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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憩心亭编辑：刘诗萌 美编：张 瑜 校对：桂 璐版4
2021年8月30日 星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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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陕西日报印刷厂印 地址：西安市环城南路东段1号 本期零售价壹元

七彩丹霞七彩丹霞 玉军玉军 摄摄

笔走龙蛇笔走龙蛇

江 边 童 年
□任雪姣

我生于滨江小城陕南紫阳，对水有
着天然的亲近感。儿时的住所便建于
濒临汉江边岸，那可是个看江景的好地
界。小时候，每一个醒来的清晨都像是
大自然赐予的礼物，推开窗户，就能看
到那碧青的江水犹如灵动的玉带一样
蜿蜒流淌。

江面云蒸霞蔚，隐约中的几页扁
舟，是勤劳渔民们的捕捞船，想是渔民
们起得早，困乏了吧。经常吼上几嗓子
民歌，惊起水岸的几只白鹭沿着水线呼
啦啦飞了起来，使这安静美好的清晨迅
速苏醒，也像是给这山水画加上些灵
物，带来些生机和活力。那江面的水汽
随着江风一层层涤荡开来，飘进我的鼻
孔，飘入我的眼睛，再吸上一口新鲜空
气，说不出清凉爽快，眼睛清清凉，心也
敞亮亮，一天的好心情就这样开始。

在没有游乐场与公园的小城里，江
边便是小孩子们的乐园。打石漂、垒房
子、游泳、戏水、捉小鱼、捡漂亮石头等
等。虽然到中午，头顶的太阳火辣辣，
但仍阻挡不了爱耍的孩子们。女孩文
静些，不过就是过家家、垒房子，或是摊
开手帕在河边捡拾漂亮的石头包起来
带回家；男孩子就野了，眼见他们一波
波疯跑到河边，脱得光溜溜，扑腾扑腾
下饺子似的往水里跳，跑过的时候还把
女孩子们挑好的石头、垒砌的房子踢得
乱七八糟，这时女孩们也不理论，害羞
地捂住眼睛，别过脸去，不看这帮“土
匪”。这下“土匪”们可得意了，大声嚷
嚷：“女娃子们都去那边玩去，不准超过
那条线。”女孩们便嚷回去：“这河又不
是你家的！凭啥不让我们玩，我们不
走。”边说边往他们那边扔石头。这时，

“土匪”便威胁说：“你们不走是不是？
还扔石头是不是？再不走我就要站起
来了！”作势就要站起来，女孩子们吓得
捂住眼睛赶快逃走，身后传来嘎嘎大笑
声。这帮调皮的男孩子就靠这招，一直
霸占河岸玩耍最好的一块乐园。不过

他们也“嚣张”不了多久，只听见有孩子
下水，附近的大人们都来找自家小孩，
怕出危险。一看自己父母拿着荆条来
了，这帮男孩子就像是斗败了的公鸡一
样，一个个灰头土脸地回到岸上，穿好
衣服，结果不是被父母揪着耳朵拎回
家，就是被父母追着打，一不小心崴了
脚摔在石头上，我们便哈哈大笑拍手叫
好，像是报了仇般畅快。江水就这样陪
伴我们在欢声笑语中长大，波光粼粼见
证了一个个孩童玫瑰色的童年。

都说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到了
夏天，小城里每家每户的餐桌上几乎
都有一道油焙河虾的时令菜肴，那是
孩子们最喜爱的菜。我家的河虾都是
舅舅去河边捞的。每当河水上涨的时
候，舅舅便约上三五好友去捞河虾。
夜晚的汉江，万籁俱静，几声虫鸣蛙语
让这幽暗的夜色更显寂静，点点萤火
虫在草丛中影影闪动。只见舅舅拿着
虾网，戴着有探照灯的帽子沿河边慢
慢寻找，在水草丰腴的地方藏着很多
虾，于是娴熟下网一会儿功夫就网了
小半桶，有时候运气好还可以网到小
鱼、小泥鳅，两个小时就收获满满。第
二天中午，外婆便开始处理这些小虾，
虾头剥掉，然后将虾仁多淘洗几次，晾
干便可以拿来炒了，当一盘炒好的河
虾端上桌的时候，觉得简直没有比这
更好的人间珍馐了。

