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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十年来，引渭灌溉渠滋润着家乡
的土地，以她博大丰富的乳汁哺育着乡
亲们。回想灌溉渠的故事，无一不渗透
着当地官员们为民办实事的心血，无一
不凝结着乡亲们奋斗的汗水。我爱引渭
渠，更爱着为之付出的党和政府，也深爱
着这片土地上辛勤耕耘的父老乡亲。

引渭灌溉渠是从宝鸡峡引水而来
的一段人工河流，这一里程碑式的水利
工程改变了家乡的农业命运。我的家
乡位于关中平原，乾陵脚下，八百里秦
川，土地肥沃、土质疏松，但因高于沟坎
形成了塬。塬上本无水，种地靠天、吃

水靠地，常年降水量不足，旱灾常有。
粮食产量听天由命，常常是青黄不接，
未到芒种收割之节，乡民们就已经提斗
借了好多升粮食了，还需要配玉米、高
粱面和野菜充饥。改变靠天吃饭，是乡
亲们为之奋斗的梦想。

新中国成立之后，在浩瀚的关中平
原上，党和国家开始谋划着一场功在当
代、利在千秋的伟大事业。这项事业便
是宝鸡峡引渭灌溉渠工程。引渭灌溉
渠工程浩浩荡荡持续了十几年时间，动
用了沿线的全部农民工力量。那时候
全部是用人力挖土，罕用机械。中间因
工程技术原因，被迫停工几年。那时
候，我还很小，听大人们讲，修渠全村总
动员，场面宏大，挖土的挖土，运土的运
土，在渠的两边堆积成两行曲曲折折的
土堆。专门有做饭的，做饭都是在现场
支一个若大的锅，熬汤、煮面片，蒸馍有
老碗一样大。开饭之时，或蹲或坐，热
闹之极。出工都是义务工，生产队给每
个出工的人记工分，到年底分些粮食。

水是家乡人之恨。恨它不通，恨它
难通，恨它一次次成为希望又成为失
望。全村将满腔的仇恨化解为生龙活

虎的干劲。正是在乡亲们没日没夜、艰
苦卓绝的努力下，灌溉渠终于坎坎坷坷
于 1974年全面完工。大人们经常指着
渠底铺着的水泥板说：“这一块块水泥
板，就像一辆辆飞鸽牌自行车铺过。”飞
鸽牌加重自行车，在当时当地是一种奢
侈品，价值不菲，这样贵重的物品堆积
而成的引渭渠令人瞠目结舌。

要通水了，全村人是那么的高兴。
他们成群结队，在灌溉渠主干道，在六支
渠支流，在田间地头小渠，在干涸的麦田
里，都站满了人。有些人索性从家里拿来
了脸盆、瓦罐，从渠里舀起了水，在空中泼
洒。小孩子们更是兴奋，脱掉了衣服，跳
进了水里，零距离接触着生命之水。为了
这一天，老几辈人从黑发盼到了白发。通
水了，不再靠天吃饭，麦子能浇水了，玉米
能喝饱了，粮食产量也翻番。乡亲们不再
饿肚子了，温饱问题解决了。

天有阴晴圆缺，人有旦兮祸福。凡
事都有两面性，谁曾想一条造福人民的
引渭灌溉渠竟然在几十年的滋润旅途
中成为“夺命渠”。因为建设初期匆匆
投运，灌溉渠两边几乎没有什么遮拦。
经常有人在骑自行车、开手扶拖拉机时

不慎掉入渠中，被急流的水冲走。穿过
村头的这条渠，在这里要上塬，形成了
二十几米的深渠。在我的记忆里，同村
就有人骑车跌入河中，还有幸跌入河中
的二台上。一次最多的是手扶拖拉机
拉了 7、8个人全部翻入河中，幸福渠也
变成了灾难渠。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引
渭渠在灌溉、滋养这片土地的同时，也
让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时刻面临着死亡
的威胁。当年，水渠距村庄较远，随着
人口增加，村民住房离水渠越来越近，
加上当地将渠堤建成公路，在人流量和
车流量增加的前提下，以前设计的便桥
愈发显得狭窄，安全隐患由此凸显。

