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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自大漠奔驰纷扬而来，踏星绕月，马蹄疾疾，一骑飞
尘沧海笑。

关山点酒，龙门仰穹，醒时霜风微月，醉倒万里烟
霞。西北纵望几回弯月长弓，三碗不过酒肠下肚，昔时长
安打马御风，气吞金戈万里如虎。

来去如风，我便做这世间最狂的浪子。
醉也风华，饮一曲湖上天涯。神州春光好，四海气象

新。华夏泱泱，山川莽莽，大河上下，飞逝滔滔。盛世琼
宴，国泰民安，民生各有所乐兮。肩上行囊空松，这浩浩
长天，落霞齐飞，长天一色。桃园树下，一剑飞花雨下，我
饱饮雨露琼浆，赏遍人间花黛，策马扬鞭纵享这世间繁
华，平原辽阔，佳期如梦而唤，终于醉倒在这晓风残月里，
山为枕，地为盖，昏昏眠醉，呓语长歌。

静也风雅，一壶清茶门前檐下。独坐庭前，些许典籍，
几缕清茶，屋岭外千秋白雪山脉，日月山海，一并笑纳。
窗外车水马龙，檐下安逸如春。几滴清毫泼墨，一点朱
砂，远近山水入画，时光翩然轻擦，逝者如斯，不舍昼夜，
天地浩荡，河山永蔚。往者不谏，来者可追。似这般自在
洒脱，人生痛快逍遥几何？

驾长车，御青鬃，效孟尝，寻阮籍，陕北苍原砥砺风
华。一书一骑度年华，青山慷慨纵潇洒。云白山青，此刻
天涯。 （物资集团）

杜雨婷

我心自有云白山青

父 亲 的 愿 望父 亲 的 愿 望
郭宏欣郭宏欣

父亲很固执，
他认准的事情，九
头 牛 也 拉 不 回

来。比如，在入党这件事上，我还在上大学
的时候，每次寒暑假回来刚放下包，他就会
问入党了吗？可惜我那时候太叛逆，对党的
认识也比较浅薄，父亲越是这样催问，我
就越是要反抗到底，一直没能让他如愿。

我 2013年大学毕业后，来到韩家湾煤
炭公司工作。第一年过年回家，兴冲冲拿
出自己的工资孝敬他，父亲欣慰了那么一
会，接着老话重提：“现在入党了吗？”我沉
默地摇摇头，父亲的眼神明显有一丝失
望。可能是我长大了，他知道我的自尊心
很强，只是委婉地说会抓紧时间入党。

后来，我渐渐觉醒。那时我在综采队
一线岗位，值得铭记的瞬间很多：两个人
一起抬液压油的时候，有一双手总是把油
桶往另一边狠拽；清理皮带底部的淤泥，
正干不动的时候，有一双手总是把我的铁

锹抢去干；遇到工作面压力大，我还在支
架底座上行走，有一双手总是把我拉到安
全的架间。后来，我知道他们都是共产党
员，我发自内心地也想成为他们中的一员。

再后来我给父亲打电话，他还是会不
经意地提起让我入党的事情，不过在我看
来却都是有意的。比如不直说让我赶快
入党，而是满心羡慕地告诉我，你堂弟刚
刚在单位入了党。我不反抗，也不承诺，
只是淡淡地说那挺好的。

2018年 8月，我向党组织递交了入党
申请书。休假回家，便轻描淡写地告诉

他，我只是走出了入党的第一步，能不能
入党，还要接受党组织的考验。他瞬间表
现出极大的热情，问了我很多关于入党的
流程后满意极了，哼着小曲走出去。我很
久没有看到他这么开心。

尽管我告诉父亲，入党需要很长一段时
间，可他就是听不进去。只要我休假回家总
会问道，现在是积极分子了吗？现在是重点
对象了吗？我告诉他，从哪一步到哪一步，
要经过哪些流程，要接受什么培训。我知
道，父亲慢慢老了，要给他多一分耐心。

2020年春节，新冠疫情牵动了全国人

民的心，我们一家总是在饭后坐在电视机前
看新闻。在重大考验面前，很多党员挺身而
出，写下请战书，到重症监护室去，父亲不由
发出感叹道：“多亏有咱们的共产党员呀！”
后来，看到很多战疫中表现突出的人火线入
党，父亲说：“这些年轻人，好样的！”

我渐渐理解了父亲的固执。他们那一
代人，是跟着党同甘共苦的人，是党带领他
们埋头苦干摆脱了贫困，是党带领他们拼命
硬干过上了好日子，他们对党有一份特别的
感情。在父亲的心目中，党员不仅是一个身
份，而是代表了一个群体，代表了一群了不
起的人，代表了一群可以被永远信任的人。