我离开家乡许久，早已不是当初
的少年。可家乡的汉江矗立起大坝，
建起西北最大人工湖——瀛湖，承担
着“一泓清水永续北上”的政治使命
与担当，是我国南水北调中线工程的
重要水源地。它是家乡水之魂灵和
精气神，连同那美丽的晨景和渔歌晚
唱，浩瀚无垠，碧波荡漾。儿时河边
嬉闹，美味河虾，皆成为挥之不去的
乡愁，萦绕心中。我会将这暖心的回
忆刻进记忆的深处，去滋养我平凡却
幸福的人生。

奋斗是最美的姿态 □席金峰
一本书
好似通往远方的一条路
书中的人物景致
把我从熟悉的地方
延伸到了远方
我是书中人

看完一本书
我从远方归来
书中的人
成了我新的朋友和邻居
有的热爱
有的憎恨

我从书中来又到书中去
将自己在尘世的烦忧 带走
又莫名拉回了其他
永远有下本书承载着 答案
将我思想的密码
潜藏 在书中的留白中

有的书看后
有一阵子的空虚
有的书没看
有一辈子的遗憾
有的书让我离开了现在
穿越到了过去和未来
有的书在远方等我
有的书带我去了远方

看
书
是
一
种
远
行

看
书
是
一
种
远
行

□
同
亚
莉

“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
东京奥运会虽然已经落下帷幕，但是，我国
奥运健儿在东京奥运会赛场上顽强拼搏，
让国旗在东京奥运场馆一次次升起、国歌
一遍遍奏响的壮观场景，仍然感动、振奋和
激励着无数中华儿女。

“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笔
者以为，辉耀于奥运健儿们身上那种不因生
活中的不如意和环境的艰苦逼仄而气馁，孜
孜矻矻、砥砺奋进，积极向上、奋发有为，始终
仰望星空、不懈追求梦想，备尝艰难困苦，终
而玉汝于成的奋斗姿态，更是令人感佩！

用一记“歪头杀”折服亿万观众的奥运男
神、为中国体操夺下 9 年首金的吊环冠军刘
洋，出生在辽宁鞍山一个双下岗职工家庭，祖
孙三代共同蜗居一间49平方米陋室。他5岁
就进入鞍山市体校练习体操。10岁进入八一
队，在经历16年严苛的专业训练后，终于站上
了东京奥运会的最高领奖台。

“天生神力”八九岁时就可以轻松举起一
个车轱辘的东京奥运会中国田径首金、女子
铅球冠军巩立姣——这个石家庄姑娘，她母
亲的心脏装有4个支架，父亲腰椎不好做过手
术，仍坚持去工地搬砖，为她凑齐体校学费，

又借钱送她去参加比赛。在父母含辛茹苦的
支持下，巩立姣努力努力再努力，每天训练投
掷200次以上，投掷重量超过1吨。手上长满
厚厚的老茧，不定期就得拿小刀把它们割下
来。一年又一年的坚持，32 岁的巩立姣终于
在东京奥运会上迎来了升国旗、奏国歌最高
光的那一刻。

10 米跳台，5 个动作，3 个满分，总成绩
466.2分，打破世界纪录！广东湛江14岁的“天
才少女”全红婵以无可争辩的完美发挥，为我国
夺得一枚宝贵的东京奥运会跳水金牌。全红
婵是个低保户家庭的女孩，2017年，她的母亲
在去工厂替人做饭的路上遭遇车祸，住院治病
掏空了家里的积蓄。全红婵家中还有患病的
爷爷，全家仅靠她父亲种植的几亩小果园和每
月 3000 多元的低保费苦苦支撑。在全红婵 7
岁被教练带到湛江体校练习跳水起，为家里