前两年在陕西省水利厅部署下，争
取建设资金，决定继续为民办好事、办实
事，加固引渭渠，增加防护设施。在全
长 400多公里的河堤，全部装设防护栏
杆，并将沿途的便桥、通车桥全部加固。

如今，引渭渠两边绿树掩映，河面
干净，水流湍急，一股股幸福水流进
了田间地头，也流进了人们的心田。
行人骑行在防护栏杆旁的宽阔路面
上，穿行在绿油油的麦田间，是那么惬
意、那么幸福！ （建设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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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及“天边”一词，脑海中浮现出的
是一幅动静结合的画卷：牛羊悠然漫步
天际，帐篷旁闪过姑娘的彩裙，牧人轻
轻挥动皮鞭，伴着姑娘悠扬的歌声翻过
山梁……这样的景象，竟无论如何也
无法将这绝美的“天边”画卷与外形粗
犷、线条生硬的“加油站”联系在一起。

昏暗的影厅里，随着银幕的光影
摇曳，嘈杂的人声慢慢安静下来，一眼
望不到边际的素色雪原背景中，一辆
油罐车缓缓切入，电影开始了。刹那间，
我感觉自己的心脏好像漏跳了半拍——
这场景竟与自己想象中的截然不同！

随着影片情节的发展，我逐渐忘
记了自己所存在的这个世界，也逐渐
忘记了生活中的种种不快，陷入剧情，
不能自己。

有人说这是一部关乎“美”的影
片。的确，影片中所表现的有人性的纯
美，有大自然的静美，有民族风情的炫
美，更有温厚、朴实、自然的亲情之美。
是一部通过表现“小人物”身上的“大故

事”，真切体现新时代追梦人大情怀和
正能量的影片。

影片讲述了一名 90后大学毕业生
秦孝男因失恋，自愿申请到“天边”加
油站工作，原本想着躲在这一个人的
加油站里，自由自在地混日子，却被老
站长王重庆坚持不懈、恪尽职守的工
作态度所感动，被他为维护民族和谐、
造福“天边”百姓的真情所感动，特别
是老站长王重庆超凡脱俗的无私守
望，把这个年轻人带进了石油人逐梦
新时代的精神境界。

一个即将退休的老男人，一个刚步
入社会的小男人，一条忠诚的老黄狗；
一座加油站、两代站长、一次新老之间
的交接；以村主任扎木提及其女儿古丽
娅为代表的 109户哈萨克族村民，还有
76封没有寄出去的“情书”……影片以
此为线索，贯穿整部戏，为我们演绎了
老一代石油人以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
感。在天山脚下，他们用实际行动，履
行着自己不变的初心和坚定的承诺。

“天边”本就是一个能让人浮想联翩
的浪漫词汇，影片为加油站起名“天边”，
给观众以丰富的联想和浓浓的诗意。

只有一名职工的小小“天边”加油
站，孤零零地坐落在苍茫戈壁的一个
哈萨克族小村庄附近，在老站长王重
庆的“经营”下，加油站已经不再是一
般意义上的普通加油站，它不仅仅承
担着给过路汽车加油的使命，也不仅
仅只是为了给 109户哈萨克族村民提
供生活上的便利，更多的是为每一个路
人提供紧急救援，为哈萨克族村民解燃
眉之急、摆脱困境提供便利，成为了一
座通往实现民族大团结的中心枢纽。

该剧导演韩万峰以一位平凡的石
油人为原型，讲述了他简单工作，单调
生活的故事，表达了对千千万万石油
人团结奋斗，为祖国建设作出积极贡
献的深深敬意。

这部电影应该说是一部故事性很
强的小说，或者说是一部充满情感的纪
实散文，或者说是一首新时代的边塞抒

情诗。尤其是在村民欢迎新站长秦孝
男时，举办特色浓郁的民俗盛宴上，身
着盛装的哈萨克族村民在民族风情背
景音乐的烘托下，翩翩起舞，舞姿飘逸，
从厅堂舞到场院，从场院舞到路旁，再
从路旁舞到茫茫雪原。脸上洋溢着幸
福的笑颜，和着清新自然的灵动舞姿，
将观众带入了一种现场感十足的境界，
让人产生了一种想要融入其中、参与其
中的强烈欲望。影片中所呈现的这些
唯美画面，原本就是少数民族原生态生
活，而在这里，更多的是在表现哈萨克
族村民乐观向上、积极饱满的生活态
度和无忧无虑、幸福生活的状态。

