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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亚莉

伞
风雨中，烈日下

被人高高举起

风和日丽时

却被收拢到一个不起眼的地方

下一次需要，才会被人想起

伞在沉思自己的命运

为什么有时会高过人们的头顶

有时又低于尘埃

伞，终日思考

不满足被人遗忘

不安分的伞自己走出门

却被一阵风吹走

在升腾颠簸的过程中

伞，终于明白

需要一种力量的托举

才不会消失在自己的宿命里

（作者单位：陕汽集团）

品读大秦岭
□赵更仁

因一座山爱上一座城，
又因一座城爱上一个人。

初识大秦岭，是我 1985年从军校毕业，分
配到秦岭山下部队任汽车排长不久。那天，连
长把我叫到连部，说让我带一个车队到宁陕县
林业局运购一批基建木材。

从未了解过秦岭有多高、多远、多险，问及
连队老同志，大家跟我讲了许多惊险有趣的经
历。年轻人的无惧无畏，又是第一次执行重大
任务，我向组织表明了坚决完成任务的决心。

秋风已经把大秦岭渲染得万般绚烂、千娇
百媚、姹紫嫣红。面前山路弯弯，崎岖不平；侧
面流水潺潺，欢歌不断。如此山川奇观、流水
和弦，我却不敢有半点分心，两眼盯着崎岖不
平的山路，心里默念着保证安全。行到分水
岭，车队停车检查，我这才走下车，用心审视大
秦岭的雄浑博大。南山望去，峭壁如斧劈刀
削，壁立千仞。远望北边，异彩纷呈覆盖下的
苍苍莽莽一望无际，一大片平和的色泽在薄雾
中若隐若现、蜿蜒逶迤，像一条巨龙静卧在那
里，处处充满神秘。第二天开车到秦岭深山林
场，更加让我深刻印证了古人对大秦岭的真实
描绘和内心感悟。

回到部队，我开始从书中认真品读和寻找
关于这座堪称中华龙脉的辉煌痕迹。华山之
巅、玉山脚下，我把身心融入薄雾与清风里，认
真探寻历史遗留的点滴印痕，细观“秀色横千
里，归云积几重”的特殊感觉，体验古人“不敢
高声语，恐惊天上人”的那份惊恐心境。仿佛
听到每一级台阶和每一个险境都在向我示意着
爱的呓语，隐隐感受到历史的过客喃喃地倾诉
和真情独白。人们在大自然宽广无私的怀抱

里，全面认识了秦岭的宽厚与仁爱，用坚定的
初心凝结历史，用勤劳的双手筑造辉煌，精心
雕琢了所有心的寄托和无限希望。

曾登临秦岭主峰太白山，另一番心境让我
不得不停下前行的脚步。看着千峰竞秀、万壑
藏云，飞瀑流转，感受“石拥百泉合，云破千峰
开”的奇妙变化。我知道，即使能用千般诗情、
万种画意，也难以解析描摹它所经历的光辉。
这里的每一棵树、每一块石、每一株小草，何尝
不是历史留给世人的风霜故事；何尝不是秦岭
发展的见证者；何尝不是三秦大地文化与爱的
守护者。它们在这里默默竖起一道南方与北方
的天然屏障，阻挡着南来北往的气流侵扰，保
护、瞭望着哺育三秦儿女的汩汩清流一路欢
歌，最后投向母亲河——黄河的怀抱。

多少文人墨客在秦岭身上留下了不朽的经
典名句，耐人寻味称颂；多少传奇故事在这里
造就了千古绝唱，经典非凡、万世流芳。那庙
宇、石阶、清流、珍稀物种、上百个峪口，无不体
现和展示了大秦岭无与伦比的恢宏，当之无愧
有了“中华龙脊”的美称。

品读大秦岭，就像品读我的父亲。所有的
严厉、宽厚，都是凝结着对生命的千锤百炼和
对生活的深情检验。它是那么仁慈博爱、雄伟
壮丽，让人心生无限敬仰。我爱着、被爱着，在
它宽厚的怀抱里，被哺育、被滋养。

夜幕降临，大秦岭沉沉地睡了。城市醒着，
以它特有的方式正在奏响时代乐章、升起强劲
的风帆，吹响新时代前进的号角。这座城、这
座山，正以崭新的姿态迎接四面八方、五湖四
海的宾朋，迎接属于我们的明天。