“赚更多钱”的目标，让她似乎忘记了自己还是
个小女孩，闷声不吭，一头扎进了泳池，“每次
训练都全力以赴，陆上跳每天都要跳200-300
个”。功夫不负有心人，她用刻苦训练换来了
一枚宝贵的奥运冠军奖牌。

东京奥运会男子举重67公斤级冠军谌利
军，是湖南益阳一个特困户家庭的孩子。他19

岁时父亲病逝，留下了年迈体弱的奶奶和有先
天性心脏病的叔叔，一家五口全靠母亲在瓦厂
打工的七八百元收入艰难生活。在体校学习
的谌利军，拼了命训练，为此他曾不止一次负
伤，手臂肌腱也断裂过，至今还留着一道15厘
米的伤疤。就这样被生活百般蹂躏后，谌利军
最终在东京奥运会上名扬天下。

东京奥运会上，还有很多和刘洋、巩立姣、
全红婵、谌利军一样的身影：为了赚钱给母亲
看病，男子举重81公斤级冠军吕小军17岁时
差点退役当货车司机；父亲卖肉夹馍供她练
球，替补出场，为女乒团体夺冠立下汗马功劳
的王曼昱；乒坛大魔王马龙则是从这样一个困
难家庭走出来的——父亲为了省钱连一双袜
子也不肯买、母亲感冒连药也舍不得吃……

我想，这一个个奥运健儿身上所展现出来
的，不正是几千年来中华民族自强不息、不屈
不挠，在深重灾难中不断奋起、在牺牲抗争中
持续前行的精神缩影吗？！

“成功的花，人们只惊羡她现时的明艳！
然而当初她的芽儿，浸透了奋斗的泪泉，洒遍
了牺牲的血雨。”我们赞美和艳羡奥运健儿的
成功。但是，我们更应该明白，这个世界上没
有人能够随随便便成功，反倒是每一个成功者

的背后，都是充满了无数的汗水和泪水。所
以，我们应该学习和汲取奥运健儿那种身处逆
境中，不屈不挠、顽强奋起，积极向上、奋发进
取，不随波逐流、自暴自弃，不甘愿沉沦、庸碌
无为，不向困难低头，敢于同艰难的命运叫板
与抗争的精神和劲头。

“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当
前，我们正意气风发地走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的新征程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
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心愿和伟大梦想，也是关
系改变和造福每一个中国人命运的大事件。
虽然，在今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已经以
不可阻挡的步伐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
程。我们正处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前夜，我
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
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但是，行百
里者半九十。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绝不是轻轻
松松、敲锣打鼓就能实现的。面对世界百年未
有之大变局，中华儿女都应该学习和发扬我国
奥运健儿那种不屈不挠、顽强拼搏的奋斗精
神，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
下，锚定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
付出更为艰巨和艰苦的努
力，顽强奋斗、不懈奋斗。

□张焕军

耀州行记

辛丑丙申丁亥，适逢立秋，恰遇
周末。余并命可、念贻兄同往耀州与
安黎兄相会。

耀州古称华原。上及阴康氏，距
今五千余年。处渭北高原南缘，属关
中与陕北过渡带，有“北山锁钥”“关
辅襟喉”之称谓。

早年，因父母参修梅七线，举家
迁入宋塔之下一孔窑洞。总角之时，
分读于东方红小学、一处铁小。故，
耀州于我有故乡之情。

安黎，耀州关庄麻子村人。当代
著名作家。其小说《时间的面孔》《小
人物》声名远播，影响广泛，其长篇散
文《我是麻子村村民》《石头发光的地
方——回望耀州》等作品，为世人了
解耀州做了恰如其分的注脚。