当主人公那身具有代表性的蓝色
站长服与湛蓝的天空混为一色时，当
哈萨克村主任邀请即将退休的老站长
一起上天山取回圣水时，当镜头定格
在老站长一家和哈力阿妈一家在天山
脚下拍摄的全家福时，则是影片所想
要呈现的各民族融合的圆满结局。

（澄合矿业实业公司）

不远的天边湛蓝的梦

宿建梅

——电影《天边加油站》观后感

1994 年，镇上的供销社进
来了一批红皮鞋，格外亮眼。
不论是去买日化还是扯布，我
都会紧跟母亲，然后跑到那个
柜台前看一会儿。

自然，母亲哪会亏待我，还
是赶在腊月给我买下。连带鞋
盒放进衣柜，时不时就去翻出看
看，即便它比我的脚丫大了半码。

腊月二十三过小年，要祭
灶的。每至上灯，晚饭吃过后，
奶奶便开始祭灶。她手拿菜刀
和用以击打的其它物件，一段
木棍，或是一块磨刀的小石
头。一边有节奏地敲打着，一
边念念有词地说唱那祭词：“一
根干柴一股烟，我送灶马上青
天，只说凡家好，千万别说凡家
的坏……”那是人对神的祷告，
是人对生活的美好祈求。做这
一切的时候，奶奶是庄严肃穆
的，是虔诚认真的。而在我看
来，整个过程只显得有些好
笑。父母却不让人笑，他们会
认真地警告我，对神要认真，要
尊敬信奉。

时间恍如一瞬之隔。一切
世间的东西，在变化到现实里，
已是物是人非。奶奶去世后，
再到腊月祭灶时，没有人会，也
就没了继续。只是在那个时间
节点上，我还会把祭灶的奶奶
常常想起。

作为时间里头的一个大
节，我经历过了许多年。就人
生而言，它叠加起来，完成了我
从一个少不更事到而立之年的
过度与飞跃。不同的年龄段，
不同的时间里，我总是对年搭
上不同的期望，不同的诉求，以
致有不同的理解和感觉。

盼过年，当然爱年的快乐，
年中的热闹红火。我幼时胆
小，爱炮竹却怕放炮。父亲放
的时候，我便提着灯笼站远处
还要掩上耳朵。为这事，父亲
总是吆喝我，觉得枉费了他一

番苦心。农历的除夕，是我童
年记忆里的一大盛事。而母亲
做的条子肉、黄焖鸡，则在年节
里挑战着人对它的留恋和味
蕾。这种味道，在时光中，与故
土及母亲的勤俭、坚忍混合在
一起，才进脾胃，又上心尖。尽
管父亲为自己买下的仅是瓶高
脖子西凤酒。

年总能勾起人们对岁月的
情怀，对时间飞逝的感慨，也是
最能唤起往事的节日。童年记
忆中的年味，总是那么的浓郁，
历久不忘。细想其实节日未
变，变的是条件和观念的转
变；变的是时代投影在春节的
景象改变。不变的，依然是对
被赋予太多情感、太多仪式感
的节日的期待，依然是对团圆
和美好的期盼。

每个节日都有着专属的味
道和记忆，人生的旅途上，?正
因为这些挂牵，染上了别样的
温情。过年特有的专属，似乎
已经慢慢地融化，融入到我们
平时的生活中。

年是什么？年是家中老人
给外出儿女四季的心愿，年是
留守家中孩子默默祈祷了 365
天的诉求。家是兄弟姐妹之
间埋藏了一年的思念。走进
了年，就是通家老小的红火热
闹，嘻笑欢颜。走进了年，就
是操劳的父母，放下了牵肠挂
肚的惦念，用浑花了的眼，把
儿女一眼一眼装进自家柔柔
的心房里面。

