人，字字闪光，沁人肺腑，动我衷肠，而
到夜深万籁俱寂之时，就更为之神往了。”

《瓦尔登湖》由美国著名作家梭罗所
写，品学兼优的梭罗从哈佛大学毕业后，
没有像其他同学那样投身商海发大财，也
没有跻身政界去求得一个显赫的官职，而
是毅然选择了静静的瓦尔登湖。在那远
离尘嚣、远离现代文明的湖畔，搭建了一
栋简陋的小木屋，屋后栽树，屋前种菜，自
己开荒种地，过起了近乎原始的简朴生
活。从衣食住行等方面，说明只需要很简
单的物质就可以满足最基本的生活，一个
人生活能够简单到什么程度。

梭罗，他物质生活上简朴至极，但精神
世界丰盈充实。比如在《经济篇》中这样写

到：绝大多数奢侈品，以及许多所谓使生活
舒适的物品，不仅不是必不可缺的，而且还
极大地有碍于人类进步。就奢侈和舒适来
说，最聪明的人的生活，甚至比穷人过得还
要简单、朴素。古代哲学家，不论在中国、
印度、波斯还是希腊，都是同一种类型的
人，从外表看，他们比谁都穷；从内心看，
他们却比谁都富。

在《阅读》中，作者讨论了他对读书生
活的看法，他认为“读得好书，就是说，在
实实的精神中读真实的书，是一种崇高的
训练”。生活使人加深对现实的看法，但
一本优秀的书籍能使人得到进步。（梭罗
的《瓦尔登湖》）

梭罗一生中所有的精神向往，全部凝

练在短短两个字里——自然。我认为他
推崇的是：在现实基础上建立起来回归
自然的思想。他的这种思想不是说我们
要放弃现在的生活，回归古老过去，而
是说物质世界是没有尽头的，只有在精
神世界上有所领悟，才不会被物质社会
所湮灭。他在作品中不断地指出，我们
大多数现代人都被家庭、工作和各种物
质需求所困，失去了精神追求，过着物
欲的生活。这是一种很有超前意识的思
想。他那些睿智的思想，足以跨越时空
营养人类。所以通常来说，孤独的人真
的很伟大，总能创造出不一样的东西。

梭罗崇尚回归自然，释放自己，推崇
过简朴的生活。生活越简单，宇宙的规律

也就越简单，人们的注意力往往集中在物
质财富的追求上。物质的东西，多一些自
然好，少一些也没什么，能保证基本生存
就行。其实每个人都拥有最宝贵、最无价
的东西，比如阳光、空气、水，而这恰恰是
最容易被我们所忽略的，这也是大自然慷
慨提供给每一个人的。一个人满足于过
很简单的生活，不要以复杂的方式来解决
简单的问题，不要以多余的钱和精力去购
买多余的东西。很简单，也可以有很深刻
的幸福。

在现代快节奏的社会，我想，生命需要
做减法，要学会放下，要放慢脚步，从容生
活。苏东坡有一句话：“江山风月，本无常
主，闲着便是主人。”用心去生活，亲近大自
然，如此，我们便可内心宁静。

正如梭罗所说的，“这样做是值得的，
哪怕仅仅是为了感受到风自由地吹拂着
你的面孔，看到水浪的滚动，缅怀航海者
的生活。”我们每个人都该找寻属于自己的

“瓦尔登湖”，生活简单，心性单纯，简单快
乐自由地活着。 （榆北煤业）

读《瓦尔登湖》有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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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开了，就像睡醒了似
的。鸟飞了，就像在天上逛街
似的，虫子叫了，就像虫子在说
话似的。一切都活了，要做什
么，就做什么，要怎么样，就怎
么样，都是自由的。”

——《呼兰河传》
纵然你是以笔名“悄吟”发

表的第一篇小说《弃儿》，初识
你却是以“萧红”之名的《呼兰
河传》。萧红，萧红……当把
这二字在心里默念数次后，便
会深深地感受到——那份因敬
仰生命而饱含的热烈的真挚
感，像极了“红”色，鲜活地在
律动，一片赤诚。可莫名地，
隐藏在你身上的那份怅落感，
叫人没来由的冷，像“萧”瑟的
秋风，吹着满地发了黄的落
叶，至空中，俯视着人间疾
苦。诚如你所言，“人生本就
是苦多乐少。”