今年6月下旬，在建党100周年之际，我
顺利通过了党组织的考验，成为一名共产
党员。站在鲜红的党旗下，我举起右拳
郑重宣誓……当我把这个好消息告诉父
亲时，他没有表现得很激动，而是严肃地
告诉我，是党员，就要有党员的样子。

（韩家湾煤炭公司）

前两天在早市，发现有位老者在菜市场
门口摆摊叫卖新鲜柿子，我不由得多瞅了几
眼那既馋人又新鲜的柿子，就是这一眼，自
己的怀旧感又涌了上来，小时候摘柿子、吃
柿子的情景便在脑海挥之不去……

我的老家位于渭北原上，那里气候昼夜
温差较大，草木茂盛，特别适合柿子树生
长。柿子树生命力也特别顽强，对土质没有
过高要求。荒坡上、埝畔边、村前村后，随处
都可见大小不等的柿子树，大的两人合抱
不住，小的也有碗口粗，它们遥相呼应，就
像散兵布阵一样扎根山水，与村庄相依、村
民相伴，成为老家人的好邻居、好伙伴。

在 20 世纪 80 年代，老家人经济不宽
裕，人们把柿子作为一项经济收入，十分重

视摘收，每到霜降前几天，家家户户就开始
忙忙碌碌摘柿子。柿子树多数很高大，摘
柿子要讲究技巧，年轻人先难后易，攀上树
梢，从上往下摘，上年纪的先易后难，站在
低处树杈上，手够不到就用挽子。挽子的
头端是弯镰，弯镰卡住有柿子的小枝，柿
子树枝很脆，轻轻一拉就断。将竹笼绑在
树枝上，手里的挽子在树枝缝隙里熟练地
上下来回滑动，动作麻利，不一会儿就摘
满了。一棵大柿子树能收获四、五百斤柿
子，摘完一棵树要上上下下几十次。摘柿
子季节家家户户无闲人，大人小孩子齐动

手，有的采摘，有的装袋，有的挑运，忙得不
亦乐乎。收获回来的柿子，一部分等待专
门收柿子的人来买，一部分存放到早已搭
好的柿子棚上，然后用稻草盖好，等到入冬
以后自家人慢慢食用。尤其当天寒地冻
时，在火炉旁烤一碗冻柿子，等到软透后，
吃起来甜润可口，别提有多美……

老家的柿子树众多，而我记忆中最深
的是老家西洼埝的一棵老柿子树，村里老
人也说不上这棵树的历史，只知道它是村
里最大的一棵柿子树，它高大挺拔，树干有
两个人合抱那么粗，树冠如伞、枝繁叶茂，

一阵风吹来树叶沙沙作响，如同演奏着一
首美妙动听的歌谣，让人陶醉。

随着时代的变迁，老家人家家户户栽
种了更高效益的苹果树，而对于柿子树已
经日渐冷落起来。每年深秋，田野里的柿
子挂在树上，却长时间无人问津，而柿子在
秋风的催生下，就像灯笼一样，远远望去，
煞是好看，成为一道靓丽的风景线。老家
的柿子树，虽然历经风雨沧桑，但仍默默
奉献它的一切。春华秋实是老家人最大
的心愿，春天播下希望的种子，秋天才能
收获幸福和美满。看，在这万物凋零的季
节里，那一树树火红的柿子正顽强地站在
枝头，在满怀期待地迎接又一个春天。

秋风起，思远乡；秋雨落，满地伤。老
家的柿子树，是我香甜的乡愁，是我满满
的回忆，一直萦绕在我心头，让我钟情有
加，常思常念。 （陕钢集团）

赵世平

老家的柿子树岁月有痕

提到陕北，大多数人脑海都会闪现黄
土高原、革命圣地、窑洞、煤矿这些字
眼。在陪妈妈看电视剧《平凡的世界》
时，我就对那片土地心驰神往，对他们坚
韧不拔的精神由衷地敬佩。

陕北，位于陕西省北部，具有独特地貌
景观的黄土高原腹地，在亿万年地壳运动
和风力作用之下，逐渐形成陕北这块广
袤无垠、土层绵厚的黄土地。由于独特
的地理位置，这里曾是农耕文明和游牧
文明的交汇处，战争与和平轮转，多民族
融合繁衍地，据史书记载，戎狄、匈奴、鲜
卑、突厥、契丹、蒙、回等民族先后在此活
动和居住，在这片土地上，流淌着他们的
血液，记录着他们的辉煌，使其成为一个
民族融合的大家庭。

