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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漠风读书，开启人生另一扇门
那年夏天，我从县技校毕业回到了乡

下老家，因为找不到合适的工作，只能闲在
家里。父亲看着整天无所事事的我，头发
一夜间白了一大圈。那段时间我常常看见
父亲在村口的大树下抽闷烟，母亲更是哭
哭啼啼的，整天埋怨我不好好学习。无奈
之下我偷偷离开家去了镇上的一个建筑工
地，工资每天70元，但活儿很重，是用手推
车运送石料，我咬着牙干了三天，双手都是
圆溜溜、亮晶晶的大水泡，那种痛至今让我
难忘。

父亲来工地接我时，我还一脸的不情
愿，但最终还是拗不过父亲，跟着他回了
家。回家后才知道，父亲用半篓子鸡蛋给
我换了一份临时工作——在镇上一家国企
当保安。

上岗后甚是无聊，白天还好，可一到晚

上，四周漆黑一片，除了轰鸣的机器声，什么
也听不到、看不到。因为常常无事可做，我
就看邮递员送来的报纸和杂志，一些青春励
志的小故事，常常看得我热血沸腾，让我爱
不释手。

一天，我正看得入迷，门房里进来一位
中年大叔，看上去慈眉善目的，但浑身散发
着浓浓的酒味。他很和气地说，年轻人喜
欢看书是好事，但要多看有用的书。我问
什么书有用，他又说那要看你干什么了。
这话一说还真是点醒了我。我一着急，就
把我的情况和他寒暄了一番，结果他呵呵
地笑了。“小伙子，只要你努力读书，就会有
机会走出去……”

很长一段时间过后，办公室的张主任
递给了我《钳工入门操作手册》《钳工知识》
等一系列书籍，我开始以为是给错了人，结

果他说就是给我的，还嘱咐我要好好读，一
定不要让寄予我希望的人失望……

自那以后，只要有空我就去翻看这些
枯燥无味的书，技校毕业的我，读起来还是
有些吃力，但我还是硬着头皮看。又过了
不久，厂里要招聘一批临时工，办公室的人
主动找到我，让我报名应聘。我的笔试成
绩只排在中间的位置，但有面试的资格。
面试那天，我突然发现那天碰见的大叔竟
是公司的股东，紧张得我全身冒汗，后来我
在紧张中完成了面试，最终我被录取了，意
外极了。

进厂后，厂里的要求更加严格了，为了
让新进员工更好地掌握专业知识，我们要
参加周考、月考等一系列取证考试。因为
我的学历低，跟同一批进厂的人相比，总是
相差一大截，我不由得有些灰心丧气，但我

的师傅告诉我，不要害怕一时的落后，只要
我有上进心，就有可能成为最亮的那颗
星。听了师傅的话，我信心满满，干劲十
足，下班后，我就留在厂里，看师傅给我的
那些图书，把不懂的地方都圈起来，向师傅
虚心地讨教。就这样，学习、工作，我在厂
里一干就是十年。十年里，因为涉及岗位
的竞聘和提升，我只能不断地学习，不断地
进步，最后正如师傅说的那样，我也成了厂
里的一颗星。

回想起自己曾经厌学不想读书，再到
碰壁努力读书的时光，我不禁有些感慨：读
书真好。而今我也成为了一名师傅，带了
徒弟，虽然他们是高学历，但我还是督促他
们要不断地读书、进步。因为我知道，是读
书改变了我的一生，是读书开启了我人生
的另一扇门……

走出家门 就有春天 □凌小虎

大寒是二十四节气的最后一个，是一年
中最冷的节令，立春是二十四节气的第一
个，立春到，春来早！

结束一学期的忙碌生活，稍作休整，闲
下来的日子总觉得生活少了点什么，没有那
种实在感和满足感。

放假了，该回家看看母亲，也趁大寒把父
亲的坟拾掇拾掇。我和儿子收拾停当，回到老
家，阳光暖暖的，风吹过还是有些冷。

带上弯刀，邀上两三个小跟班，向后山出
发。孩子在一旁玩着，我则挥刀上阵，一会儿
就将乱木杂草收拾得利利索索。孩子们玩兴
正浓：将采摘漏的黄豆剥出，如获至宝；将捡
漏的毛栗挖出，欣喜若狂；一会儿发现黄叶的
奇异，一会发现断木的妙用……没有作业的
烦恼，也没有电视的纷争，一切都很美好。

