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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小我就很喜欢刘禹锡的《秋词二首·其
一》：“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晴空
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到碧霄。”

大自然的精灵在秋天里尽情欢歌它的瑰
丽，大自然的情感在秋天里舒展着绚烂画卷，大
自然的魂魄在秋天里旋舞着迷人的舞步。它旋
到哪里，哪里都能舞出五彩斑澜的美丽，如诗情
画意般缠绵。

每一片叶脉，都鼓着深情，每一片叶子，都
散发着少女般羞涩的矜持。走进树林，就会融
进这天生仙境，你看那油绿之中有着红彤彤的
颜色，似画笔在重描，如油彩在春天，尤其是那
晶盈剔透的露珠在阳光下闪耀，那凝霜的枝叶
有些清冷，却使人感受到秋天的浓浓气息。

秋天是最诱人的：叶是绿的，叶是红的，叶
是黄的，叶是多彩的，花朵是各式各样的颜色，
盛开着的花朵，谱写着人间美丽动人的故事；
那色彩的美，是独有的，在枝叶间丰富着秋天
丰盈的身躯；那红叶的红，温暖而温馨，热情如
火焰般绚丽；那金色的银杏叶，像仙女的小扇，
那般精巧精致，透露着精美艳丽，秋风吹着香
艳，秋雨弹着扣人心灵的弦。

秋天是诗的世界，瑰丽着柔美和自然。你看那
奔跑的犬儿，在草地上撒欢；你看那飞翔的鸟儿，啾
啾而鸣。即便是旋落的叶儿，那旋舞的身姿，也
是曼妙的。它扑向大地，俨然是金色绚丽的毯。

秋天是诗人笔下的隽咏诗篇，是儿童欢笑
奔跑的身影，是画家笔下的绚丽画册，是舞蹈者
纵横飞跃的特写。秋天令人陶醉，令人神往，令
人憧憬。“万景最美在于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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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陕工报一路同行
□张培胜

父亲是一名工会干部。小时候，
常见父亲把办公室的《陕西工人报》带
回家看。那时，农村没有电，点着煤油
灯，父亲照样看得专注。在一边做作
业的我，有时问父亲：“爸，你在《陕西
工人报》看什么？”父亲笑着说：“现在
搞改革开放，在报上了解国家政策，
好给村民做做工作，以后，咱们村就会
好起来。”这时，母亲走过来给父亲
的杯子加水：“先把我们村的用电问
题解决再说，没电什么都做不起。”父
亲指着《陕西工人报》上的一篇文章
说：“报上都说了，要优先解决农村用
电问题，我们村用上电，也快了。”见
父亲自信的样子，母亲笑着离开了。

时间久了，我觉得《陕西工人
报》是父亲的朋友，他有空就会看。
做完作业，我也拿起《陕西工人报》
看看，尽管好多内容看不懂，但我还
是愿意看。我会看《陕西工人报》上
的图片，也看“大地”栏上的文章，我
读到了许多革命故事，知道了许多革
命先辈的英雄事迹，这些成了我的作
文素材，我常常引用，作文水平也有
了很大提高，得到老师和同学的夸
赞，因此，我对《陕西工人报》更加关
注了。上初中时，我常到学校阅览室
看《陕西工人报》，这里有太多的新
闻、政策、理论、文学、世情以及生活
常识，是观察社会的一个窗口，不少
文章写得非常好。我常常把一些优

美的句子抄在本子上，花心思背下
来，写作文时就能用。

大学毕业后，我在南方一家公司
工会工作，依旧喜欢看《陕西工人
报》。通过《陕西工人报》了解国家大
事，掌握党的理论，并在实践中加以
运用，提升自己的工作能力。碰到
自己认为好的文章，我习惯把它剪
下来，每年都要集几本。工作中，有
时写材料，会在本子上查找我想要
的内容，为我写材料提供了许多帮
助。尤其是读到《陕西工人报》上一
些重要的言论、评论、理论和对重大
事件的快速反应、连续报道等文章
时，我会认真阅读，并结合工作实
际，反复思考，力求把思想融入工作
中，把理论化为具体的工作实践。