秦岭，值得我们用心品味品读！

屐痕处处

□赵攀强

生命中的小站
襄渝铁路旬阳段有一个乡村火车站

——吕河站，位于汉江北岸秦岭余脉的段
家河镇境内。为什么叫它吕河站？是因为
段家河镇在过去属于吕河区的一个乡。这
个车站是山区小站，人不多，过往车辆停靠
得也少，大部分时间还是比较冷清的。

知道吕河站的时间较早，但第一次见
到它是在 16岁那年。那是 1983年秋，我初
中毕业考上中专，要到安康农校去上学。
记得那天是 10月 10日（因安康发生洪灾开
学时间延迟），我吃过午饭，背着行囊，从汉
江南岸巴山深处的老家出发，走五六里山
路，途径吕河街道，坐趸船过汉江，再沿江
北那条凿在悬崖上的石路逆江而上，大约又
走了五六里，就到了吕河火车站。我第一次
见到铁路，心中迷惑不解，问身旁的哥哥：

“这路不平，车咋行走？”哥哥笑着说：“火车
和汽车是不一样的，它的车轮中间凹进，两
边凸出，正好卡在铁轨上，稳当得很。”说着，
一声鸣叫吓了我一跳，原来是一列火车迎面
而来。我立在路旁，仔细观察火车进站，又
目睹了它带着巨大的轰鸣声离去，惊叹不
已。下午六点多，那趟从襄樊开往重庆的

慢车来了，哥哥送我上车，我们挥手告别。
这天，是我人生的转折点，我从小站出发，
走向了外面的世界，开启了追求和探索的
人生之路，从此我与小站结下了不解之缘。

每次上学和回家，我都要在小站上车
下车，上车的感觉是豪情万丈，一种好男儿
志在四方的力量涌动心房；下车的感觉是
归心似箭，一种恋家爱家的思绪弥漫全
身。就这样上车下车，来来去去，小站留下
我瘦小的身影和青春的萌动。

在小站发生的第二次远行是 1990 年
秋。那年我 23岁，在旬阳县小河区公所工
作3年后参加成人高考，顺利考上陕西青年
管理干部学院，要到省城西安去上学。这
天我先从单位回到家里，告别亲人，再从家
里步行来到吕河火车站。上大学是我的梦
想，这个小站、这趟慢车，载着我的希望再
次出发了。窗外的巴山蜿蜒连绵，郁郁葱
葱，山下的汉江碧波荡漾，缓缓流淌。车到
安康火车站，下车，换车。我换乘的这辆
车，先从安康开到汉中阳平关，再调换车头
从另一条线开往宝鸡最后到达西安，整整
坐了二十多个小时，虽然身子困乏无力，但

是心情无比激动，因为成功的彼岸在向我
招手，从此我的人生将步入一个新阶段。

1991年暑假，吕河老家，她来看我。这
天我去送她，我们沿着我第一次到吕河火车
站的路线行走，走走停停，边走边谈，心扑腾
扑腾跳个不停。那天，她穿着黑长裙、粉红
衫，头上两条长长的麻花辫，一双大眼睛清澈
如泉，充满柔情和蜜意。车来了，车门打开，
她缓步走进车厢，临窗坐下，打开车窗和我说
话。她叮咛我，开学时路过安康要提前说一
声，她要送我。她还说，要给我织一件毛背
心，开学时带到学校去，入冬就能穿上。她又
问我，喜欢什么颜色。我盯着她红扑扑的圆
脸，脱口而出：“我喜欢红色。”车开动了，带着
她那挥动的秀手和红苹果似的笑脸扬长而
去。我站在原地久久不动，沉浸在激动和
幸福之中，真是人生中最难忘的时刻！

大学毕业后，我又回到小河区公所上
班，那时我和她已经结婚，后来有了孩子，
进入最困难的人生阶段。我们一家三口和
母亲分别住在相距百里外的四个地方：我
住在与小河区，母亲住在吕河老家，她在安
康城的一家商场上班，孩子寄养在安康瀛