玩着，乐着，孩子们又想去山上别的地
方转转。我牵着小的，带着大的，一路走，
一路看……

站在山腰，看安平高速如巨蟒横穿而
过，路上车流滚滚，川流不息，高速路两旁
山上一片青黄色，冬日的苍黄和农人们种的
青绿色油菜混成一幅美妙的图画。云淡风
轻，极目远眺，青山隐隐，山脚下点点徽派
白屋行列有序的座落其中，有一种豁然开朗
的感觉。

走走停停，孩子们在一片平缓的油菜地
边停了下来，要小憩一会，我应了他们的要
求。这是一片穿插在林木间的土地，地的主
人把这块地收拾得很整齐，一畦畦青绿色的
油菜叶子在阳光下泛出点点微光，在微风中
轻轻颤动，那是点点生命在跃动！我枯燥沉闷

的心一时有了微微颤动！我想去那边看看，穿
行在油菜地的行间，突然，几点金黄色跳入我
的眼睛，我不由得一怔！这可还是大寒时间，
是花吗？我信步走过去，确信那就是——油菜
花！油菜花微微探出头来，结着饱满的花苞，
打开的几个花苞，开得正艳，金灿灿、黄盈盈
的，一点点散落在整个地的南边，很是好看！
走出家门，就有春天。

2020年一场疫情牵世界而动，让很多地
方成为寒冬，经济停滞，生活受限。2020
年，人们用坚持和勇毅走了过来，武汉、新
疆、北京、黑龙江、石家庄……一座座英雄
的城、勇敢的人，让病毒让路远遁，让康宁
伴人们前行！

“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没有永远
的寒冬，迎面走过，就会是春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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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儿落了 □李传祥

温暖的午后，家长推门而入，拿出转学申
请，让我签字。孩子想考全市最好的高中，又
怕考不上，临近毕业了来转学，在本地参加中
考，成绩相对外县要低一些。

我给家长看了学生成绩单，上次成绩又
是全班第一。他对我说：“你班上还有我两个
亲戚，学习可能不咋样……”

“确实不咋样。”我记起了他们，其中一
个是中途转学来的，听小学老师介绍，小学
学习成绩就很差，后来又转到福建的民办
学校读了几年。就这样一年多过去了，眼
看就要毕业了，我还没见到那个学生的档
案。另一个呢，脑筋倒还够用，就是调皮
捣蛋，初二第一学期就因在老师背后洒墨
水、在墙上乱刻乱画等原因受到学校警告

处分，成为全班唯一一个受到学校处分的
学生。

“活脱脱两个营养不良的山毛桃。”郁闷
中，我想起那年秋天从山上挖来的那棵山桃
树，在我的精心呵护下移植成功，第二年的春
天长出了新芽，又过了一年，我请来了懂嫁接
的叔叔，把它改良成个大、质嫩、色鲜、味美、
早熟的五月桃树。叔叔先帮忙嫁接了一枝，
还带有花蕾，“另外一枝来年再说”。

时间慢慢过去了，带花蕾的小枝结出了
小桃，我常常去看它们。清晨，毛茸茸的小桃
上沾满了露水，把小桃都变成了灰白色。逐
渐地表面露珠消失，我发现初生的小桃与本
地山桃没什么区别，只是在后来的成长中不
断凸显出了它的优势。我总是带着几分欣慰

伴它们迎来朝阳、送走晚霞，看着它们一天天
慢慢长大。

一场突如其来的冰雹无情地捶击了小
桃，慌忙中，我撑起一把大伞，护住整个桃树，
冰雹过后，我发现被改良的小桃，已是遍体鳞
伤，山桃也被打落了不少。

有个小桃终于幸存下来，慢慢长大，不多
久迎着太阳的一方露出红晕。我给桃儿套上
了袋子，预防虫害。那段时间，我只要一有
空，总去看它们，给它们全部的关爱。

一天清晨，我发现那个套有袋子的桃不
见了，就像晨读的教室多了一个空位。

我很失落，再没心思去关心那些永远长
不大的毛疙瘩，秋天过去了，我仍不想去理
它，桃花又一次盛开了，我看见桃花枝头还

有几个阴桃，听说摘下可以当茶喝，把它们
放进茶叶里保存，能使茶叶更鲜美，只是我
不曾尝试。

饭后，约上几个同事出去溜达，来到了一
家新开幼儿园门口，园长是我的一个远房亲
戚，孩子们已经回去了，她正在打扫卫生，她
向我们介绍，由于刚开园，孩子还不算多，大
的三四岁，小的两岁多。到了五岁就去学前
小班了，剩下的就一些不懂事的小蛋蛋……