现在我从事党的理论工作，经常
要撰写理论文章，对资料的需求就更
加迫切了。于是，我看《陕西工人报》
时，会特别关注理论文章和评论文
章，并及时进行归类整理，方便撰写
理论文章需要。

我与《陕西工人报》相伴三十多
年，受益匪浅，我得到了许多知识，
收获了许多人生感悟，更重要的是，
在《陕西工人报》的帮助下，我的工
作能力得到大大提高，深刻感觉这
份报纸既是自己工作上的好助手，
又是理论学习的园地和贡献力量的
平台，可谓良师益友，一路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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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在寒霜中褪去苦涩
你的未来是甜蜜的
没有月光的夜晚
你心里的灯盏像星星一样明亮

寒风瑟瑟，你的心是温暖的
大雪纷飞之后，一切都会过去
枝头最后一颗甜果，会引来喜鹊
唤醒，一个灿烂的春天

□李小军

冬天的柿子树冬天的柿子树

庚子庚子··小雪小雪
□春草

菊凋荷萎望北水，

雪压枝垂雨打扉。

十月天气难捉摸，

刚脱厚衣银花坠。

长街犹闹客梭回，

最忆柴院小人堆。

围炉静思伴茶香，

且看梅绽春日晖。

与徐祯霞相识，好些年了。
徐祯霞是从最基层走出来的作家，如

今成绩斐然，享誉省内外。作为一个草根
作家，能走到今天这个份上，确实让人刮目
相看，也因此，让她成了一个网红作家。
2016年，她的第二本著作《生命是一朵盛开
的莲花》在长安国际大酒店举办作品研讨
会，我作为被邀请人之一参加，此后，便熟
悉了。研讨会后，她去了北京鲁迅文学院
高研班学习。一个女子真正靠文学从大山
深处走出来，走进了一个国家的政治、经
济、文化的中心，也从此，让她有了更广阔
的思维和视野。

徐祯霞能有如此成绩，首先在于一个
“勤”字。曾国藩说过：“天下古今之庸人，
皆以‘惰’字致败。”一勤天下无难事，“勤”
字为人生第一要义。“勤”就是勤奋，就是努
力。努力是一种生活态度、一种生活方式，
努力也是对自己人生的负责。今年夏天，
徐祯霞的又一著作《月照长河》出版。该书
由著名作家贾平凹先生、中国作家协会书
记处书记邱华栋先生作序，由中国散文学
会组织出版，作为青少年课外读书上架图
书上市销售。这让徐祯霞的写作又向前迈
出了一大步，最为重要的是，该书的出版赢
得社会方方面面的广泛好评，短短数月就
销售了几千本。

其实说到底，徐祯霞只是一个业余文

学作者，迄今，也只有八年时间。徐祯霞在
她的《月照长河》的后记里这样写道：“这八
年，是风雨兼程的八年，是披星戴月的八
年，是令我脱胎换骨的八年。”无论“风雨兼
程”，还是“披星戴月”，都能反映出徐祯霞
的勤奋。只要你留意报刊网络，就会发现
徐祯霞几乎每天都在读书写作，而各种报
刊杂志上经常会有她的文章，大到《人民日
报》，小到地方小报。也正因为“勤奋”，她
才“一路大放绿灯，作品频频，直至今天”
（《月照长河》后记）。也是因为“勤奋”，她
才“脱胎换骨”，“加入了中国作协，又上了
鲁迅文学院高研班，获得了冰心散文奖，入
选陕西省文化厅百名优秀文化艺术人才”。

勤奋是徐祯霞的人生态度，而不媚俗、
不随波逐流，却是徐祯霞立世处世的态
度。虽然徐祯霞是从一个草根作家成长起
来的，但是在她身上，却有一股铿锵之气，
她通透豁达，善恶分明，有自己的明确是非
观和价值观，这让她在众多的作家中显得
独树一帜且与众不同。对人生，对世事，对
一些社会现象，她都有自己的态度和看法，
并能言之凿凿，让人信服。因为她的名字
叫徐祯霞，因此，也有人叫她“侠客”，说她
敢道人之不能道，敢言人之不能言，这一
点，又让人为她点赞，一个女子，有如此胆
识和勇气，也是不多见的。