湖的外婆家。每次回家，我都要先到吕河
老家去看母亲，然后来到吕河火车站等候
那趟慢车，去安康看她们娘儿俩。后来我
们在旬阳县城安了家，每次探亲，我们还是
先回吕河老家，再坐火车去安康。再后来，
母亲去世了，每年大年三十，我们一家三口
也是先到吕河老家为父母烧纸，之后再赶
往吕河火车站，搭乘晚上的那趟慢车去安
康瀛湖岳父岳母家拜年。我记得大年夜的
晚上，吕河火车站几乎没人，车上也没多少
人，我们一家三口独居一节车厢，好宽敞，
一家人的笑声溢满车厢。

在我人生前期的那些年，吕河火车站
成为我生命中的小站，它牵系着我的脚步，
连接着我的血脉，承载着我的希望，每次走
进它，心中总会泛起层层涟漪，好似多年未
见的老朋友再次重逢，充满浓浓的深情。
小站无言，但它能够感知我的旅途劳顿，我
的辛酸苦辣和人生风雨，我的希望和梦
想。它时时刻刻都静静呆在那里，默默为
我举行着迎接与欢送的庄严仪式，抚慰着
我的心灵，鼓励着我成长，使我的人生道路
越走越宽广。

村
中
古
槐

□
付
海
贤

离开家乡三十多年了，时常会
忆起村里发生的奇闻趣事，而经
常浮现在眼前的是两棵古槐树。

那棵被村民视作“古物”的槐
树，长在穿村而过的黄陈公路旁、
村中少有的张姓人家窑洞的崖背
上。这棵槐树应是周边最长寿的
树木之一，至于具体寿命，没人能
说清楚。只是听村里八九十岁的
老人说，他太爷爷在世的时候这树
就是这个样子。这棵古
槐树皮粗糙，在大风大
雨和暴晒中，偶尔会有
树皮整块脱落，树身朽
空，树干顶部的黑洞像
微型的天坑，或许是这
个原因，印象中村里最
顽皮的孩童也没爬过
这棵古槐树。枝繁叶
茂，更称奇的是，偶然
在春天，这棵古槐的根
部会涌出几簇嫩黄的
槐苗，宣示着新生命的
诞生。这个不胫而走
的消息，会被村民当作
吉兆，寓示着又一个风
调雨顺的丰年来临。

虽然同是长在一个
村的槐树，另一棵古槐却与那“古
物”截然不同。

它长在通往邻村（马村）的坡
路下，沟沿边。这棵古槐高大挺
拔，身躯凛凛，长在其他树木中间，
有鹤立鸡群之感。树冠像一把巨
伞，擎着一方蓝天，遮着一地绿阴。

春天，杏花粉过，桃花红过，梨
花白过，这棵古槐也苏醒了，杈枝变
得轻柔，开始长出细碎的叶片，随风
拂动，似乎在说：老人醒得早，老树醒

得晚，但该醒的总会醒的。夏天，热
浪袭来，这棵古槐下凉风习习，老人
在这里谈天说地，中青年在这里打
牌下棋，少年儿童在这里嬉戏玩
乐。他们同在古槐树下活动，彼此
却像协商好了似的，很少雷池半步，
像一幅天然的农民画。米黄色的槐
花开了，飘荡着淡淡的幽香。槐米
是中药材，可清肝泻火。秋天，在阵
阵秋风中，槐豆成熟了，呈连珠状棕

黑色，表面光滑，槐豆亦
是中药材，可降低毛细
血管的脆性等。

费了九牛二虎之力
采摘的槐米和槐豆，连
同在崖畔挖的柴胡等野
生药材，在逢集的日子
里，到镇上交给药材收
购站，留足学费和课本
费，买了作业本，若还有
节余，看场电影，买包瓜
子，喝碗羊杂汤。这是
我与曾经的朋友最引以
为豪的事情了，会兴奋
一阵子的。

冬天，变黄的槐叶
随风飘落，古槐树挺立
在严寒中，像一位饱经

沧桑而我心依旧的关中汉子。由于
这棵槐树树冠高大，枝杈间就成为
老鸹、喜鹊的乐园，错落着用树枝
搭建的鸟巢。每当看到这些鸟巢，
我都会想起小时候长辈教导的要
孝老爱亲的反语顺口溜。