“这样的孩子不好带，就在前两天，有个孩子
屎都拉裤裆了。”说完笑了笑。“慢慢大些就好
了。”我们宽慰她，“幼儿园，走了大的，来了小
的，留在这儿的永远都是小的。”

我突然轻松了许多，不再郁闷，我明白，
我的桃儿落了，来年还有春天。

□银笙难忘茯茶镇那杯茶
现当代著名散文大师、学者、翻译家梁

实秋曾说：“良辰美景，赏心乐事，随处皆
是。有时候，只要把心胸敞开，快乐也会逼
人而来。”在憋闷了一二十天的阴雨后，终
于迎来阳光灿烂的好天气，遂与妻儿出外
郊游。

旅游追逐的是“新”和“奇”。听朋友几
次介绍泾阳县的茯茶镇，是茯茶文化、关
中民俗文化、关中生活文化为一体的小
镇，旅居西安十多年，很早又成为喜饮的
茶客，自然乐于前往。

走近小镇，清凌凌的小河成为缠绕全
镇的绿飘带，河两岸鳞次栉比的小店人头
攒动。青砖瓦房、小桥流水，将关中的豪
爽、古朴和江南的秀美意境相结合。

茯茶是一种传统黑茶，因其成品像一
块砖，又被称为“泾阳茯砖茶”或“泾阳
砖”。茯茶是一种发酵型的茶叶，其功效
非常大， 特别是在工作疲劳的时候来一

杯茯茶保证能让你立刻神清气爽，对于像
我这样的三高人群特别有用。

我虽然茶龄不短，从低档的陕青开
始，逐渐钟情于清茶。什么西湖龙井、六
安瓜片、洞庭碧螺春，甚至台湾云雾茶都
先后尝试过。但近在咫尺的茯茶却未入
唇。今日既入神山，必结佛缘。偷闲半
日，无暇细细参观高大的茯茶文化展览
馆，只能东鳞西爪与人闲聊得知大概。

关中无一株茶树，怎么在关中“白菜
心”的泾阳县会出现茯茶？这就是一件奇
事。据史料记载，茯茶最早出现在北宋熙
宁年间，朝廷为了安定边境治理，专门成
立茶马司，通过“茶马交易”加深友谊。
那时，茶叶是交往的圣品。先把南方官茶
运到泾阳，根据游牧民族的喜好和习性，
另行加工制成便于携带和储存的砖茶。因
制作时多在炎热的伏天，故叫茯砖茶。在
集散、加工、制作的过程中，无意间发现

茶叶中长出“金花”，使茶效大增。在全
国一千多茶品中，唯有茯茶有“金花
菌”。究其原因，一是泾阳的水质酸碱度
和水中矿物质适宜。二是气候适合“金花
菌”生长、发育、繁殖。三是制作工艺独
特。这种茶很得西北人喜爱，被称为“黑
色黄金、神秘之茶、生命之茶”，沿丝绸
之路广销西域各地以及俄国、波斯等四十
多个国家。

稍稍知道茯茶的底细，不善饮茶的老
妻极力怂恿来一壶。在那个高大的两层楼
茶社，我们没在厅内茶位就坐，专门选了
厅门外的临时雅座，背衬绿竹，披着暖融
融的日光，享受着久别的田园意境。看
看茶单，每壶优劣有别。儿子说就来 168
元的 5年茯茶。不一会儿服务员端着玻
璃壶走来，那特殊的颜色没有清茶的碧
绿，而是红中有黑，金波荡漾，金中有
黑，汇聚了冬的清冽、春的明敏、夏的