徐祯霞身上最大的特点就是自信，这

种自信是从她的骨子里透出来的，也基于
此，让她显得与众不同。她虽然瘦弱娇小，
但在她的精气神里却有着一种无与伦比的
自信，她不盲从，也不盲听盲信，在任何场
合都敢于发表自己的意见和主张。这也包
括一些好心人或明或隐晦地劝她“面对现
实”，她也不以为然，她认为对的，就会坚
持，并且从一而终，她这一点，又是让我钦
佩的。因为，在现实生活中，要做一个独善
其身的人，确实不容易。

作为一个作家，首先是做人，做一个有
良知、有社会责任感的人。因此，徐祯霞能
够数十年如一日，始终如一，是她做人的底
气、自信和对这个社会的相信，她相信会通
过自己的言行改变很多的人和事，或许，她
是做到了。因为放眼省内外，徐祯霞是一
个用文学改变命运和人生的人，这件事情
《商洛日报》报道过，在文友当中，也被不断
传说，她从一个无业青年，十年换五个单
位，从最初的单位临时工，到最后成为国家
干部，每一步都是踏着前面的成绩走过的，
可以说，徐祯霞是脚踏实地的，用她的正
知、正见和正念，在改变着自己，也改变着
周围诸多的人和事，让许多不可能最终变
成了可能。

因为徐祯霞的特立独行，让她有着文
坛“侠客”的称号，当然，她能被称作“侠
客”，也是对她人品和人格的肯定。她要求

自己做正义之人，行正义之事，把一个“人”
字写得荡气回肠，顶天立地。

回望徐祯霞走过的路，似乎是曲折的，
但是，却又是勇往直前的。高考落榜，流落
社会，人近中年结缘文学，硬是靠着自学进
修完成汉语言文学专科和本科，在不知情
的人眼里，都以为徐祯霞是名牌大学中文
系毕业的，其实，徐祯霞的所有人生积淀都
是靠自学获得。如今，经过数年苦苦奋斗，
她终于拿到了本科学历，并且上了北京鲁
迅文学院高研班，最终，她完成了一个草根
的华丽转身和成功逆袭，成为自强不息励
志成才的典型。

苦难于一个作家来说，是一笔巨大的
财富，这话我是相信的，如果徐祯霞的人
生，不是经历九曲十八折，或许她也没有
如此丰厚的创作题材，如果没有经历这么
多的人生波折，她也不会对人生有这么深
的理解和感悟，世事洞明皆学问，人生最
初的学问来源于书本，但是能将书本上的
知识参透变成自己的，却是靠自己对生活
深刻的领悟和感知，这才是“学”最大的收
获。徐祯霞在世事中参悟了生活，又用一
腔正知、正见和正念修养自己，引导和改
变着周围的人。

愿徐祯霞能保持“侠客”称号，永葆
清正之风。谁说女子不如男，披荆斩棘
是红颜！

午后，暖暖的阳光透过窗户斜照在办公桌
上。窗外是轰轰隆隆的挖掘机声，伴随着我的
心跳起起伏伏。厂大门对面的这座楼终究没
躲过被拆迁的命运，连同这条马路两边的许多
房屋一起，将被夷为平地。

飞逝的时光里，总有一些人、一些事，会离
我们而去，包括眼前的这座楼。陪伴我们一
起成长的食堂、二楼的多功能活动中心将要
离去，就像多年的一位老友突然离去那样。
30年来，这座楼记载了太多美味印记和丰富
的文化生活，这座楼记载了我逝去的青春，承
载了我和父辈两代人挥之不去的记忆。

拆除的那几日，每天上班进入办公大楼
时，我的视线总会被眼前这一片废墟中的钢
筋水泥所拽着，满目回忆，不由感叹。我深情
凝望着即将拆完的这座楼，寻思着这片废墟
中，究竟交织和掩埋着多少沧桑的记忆和曾
经的辉煌呢？