走进那条商市街，满眼尽
是饥寒交迫的交错映像，不忍看。可是街的尽
头，却闪着灯的亮光，像是民族奋斗不息的战火，
穿透一切黑暗后迎来的曙光。目睹了一幕幕生
死场，那是一个怎样的时代，令人触目惊心，寸
步难行。是的，你说过，“在乡村，人和动物一起
忙着生，忙着死……”

你用朴实、直率的文字直击苦难，毫不掩饰
那个时代的真实。你走过了世间太多磨难，可
难得的，在呼兰河畔你祖父的那方小后花园
里，有你笔下的小美好——人间的脉脉温情和
美好的童年记忆。

如果说，张爱玲是高傲的，三毛是自由的，那
么萧红，便是最能体会人间疾苦的“普通人”。而
出逃，便是你这一生颠沛流离故事的开篇。

1930年，因反抗包办婚姻，年仅 19岁的你，
毅然选择了离家出走，逃离了那个没有祖父的家
庭，去追寻心中的爱，或是自由。同年，到达北
平，就读北平大学女子师范学院。

次年，因无家庭支持，缺乏经济来源，学业受
限，生活困顿。在无力的现实面前，那些所谓的
生性倔强，才情高傲，自尊……你通通抛开，转而
投奔了之前你拼命要逃离的那场包办婚姻的男
主角，你的未婚夫——汪恩甲。为了避开世俗的
指指点点，或是你本就不屑和那般人群共处，二
人逃至哈尔滨，同居在十六道街东兴顺旅馆，半
年后怀孕，汪恩甲却不辞而别。写信向报刊求
助，便认识了你这一生的深爱——萧军。此后，
人们谈起你俩时，多称“二萧”。

1934 年 6 月，因“二萧”合著的小说散文集
《跋涉》，以其鲜明的现实主义进步色彩，歌颂人
民觉醒、抗争的战斗意识，受到了读者的广泛好
评。但因作品太多揭露了日伪统治下的社会黑
暗，引起了特务机关的怀疑。为躲避迫害，“二
萧”在共产党的帮助下，逃离哈尔滨，乘船至青
岛。同年，你用那部著名的中篇小说《生死场》，
在文坛上郑重地留下了你的签名。

1936年 7月，你与萧军的感情裂痕加深。对
萧军，你是感激的，是深爱的，是无比依赖的。因
为爱的太深，太痛——在一起六年，或许是到了
该要离开的时候了。为了求得解脱，缓解矛盾，
在鲁迅先生的推荐下，你只身东渡日本，而这次，
是为了逃离情结。

1937年元月，你回国，至上海。7月因“卢沟
桥事变”爆发，日本大举进攻上海，为躲避战争，
投身抗战文艺活动，此后的一年间，你先后辗转
于武汉、山西、西安等地。在与东北籍的日本作
家端木蕻良结婚后，1938年又前往重庆，1940年
飞抵香港。而这一飞，竟也成了你生命里逃亡
的最后一站。留下的那部《呼兰河传》，作了你
告别文坛和生命的最绚丽的结尾。

从那个小小的呼兰逃出来，你的一生都在
流亡，从北方到南方，从哈尔滨到香港，到死都
没有找到那间属于自己的屋子，一直住在不同
的旅馆里。一身才华，奈何一生漂零。本觉得

“逃亡”一词，用在你这位追求进步，思想独立，
充满才情的女性身上，色彩太过悲惨，有些不
妥，可是想想，你这一生的走走停停，情感的
兜兜转转，比起用词，就你经历的生活本身而
言，震撼力和说服力就已强烈太多，文字终究
还是显得单薄无力了些。

你在“逃”——逃脱那个封建时代给予你
的思想桎梏，逃离那份深爱而又不可过分靠近
的爱情，逃亡于那个战乱年代遭遇的饥寒与贫
穷。是“逃亡”——在战火不断的轰鸣下，不
仅是你，乃至整个民族，都在那般水深火热的
年代里深深挣扎并且逃亡。

我们一路“逃”，不是为了“亡”，而是为了
“生”。在充满人间疾苦的这片泥潭里，你从
未停下行走的脚步，为那不亡的个人信仰和
追求永在，为那不亡的民族战斗精神永生，为
那用成千上万献血洗涤后的——“黄金时代”
的到来。 （陕焦公司）