火红，赭红的茶水立即给我这个年龄已
入“仲秋”的半老头加了动力。

精明的南方人讲究“品茶”，连茶具
都要用精美的盖碗茶杯。我虽饮茶日久，
但属“渴时鲸吞型”，很少体验品茶的妙
趣。今天来此，也学点斯文。先是举盅
凑近深嗅，一股清香带着淡淡的中药味
让人格外清爽。然后啜一口茶，在嘴里
稍停片刻，清香倏地弥漫在脑际，又像
多股清流顺着大小血管溢满全身。茗香
荡漾在唇齿之间，再磕几粒葵花籽，嚼
两片麻辣薯片，人心清了，眼睛亮了，
浑身的舒服无法形容。没想到，从古城
到不远处的茯茶镇也就一小时左右的距
离，那杯难忘的茶，不仅让我尝到了“新、
奇”，也成为日后索求的另一佳品。

桥
□王慧春

拱桥 斜拉桥 连心桥
都是工程人孕育的孩子
桩基是你亲吻大地的双脚
桥墩是你结实的身体
桥面是你张开的双臂
流光溢彩的灯是你娇好的面庞

从机声隆隆中开始
到张灯挂彩结束
往后许多年
你悄然屹立于天地间
倒影似弯弯的月亮
世世代代照千家连万户

桥是爸爸累弯的背
在爸爸的背上走过我的童年
桥是铁建人梦中的彩虹
枕着它夜夜入眠
桥是白发苍苍的思念
拉索又怎拴得住日光和月影

康桥上无法作别
那是魂牵梦绕的桥
枫桥边无法夜泊
那是愁绪难眠的桥
鹊桥让有情人终成眷属
那是筑路人手绘的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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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天，以雪花唯美。天空中的雪花，
像是洁白的羽毛，又仿佛是飘舞的梨花，
毛茸茸、亮晶晶，蓬松松、沉甸甸，美极
了。雪花伴着轻快的歌曲和音符，在空
中转啊转，似乎在玩耍，又像是在追逐。
俨然是一幅白色的屏障，构成一幅天然
的画卷，令人心旷神怡。

那些飘雪的日子，漫天的雪花落在
山间、树梢、岩边、房屋、野地、平原，把大
地打扮得分外妖娆。白色的雪、白色的
霜、白色的雾、白色的大地，洁白的雪花，
晶莹透亮，行人走在积满雪花的路上，吱
嘎吱嘎地发出欢快的响声，仿佛讲述着
冬天的故事。

冬天，当百花凋谢，唯有梅花凌寒
独自开。在空旷洁白的雪地上，一抹嫣
红，带给冬天绚丽的色彩，是欣喜，更是
惊艳。欣赏梅花的傲骨，不畏雪雨冰
霜，在凌冽的冬天，以傲然的风骨，以遗
世独立的姿态，绽放绝世的容颜。梅花
的绽放，为萧瑟的冬天增添了一抹亮丽
的色彩，雪花和梅花宛若一对亲密的恋
人，相依相伴，梅花在雪花的映衬下更
加娇艳动人，雪花在梅花的点缀下更加
温婉清丽。雪的纯白，梅的嫣红，交相
辉映，雪映梅红，这是一幅多么醉人的画
面啊!

冬天，像一首优雅的古典音乐，在静
静地诉说，犹如那渐渐升起的点点阳光，
又似枝头挂满的新绿。冬天，又像冰洁
少女的手，抚摸着大自然的一草一木，对
草木致以真诚的谢意。寒风席卷而来，
长驱直入，呼啸而过，勇往直前，从不回
头，没有弥漫的硝烟，没有隆隆的战鼓，
也没有摇曳的军旗。如果说春天给人的
是生机与活力，夏天带给人们的是火热
与泼辣，秋天给人们的是收获与成熟，冬
天则给人们的是宁静与厚重。

冬天，大地上没有一点生机，唯有电
力杆塔在咕噜咕噜地传递着正能量，它
们穿过高山，越过平原，跨越沟壑，趟过
山涧，为一座座城市送去光明，为千家万
户送去冬日里的暖流。它们抵御寒风，
抗击冰雪冻雨，在荒无人烟的山梁上岿
然不动。你看，那一条条银线在空中飞
舞，就像是音乐五线谱，为人们弹奏出了
和谐的音符。

格外珍惜冬日的阳光，透过玻璃窗直射进来，照在身上暖洋
洋的。它在温暖柔美中略显明媚，悠远绵长里蕴含着淡泊从
容，它有着春日阳光的神韵、夏日阳光的妩媚，更有秋日阳光的
深邃，承载着四季轮回的精彩过往。此情此景，让我想起了白
居易的一首诗“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晚来天欲雪，能饮一
杯无？”

吕浩民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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