一直相信，岁月不会辜负
任何人。在这个年味渐淡，却
是情味愈浓的时代，去感恩过
上的有余有剩的好日子，在震
天撼地的锣鼓声中抖落一年里
的忧愁和烦恼，用一颗轻盈的
心，将温暖的心绪，在春寒料峭
中笃定播撒，把生活的美好镌
刻，将岁月的明媚遥寄春天！

（黄陵矿业生产服务分公司）

一架凤凰牌老式自行车，
大姐和二姐坐在前面，母亲抱
着我坐在后面，父亲总有使不
完的力气，脚底下不间断地画
着幸福的圆。

“一家五口干啥去？”快过
年了，村里好多人都骑着自行
车，到城里购置年货。

母亲把我的小脑袋紧紧地
贴在她的胸口说：“给娃买几件
新衣裳，过年了嘛！”

记忆中的年，总是崭新
的。那时候虽然家里条件有
限，但父母总要给我们添新衣
裳。好像没有新衣裳，就不算
过年。

我是家里的老小，父母对
我的疼爱更多些。因此每年过
年，我总是“全副武装”。大姐和
二姐往往都是自己选，买了上
衣，就不买裤子；买了裤子，就不
买鞋子，总之，只能选一件。

平时的衣裳，是在集市的
摊位上买。而过年的衣裳，是
在城里百货大厦买。这一天，
我们会格外兴奋。

花花绿绿的新衣裳看得人
眼花缭乱，有的衣裳明明穿上
很好看，但是跟营业员讲了半
天价钱，母亲却说不合适，然后
拉着我们就换另一家。

无论如何，最终我们都会
买到满意的新衣裳。如果时间
还早，父母带着我们去逛金塔
公园。卖棉花糖的、打芝麻糖
的、表演杂技的……遇到这些，
我的腿也迈不开了，除非母亲
给我买点啥，我才有些“动力”。

临近过年的几天，爷爷奶
奶就会来家里问，给娃娃们买
新衣裳没？这时候，母亲会立

即安排我换上新衣裳，来一番
展示。摸一摸料子，检查检查
袖口，奶奶褶皱的脸上堆满了
笑容。

大年初一，刚睁开惺忪的
睡眼，母亲已经把新衣裳叠放
得整整齐齐，给我们准备好
了。穿上新衣裳，感觉就是不
一样，整个人神清气爽。

带着各色年货，我们开始
走亲戚。“又长高了，是个小帅
哥了。”“谁给你买的新衣裳，穿
上真神气！”穿上新衣裳，就是
不一样，亲戚们一阵夸后，给我
的口袋塞上大大的红包。

穿上新衣裳，感觉到处都
是新的。条条大路是新的，
家家户户的门楹是新的，田
野里的麦苗是新的，就连大
家说的话都是新的……

要不了几天，在我的顽皮
捣蛋下，衣裳很快就脏了。可
我仍然舍不得再换回去。这时
候，母亲趁我晚上睡觉的时候
给我洗一下，然后在炉子旁放
个椅子，烤上一晚上，第二天仍
旧是穿新衣裳。

一直到过完年，我一直穿
着新衣裳。

随着年龄的增长，过年的时
候，渐渐不喜欢往人前钻，更不喜
欢穿新衣裳，大人们给的红包，
也会就势推让回去。总觉得，新
衣裳是给小孩子穿的，再穿着
新衣裳走亲戚，总觉得别扭。

如今，已经晋升为父亲的
我，衣柜里的衣裳，大多是妻子
平时买的。又快过年了，妻子
说今年太不平凡，咱们一人买
一身新衣裳，奔个好年运。

（陕北矿业韩家湾公司）

添 新 衣
郭宏欣

年 之 味
刘丹

最喜欢冬日的暖阳，肆意挥洒在陕
北这片广袤无垠的大地上。

一群孩童穿着不合身的棉衣，一个
个冻得鼻涕直流，时不时哈着气、搓搓
手，捂着耳朵……村子西边的角落里，
三五个长者圪蹴着，双手插在袖筒里，
嘴里叼着旱烟，有说有笑。