上世纪80年代末，这座楼修建的颇有艺术
性，一楼是职工食堂操作间和餐厅，二楼是职
工活动中心。楼的门脸不是很大，正前方是一
架绿色 S型竖梁悬空支撑在两层楼之间，楼前
面的绿植蓬勃，藤蔓缠绕，绿油油的爬山虎一
簇簇攀岩在楼的正前方，犹如窗帘，生机盎然，
装饰着墙体。楼的两侧松针树郁郁葱葱，挺拔
而立，护佑在这座楼的身旁。三十多年前这座
楼应该算是非常气派，一个食堂承揽了全厂职
工家属们的美食印记。

上世纪90年代末，刚参加工作，记忆最深刻
的就是食堂的蛋糕和酥饼，为我的青春时期留
下了甜蜜的印记。食堂有位师傅姓陈，石泉人，
专做糕点和甜品，浅黄色的小米发糕散发着淡
淡的桂花清香，甜而不腻；金黄的酥饼和蛋糕酥
脆，松软可口；油亮的面包散发着浓浓的鸡蛋香
味，爱吃甜食的我几乎每隔一天就去买一次，
甜点窗口排队的人总是络绎不绝。一次，排在
我身后的一位小朋友，看到轮到我时，只剩三
块，他眼巴巴地瞅着窗口说：“完了完了，轮到
我肯定没有了。”于是我只买了一块，剩下了两
块留给了他，小朋友感动不已，记得他说：“不
知叫你姐姐还是阿姨？”“还是叫我姐姐吧，我
今年才参加工作。”我们一路聊着蛋糕和面包
带给我们的美好，他告诉我今晚吃一块，还有
一块留着明早带到学校去，因为同桌明天过生
日，刚好可以和她分享。

那天的一块蛋糕，我吃得特别慢，但觉得
格外香甜。那时，安康的街头几乎没有什么

甜食专卖店，能有这样的食堂专供甜食，颇为
幸福而温暖，感谢那位陈师傅给我们留下的
味蕾记忆。

翻过记忆的城门，拾捡遗落在二楼活动中
心的青春岁月，那些快乐时光，皆是一串串美
好的音符。曾经，我们在二楼参加演讲赛、知
识竞赛、卡拉OK、联欢晚会，一起编排节目、训
练，那些笑容、那些美好的瞬间都在脑海里回
放……历任厂领导，党政工团的负责人都特别

支持各项活动，一直以来，厂里的文体活动丰
富多彩，极大活跃了干部职工的业余生活。

参加工作第三年，我们曾组建过一支乐
队，虽然非专业，但贝斯、吉他、钢琴、架子鼓，
一应俱全，像模像样。我们从开始的彼此生
疏，找不着切入点，到最后的默契配合，完美
协作，经历了一段时间的训练，终于在那年中
秋节，举办了第一次交谊舞联欢会，全程伴奏
就是我们乐队，当时我担任乐队歌手，两首歌

至今记忆犹新且喜欢，陈明真《我用自己的方
式爱你》和方季惟《爱情的故事》，这成为我人
生中第一次以乐队伴奏的方式登台演唱。那
一晚，来跳舞的职工特别多，优美的舞姿，欢
快的舞曲，闪烁的霓虹，让活动中心熠熠生
辉。舞会结束，为了庆祝乐队第一次演出成
功，我们在阳台上，赏月吟诗，对酒当歌，在舞
台中央，互诉衷肠，翩翩起舞。

去年深冬，最后一次在二楼参加集体活

动，是为庆祝来年“三八”妇女节，各分会要编
排广场舞，在各位姐妹们的互相陪练中，我们
一起度过了难忘的深冬之夜。

春天过去，夏天也过去了。那座楼终于
消失在乍起的秋风里，代之而起的是一条宽
阔平整的马路。站在路边，不禁感慨。人来
车往，风起尘扬，曾经的一切只留在记忆里。
不久，这里或许会有新的建筑，还会有新的故
事，新的辉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