吾与安黎，先文后人，闻文识
人。经年不多，然，一见倾心，惺惺相
惜，三观可表也。

辛丑夏日，万象多变。疫情与高温
纠缠，人祸与天灾共生。有识之士，忧
虑甚甚。百无奈何，尤有故乡以疗伤
痛，做个闰土亦可乐哉。

安黎归乡有日，期间数邀赴耀州游
玩。因俗务缠身，未能成行。丙戍日，

四人即拍即合，秋日会于药王山下。
华原名人荟萃，称为京兆华原。

“一圣四杰”最是著名。一圣，即医圣，
乃世人对孙思邈赞誉。其医术绝伦，
尊称药王。四杰为西晋傅玄，唐代柳
公权、令狐德棻，北宋范宽。

来耀州，礼拜药王不可或缺。药
王山分南北两塬。南塬为医圣潜心医
术药方之地，生活起居于此，传说得道
升天也于此。院内有医圣手植柏与碑
林题记为证。北塬为道观庙宇，依山势
而建，与南塬遥望。楼宇亭阁隐逸翠柏
之中，石阶回廊蜿蜒盘旋头顶。又有北
魏石刻造像，供游人仰视，抚佛身，摸
自己，祈愿健康。塬畔立有魏碑数块，
中有一碑为隶转楷之过渡，难得一
见。农历二月二，药王山庙会，祈福纳
祥，消灾延寿者众，故而又称养生山。

药王山之东塬有村舍，名孙塬村，
医圣故里，村有祠堂。另有墓冢陵园
围裹于在松柏竹林中。

席间论及耀州特产，各有己见。一
言：特产有三，咸汤、耀瓷和安黎。又
言：一山一面一关庄。解曰，药王山、咸
汤面、关庄镇，“一圣四杰”中，柳公权、
傅玄皆关庄人，安黎亦然。关庄出才
子，小何语出惊人，“安公乃耀州老六
也。”众人惊讶。小何从容道：“一圣四
杰再加我叔。”余与众人皆乐，连连言：

“当然，当然。”小何耀州青年人，服务优
佳。我曰：“老六与
否，权当一笑，时间
自当评说。”

□白来勤城外的乡愁
烤红薯的泥土炉小推车，飘逸出异域香水的

气息，弥漫大街小巷。口红吻在纸巾上或嘴唇
上，都不会把心肠的色调影响。

乡愁，在水泥钢筋洗礼下坚挺而鲜活；乡
情，在烤箱空调煎熬里醇烈且干练。农家乐的
乡野味，意外激活了城里人极具探索性的刁钻
味蕾，喜欢猎奇的眼球多维度旋转，把一根根弹
簧似的脖子，牵引得老长老长。

村庄，匍匐在城市的睫毛上，一朵朵奇花异
卉无序上岗，芬芳沁心脾自带炫目光芒，向世界
诉说着自己的主张，惹得蝴蝶蜜蜂竞相追逐、喝
彩鼓掌，就连螳螂也欢呼雀跃、抖动翅膀。

不知疲倦的夜来香们，在阳光下我行我素，把
大街当苑囿绽放妖冶，无视安分守己的草木，眼神
里、口舌间泛溢疯狂，把个性彰显到物我两忘。

小鱼小虾自得其乐，从不惹是生非，却在

清澈见底的河流中自由自在地谈情说爱时，莫
名其妙的得道成仙。攘来熙往的人群里，一颗
颗心碰撞的火花飞溅，忘记了交流时使用的方
言甚至母语。

徜徉在城外的乡野，你会觉得这里的眼睛很
小很窄——窄得容不下半颗沙粒甚至尘埃；又觉
得这里的眼界很大很宽——宽得能容下山川河
海狂风巨浪。影与光在经络乡村的河流里缠绵，
将水波纹织成一张恢恢天网，风大时疏而不漏将
豪情吟唱，风小时细致入微婉约端庄。

漫步在城外的乡野，你会感到这里的爱河很
窄很浅——浅得仅容纳仁义礼智信真美善；又
感到这里的爱河很深很宽——宽得能熔冶温良
敦厚诚让恭谦。幸福的鸟儿在蓝天下自由飞
翔，理想的种子在红土地茁壮成长。天堂的花
朵在人间绽放，梦中的星辰在云端闪光！

腾挪在城外的乡路上，你会发现这里的脚板
很窄很短——不过两寸半宽不过七寸多长；你又
会发现跨越乡路的脚步很长很宽——足以将历
史与未来的距离丈量。时光，没有在这里停滞；
历史，驻足在这里沉思——城乡接合部的过去
和今天，都让五湖四海的金发碧眼凝眸。