无论是《白鹿原》《人生》，还是各种书
本里所描述的，给我们一个初始的印象：漫
天飞沙，沟壑纵横，放眼望去遍地黄土，一
种苍凉感扑面而来，但当我乘火车一路走
来，发现窗外的山梁到处都被绿色覆盖，
恍如身处南国。我以为这只是延安的绿
化搞得特别好的缘故，其他地方不一定如
此。但接下来过绥德、米脂、神木，发现所
有山坡都是如此。虽然大部分都是灌木，

树木也不算特别茂密，成片的森林也不多，
但已看不到裸露在外的大片黄土。从卫星
遥感图像上看，黄土高原的确已经变绿
了。新中国成立初期，陕北的森林覆盖率
不足 10%，如今已达 40%，陕西的森林覆
盖率也进入了全国前十。要知道，以绿色
大省著称的江西，森林覆盖率也只有 60%。

陕北遍地是窑洞。这种依山而建、凿
土而成、门呈拱形的民居，如同蜂窝一样，

密密麻麻地点缀在黄土高原上，成为一道
靓丽的风景线。在我家后院也有两孔窑
洞，听爸爸讲他小时候就住在这里，窑洞冬
暖夏凉，是一家人遮风挡雨的港湾。陕北干
旱少雨，植被稀疏，对这里的人们来说，窑洞
无疑是个绝佳的选择。如今，也已成为外
地游客来此观光打卡的热门项目之一。

而在我工作的地方，放眼望去，一座
座山重峦叠嶂、此起彼伏。夕阳西下，天
边的晚霞与飞鸟交相辉映，构成一幅绝
美的画卷，深深地吸引了我，让我久久
不愿离去。从山顶俯瞰公司的全貌，把
一切都尽收眼底，发现别样的风采。

来此已几月有余，我也渐渐地爱上了
这片土地，这是一片深沉、厚重又充满生
机的天地。 （陕北矿业涌鑫公司）

李驰

印 象 陕 北

德润三秦

误入仙境 黄陵矿业 慕东霞 摄

天，蓝得晶莹。
黄土高原晴朗

的天空，经过凛冽
狂风地洗礼、擦拭，愈加显得干净、澄澈，
云丝轻盈得就像少女的纱巾。天空又高
又远，但却冷得有精神，飞扬的树叶翻翻
转转，最终成蝶变成一地灿烂的金黄。

记得每年这个时候，奶奶就要哼着曲
儿，开始捣鼓她的咸菜了。都说“冬吃萝
卜夏吃姜，不用医生开药方”，这个季节的
萝卜最是好了，汁水丰盈，清脆香甜。老
人家就信这个，做的“青萝卜干咸菜”，那
可是胡同里有名的开胃“过冬菜”。做了
近 20年了，没有一年落下过。

屋后果园前的一片空地，是家里的菜
园。每到秋天基本就只剩下绿油油的一小
方块萝卜仍留在地里，父亲饭后一根烟的工

夫就用背篓拾掇回来了，拧掉叶子喂猪，留
下白白胖胖的萝卜睡倒一地。此时，奶奶端
个板凳，挽起衣袖，去泥、削须、淘洗……不
出一小会儿工夫就将它们拾掇得干干净
净，整整齐齐放在盆里。第二天，午饭刚
过，奶奶就拿出案板挑个空地，将前一天
洗好的萝卜挨个切成了半厘米左右宽的
长条，边切边撒到身旁铺好的编织袋上。
待碰个好天气摊开拨弄着晒个几晌午，这
萝卜干就基本成型了。洗去萝卜干上洒落

的灰尘，配上做好的佐料，拌点香油、辣椒
油，奶奶就把萝卜干装进早就备好的红釉
大罐子了。鼓鼓囊囊的萝卜干往下压一
压，用薄膜密封保存好，到了深冬，盐分料
味充分浸到菜里，就可以启坛享用了。

有时候奶奶会停下来，给我讲一讲过去
的情景：“过去比不上现在，偶尔吃一两顿觉
得新鲜，要是天天吃，那估计要受罪喽！”在
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腌制咸菜是每一个农
村妇女的必备技能，好似一项传统，也好似