重阳节又称老人节。记得多年前的
一个重阳节，我提前休年假，就是为了能
陪父母好好转转。

“把你的白发染染，让孩子给你照相
也好看。”母亲一大早就张罗，让老爸赶紧
帮忙染头发。父亲一辈子上下班，而母
亲既要种田，又要操持家务照顾我们姊
妹三个，头发早已花白。随着侄子侄女
的出生，她又把所有的精力投入到养育
孙子上，如今已是满头银发。

要出发了，母亲却大包小包往车里
塞，煮好的鸡蛋，烙好的葱花饼，洗好的
苹果……“妈，出去了我请你和爸吃饭，
这些就不要带了。”“景区的饭贵，带上
带上。”母亲坚持带上。

天高云淡，凉凉秋风透过车窗吹进

来，很是惬意。母亲心情不错，一会儿叮
嘱我开车慢点，一会趴在车窗看风景，不
时感慨：“这县城变化还真是大，当年我
和你爸骑着自行车来卖辣椒……”为了
供我们姊妹几个上学，十里八乡都有她
忙碌奔波的踪影。“娟儿，快看，法门寺
到了。”母亲老远就瞅见了法门寺内高
高耸立的塔尖。经过几个小时奔波，终
于到了母亲向往的地方。一到大门口，
母亲专门请了蜡烛香火。买票的游客
排成了“长龙”，我也迅速加入其中，随
着游客的进入一步一步地往前挪动。
就在我快要买到票的时候，不料却被母
亲一把拉出了队伍。

“娟儿，咱就在外面看看，里面也没
啥看的。你看，我都拜过佛了，只要心

诚，在哪都一样！”看着门外大香炉里母
亲点燃的烛火，我懵了。“我都要买到票
了，怎么能不进去？”“没想到门票这么
贵，咱们几个人差不多成千块，太贵了！
你刚买了车，要还房贷还要供孩子上学，
花钱地方多了！”“带你们出来玩，一定
要进去。”我气呼呼地又要去买票，母亲
拉着我的胳膊不撒手。“来，给我和你爸
在这门口赶紧照张相。”母亲理了理她
黑亮的头发，一脸坚持。那天我都气哭
了，母亲也没进门去参观游玩。

不觉重阳又至，每每此时，我对父母
总有一种无法言喻的愧疚心情。真所谓

“天大地大，比不上父母的爱大；河深海
深，比不上父母的恩深。”

（蒲白矿业热电公司）

那 年 重 阳 节
刘娟丽

荷花朵朵话清廉 曹军红 作

（彬长矿业文家坡矿）

如果奇迹有颜色
那一定是中华色
这一抹红
承载着中国人的太多记忆
这一抹红
历史源远流长
这一抹红
照亮着全世界

这一抹红
是中华民族灿烂的文化
每逢佳节，喜庆之日
家家户户门前挂着大红灯笼
熊熊燃烧的火焰红光四射
它红红火火、它喜气洋洋
它为传统佳节增添了喜庆的气氛
它是中国人的文化图腾和精神传承

这一抹红
穿越地狱与天堂，
从新冠病魔与绝望间
于雷神山和火神山中焕发新生的希望
它是步履维艰时的坚定信仰
它是疫情大考卷上的鲜艳分数
逆向而行，使命在肩
它是严冬后迟来却未曾缺席的春天

这一抹红
蕴含新时代的科技力量
墨子和玉兔二号成功升天
它凝结了无数科研人员的心血和宝贵经验
它让中华色在天际翱翔
我们仰望浩瀚宇宙
凝视“中华科技”耀眼的光芒

这一抹红
是五星红旗的底色
是无数中华男儿的满腔热血
是我们深深热爱的伟大祖国
一带一路越走越长
百年小康事业繁荣景象
我们热爱、我们骄傲
我们的屹立于世界东方

这一抹红
是中华民族的骄傲
五星红旗在旭日的光芒下冉冉升起
在激昂的国歌声中迎风飘扬
我仿佛看到
革命先烈正用鲜血滋润着中华大地
中国巨龙已向世界昂首腾跃

这一抹中国红，蕴含中国文化
这一抹中国红，担负初心使命
这一抹中国红，创新科技力量
这一抹中国红，奔赴全面小康时代
这一抹中国红，将带领我们实现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运销集团）

这一抹中国红
潘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