小河的水声，如一曲绵甜劲爽的古调，让律
动复活了传说的媚眼。看得见的乡愁，像一壶
历久弥香的老酒，让醇烈滋润了欢天喜地的乡
风，既深邃了梦想、甜蜜了胸怀，更温柔了时间、
坚挺了信念。

今天明天都是好日子，莺歌燕舞，云蒸霞
蔚。食物丰富得不知吃啥心里美，我家你家还
有他家，的确都不缺上好的茶叶，却都在寻思、比
对，看哪里的水烹出的香茗，能更健康、更环保、
更有品味。

□张晓宁微笑的方向
周末的清晨，淅淅沥沥的雨声把我从梦中叫

醒：立秋刚过，这应该算是第一场秋雨吧。
往日窗外的知了一只比一只叫得欢，似乎在

比谁的声音洪亮悦耳。今天竟没有了一点声响：
难道它们也在听雨？

拉开窗帘，养的银星秋海棠花，花瓣竟悄悄凋
谢了好几片，落在地上，一朵挨着一朵。它们聚集
在一起，好像在窃窃私语：伙伴们，秋天来了，咱们
比一比谁最美丽！

雨点自天空飘落，有时轻盈，有时沉重，落在
屋顶上和树叶上，敲击出不同清脆的音符。喧闹
的小区也安静了下来，湿漉漉的路面，只剩下稀
少的行人撑着雨伞在行走，像一朵朵小花一样开
放在雨中。突然一个小女孩走出楼道，站在雨
中，当雨水从发丝流下的时候，她伸出一双小手
想要接住晶莹的雨滴，细细的雨丝如仙女织起的
一片薄纱，一切变得模糊、朦胧。我不禁担心：早
晨的雨会不会让她着凉？立秋，是季节的秋，是

一年下半段的开始，人到中年，不也是人生的
“立秋”吗？而人生的“立春”，不正是眼前的小
女孩花儿一般的年纪吗？春华秋实，说的就是
只有少年的奋斗才会收获中年的成功。这时候
小女孩的妈妈撑着一把伞走到她身边，母女欢
快地说起话来，尽管我听不清，但猜想大概是妈
妈在给女儿讲季节的变化、赞叹这场除却暑热的
及时雨……人世间的浮华喧嚣、得意失宠，需要
我们以平常心待之，对于雨也莫不如此，只有
去除浮躁，多几分平静，才能体味出它的有趣
和诗意，感受它的微妙和美丽。

看着这一切，我也被这雨吸引了，不由得打
开窗户伸出双手，雨滴溅起一朵朵小水花，就像
水花姑娘在轻盈舞蹈。我探出头，秋雨如丝，落
在我的脸上，触碰到了雨的柔软，直透心间！雨
中，我的心找到了微笑的方向。

秋雨，没有春雨般细腻温柔，也没有夏雨般
豪爽热烈，却是如此宁静典雅。让我领略到了一

种烟雾般的渺茫，水晶般的清爽。就像一个腼腆
的小女孩，羞涩却又如此静谐，倾听我的心事。

秋雨，容易让人思念。我想起了远方的朋
友，她们如同我的亲人一样。有种遗憾，前两
天朋友来商洛游玩，本来是打算去见见她们，
但由于近期疫情原因，也就没能见上一面。

在雨中，我隐隐看到了远方，看到了她们，
看到了以前我们在一起的画面。吃着她们做的
美味佳肴，喝着她们亲手酿的酸梅酒，大家围坐
在茶台周围，品着功夫茶，吃着精美茶点，聊着
各自的经历和人生，我们一起撑着伞在西南公
园散步，远远就能听见我们的欢笑声。

此刻，我在秋雨中寻觅她们的笑影，任绵绵
柔情在经年的风雨中落下，低眉、凝望，一缕寂
寥染了落花，湿了妆容。

思念总如影随形，此刻心中的情谊在无
边的雨中漫延，恍若相思雨，绽落于你的窗
前……

屐痕处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