“哎，后生，知道啥叫糠窝窝不？”最
爱听他们讲述老一辈怎么遭罪，怎么吃
苦，怎么一步步过上了好光景。

我出生在陕北偏远的村子，村里人
家都姓李，我很庆幸自己能出生在这样
一个质朴、和谐、充满希望的小山村。

上世纪 90年代，电视还未普及，全
村有黑白电视的也就一两家，没有遥
控，脑畔上栽着木桩，顶端绑着铝架子，
再套几个易拉罐，就是信号接收器。虽
然只能接收一二个频道，但在那个时候
已经很洋气了。如果碰到刮大风天气，
还要重新调整木桩的方向。

小时候唯一的玩具是父亲赶集时
买的一架飞机模型，每次有小伙伴来
玩，我都要很隆重地炫耀一番。另外，
弹弹珠、滚铁环、纸飞机、打宝、溜冰车
……这是童年里所有的娱乐项目，虽没
有现在儿童丰富的玩具，但儿时的我们
也玩得不亦乐乎。每次看到与童年记
忆相关的视频，思绪瞬间就回到儿时，
怀念那无忧无虑的时光。

那会儿父亲经常赶集，买点家里的
必需品。等我长大点时，偶尔也会带我
去，三十里路上，走不动了，父亲会背着
我，到了集市给我买那种老饼子，很耐
饱。记得有一年过年，母亲给我们买了
过年穿的衣服，兄妹三个一人一身，穿
上、脱了、再穿上，穿着袖子有点长，可
只有过年的时候才有新衣服穿，还是会
高兴得睡不着觉。

“妈，这袖子有点长，你看我穿上像
唱戏的一样。”“嗯，人长衣服不长，过两

年还能穿。”小时候穿的是母亲一针一
线做的布鞋。每到晚上，点着煤油灯，
我们三个聚在一张桌子上写作业，母亲
坐在炕边借着余光纳鞋底，时而抬头穿
针线，时而用针捋捋头发，那画面至今
还时常清晰地出现在我的脑海中。

那时农村对教育不重视，经常有同
龄伙伴辍学回家放牛、种地。我很庆
幸，父亲虽然读书少，但对教育看得重，
经常教导我们唯有读书才能出人头
地。那会儿家里生活学习条件差，一块
硬纸板，上面均匀地涂抹上一层猪油，
再找一块白塑料布，剪成硬纸板大小盖
在上面，用夹子夹住，便是我的万能写
字板，这也是父亲的杰作。后来生活条
件稍好些，父亲打算在家里做一套摆
设，请了村里面有名的木匠。印象最深
的是每次吃饭时，木匠吃的是白馍，我
们吃着窝窝头。

“我们啥时也能吃上白面馍啊”，我

坐在角落里，眼睛时不时望向锅里，期
盼着能剩一点儿，这样我也能细细嚼下
白馍的味道。如今，那时的期盼已是家
常便饭。从小便不喜欢冬天，太冷没有
暖气，只生着半温的炉子，被窝里是冰
的，脚是冰的，睡了一晚上，腿脚还是冰
的。每次睡觉的时候，恨不得把所有可
以取暖的东西全都压在身上，把头深深
埋进被子里。即便这样，露在外面的鼻
尖总是凉的。起床后，衣服是冰的，要
咬牙狠下心，才能一口气利索地穿好冰
硬的衣服。

那时，冬天就是一片寒到心里的
冷。长大后，无论家里的暖气有多暖
和，睡觉之前，也会先把被子铺下提前
捂着，待稍微暖和了，便像鱼似的拉开
被口滑进去。也许，就是小时候冷怕
了。如今，却开始向往那白雪覆盖的天
地，那冬日里的暖阳，那好冷却不用再
蜷缩的季节。 （陕北矿业涌鑫公司）

致那些指尖流逝的岁月
李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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