现在，每逢年节回到故土，我
总会来到古槐树下，回忆这里曾经
发生的故事，想想心事。每当这
时，随风飘荡的槐枝，都像是在点
头和招手，似乎在说，我最懂你。

拉
姆
的
微
笑

□
周
养
俊

看到这个微笑，我马上就想起了
梅里雪山上那一脉清澈的泉水，想起
了白马雪山上那一片灿烂的格桑花。

这是一名藏族女子的微笑，她是
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州德钦县云岭
乡的一位邮政投递员。10多年了，她
背着邮包奔波在崎岖的山路上，送走
了一个个春夏秋冬，送走了一场场风
霜雨雪，把一个个微笑送进了这里的
村村寨寨，送给了邮路上许许多多的
父老乡亲。她用善良的心、热情的服
务、艰苦的劳动赢得了大家的赞誉，
相继被评为全国邮政系统先进生产
者、全国十大杰出青年、全国道德模
范、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全国劳动模
范。她微笑着从山乡走来，走进了人
民大会堂，走上了中央电视台的屏
幕，登上了万国邮联的讲台。她的事
迹感动了行业内外的职工，感动了国
人，也感动了外国朋友，他们向她竖
起了大拇指，高喊着“OK”，争着与她
合影留念。她的微笑就这样印在了
人们的心里，给大家留下了不能忘怀
的记忆。

她叫尼玛拉姆（藏语即太阳仙女或太阳的女儿），1999
年春天，她走进邮政所当上了投递员。那时候这里还没有
修公路，跑一趟邮路来回要走 80多公里的山路，特别是中
途溜铁索过澜沧江，开始时看到波涛滚滚的江水都心惊肉
跳，还有刮风时山上滚下的石头，阴雨天随处可见的蛇，这
一切都考验着刚刚毕业的尼玛拉姆。她胆怯过、害怕过，可
是她没有退缩，她用自己的微笑战胜了一个又一个困难，勇
敢地向前走，从来没有后悔。

老人要的药品、小孩儿要的文具、女人们要的针线，这
些使她的肩上又多了一个邮包，这些也曾使她感到工作的
辛苦。但每次看到乡亲们拿到他们急需的东西，脸上露出
喜悦时，她的心里比吃了蜜还甜。

这些年，云岭乡修了公路，澜沧江上也横跨了一座大
桥。路好走了，但是距离远了。为了方便当地群众，已为人
妻的拉姆动员爱人买了一辆面包车，每天奔波在她的邮路
上，邮件送完才去跑自己的生意。一天，因为没有人照看孩
子，他们带着孩子送邮件，中途忽然刮起大风，山上的石头
不时滚落，有一块石头不偏不斜砸在了他们汽车的挡风玻
璃上，差点儿伤了人，想起来就后怕。一年春节前夕，又是
一家人去送邮件，因洪水冲毁了公路，拉姆和爱人蹚着泥水
把邮件一袋一袋送进村里，五六岁的儿子也背了袋邮件一
步一滑地跟在父母后面。

我问拉姆为什么要当乡村投递员，她说：“当乡邮员是
一件很高兴的事情，用户们收到包裹、信件都很高兴，特别
是收到高考入学通知书的孩子们，还有那些家长，高兴得都
会跳起来。每每看到这种场景，我也跟着一起乐。”她认为
这是她最大的收获，真正体现了乡邮员的价值。

送入学通知书的季节，拉姆每天两三点钟就起床了，她
先把邮件装进车里，然后把熟睡的儿子抱进车的后排座位
上，让儿子继续睡觉。一家人披星戴月，就这样出发了，当
他们走进村里时，人们才刚刚起床。一个村一个村地走，一
家一户地送，顾不上吃饭，赶回家的时候，已经是万家灯火。

交谈结束时，我让拉姆讲讲这些年跑邮路记忆最深刻
的事。她说，去年夏天有一次，下着大雨，她到布村送邮件，
走到村口时，忽然看见路中央有一条蛇带着两条小蛇在爬
行。她立即让爱人停了车，仔细观察，原来雨太大，小蛇走
不动，大蛇很着急，正在用尾巴把小蛇往路边挑。这场景让
拉姆想了很多，她说：“小蛇太可怜了，蛇妈妈就像我们的父
母照顾我们一样，那场景真让人感动。”拉姆还告诉我，说他
们那里的蛇不咬人，你不动它，它就不咬你。

讲完这些话，拉姆又笑了。
看着她的微笑，我在想，也许就是因为她每天高兴地干

着工作，这愉快的情绪也感染了邮路上的其他人，所以她每
天都微笑着。她的微笑让人感觉那么温暖，我想，还因为她
是太阳仙女，太阳的女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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