一种基因，潜藏在乡下女人的身体里。奶奶
笑着说：“腌制这青萝卜干，要经过‘晒、腌、
藏’三道工序，除了菜要好以外，还要有一副

‘好手艺’，手艺不好的人，腌的青萝卜干放
不了多久就会烂掉，浪费菜；手艺好的人，腌
的青萝卜干，放个大半年，味道还是鲜香
的。”而我，最爱吃的就是奶奶这青萝卜干咸
菜就玉米糁子，端一大碗掰几块热馒头搅在
一起，黄灿灿、热腾腾，咬一口，香甜、爽脆中
带着韧劲儿，咯噔咯噔一口气能吃两大碗。

时光走远了，奶奶也已离世，奶奶住
的房子也早已堆满了各种杂物。掩门进
去，看到那几口溜光的咸菜坛子，仍然伫
立在墙角，就好像日子沉浸其中，多了
几分恬静与安详，默默地见证着一家人
走过的悠悠岁月。奶奶腌的咸菜咸在眼
里、香在心里。 （运销集团港口公司）

曹延鹏

咸 菜 琐 忆人生百味

这几天，插班生小羊心里有点
乱。他吃不好、睡不着，奶奶给他蒸
了爱吃的鸡蛋羹，他都懒得看一眼。

新学期伊始，李老师宣布：要在全班开展“美丽积分”
活动。谁有小发明，谁学习进步快，谁做了有意义的事情等
等，都可获得一个积分。期末，谁的积分多，谁就会被评为

“美丽星”。李老师的话像豆子落在热锅里，噼啪炸响，反应
热烈。不出一个月，“咕咕鸟”乔乔，上课专心听讲了，“迷糊
虫”宇轩，不再玩手机熬夜了，就连“大高个”丁力，都不再欺
负小同学，还帮妈妈扫大街，帮卖菜的大爷推车子呢。

大家都进步了，怎么挣积分小羊心里还没谱，急得嘴
角都要起泡了。“把这个带给你的同学们，算不算？”奶奶手
里拎着一篮黄澄澄的大杏子。这是她今天带来的。小羊
的老家在北塬上，那里光照好、土质优，爷爷在井栏边栽了
两棵大杏树。麦子黄时，杏子在布谷声里，透过绿叶就亮
眼睛。摘一颗，咬一口，甜到人的心窝里。

“好！好！”奶奶的建议，乐得小羊直拍手。第二天
在学校，他的杏子果然受热捧。同学们吃的吃，笑的笑，
早读课堂成了热闹的品鉴会。李老师走进教室了，大家
还叽叽喳喳、蹦蹦跳跳地闹不停，杏核吐得桌面、地上到
处是。李老师目光扫过，眉头皱起了一道棱，小羊低下
头，赶紧佯装读起了书。

晚上，羊妈给羊爸打电话表扬儿子数学考得好，但小
羊的嘴巴仍噘得像个油瓶子。妈妈说：“你今天扰乱课堂、
污染环境是不对。想做好事就要动脑筋，你数学好，咋就
不去帮助落后的同学呢？”

小羊说：“行是行，只是班上已经有人这么做了。”
羊妈说：“同样的好事大家都可以去做。你帮你的，他

帮他的，互不影响啊。”小羊不作声。到了学校，小羊给李
老师说，要和同桌亮亮帮扶“结对子”，让他的数学也上台
阶。李老师微笑着冲他跷起了大拇指。

说到做到。每天下午放学后，小羊就在院内放张大方
桌，和亮亮头挨头做作业，遇到亮亮不懂的，他就耐心讲
解。亮亮妈高兴地给他们做了蛋炒饭，李老师也给他记了
1分“美丽分”。这天下午，他俩正在做作业，邻居的男孩喊
小羊去玩遥控小飞机。这飞机机身是五彩涂染的，有四
片薄薄的螺旋桨。遥控按钮一按，“呜呜”打着旋儿就飞上
了天。小巧精致的样子可爱极了！湿地公园的格桑花开
得正艳，小河淙淙从脚边流过。飞机天上飞呀飞，他们地
上追呀追，他们开心地玩到了天黑。作业没时间讲了。小
羊想了想，就让亮亮把他做好的作业带回家照着做。

周三上午上数学课，亮亮被李老师叫上了讲台，要他
在黑板上做习题。亮亮抓耳挠腮地不动手，小羊偷偷给他
打手势，他慌乱得都不敢抬头。李老师问亮亮：“这题目你做
过了，怎么又不会了？”亮亮红着脸不答话。课后，亮亮给李
老师“坦白”了，他那天的作业是抄写小羊的。小羊被叫来
了，也承认了错误。李老师说，认识到错误了，“美丽”积分
就暂给你保留着，以后可要诚实哦。小羊羞愧地出了门。

周末，舅舅骑摩托带小羊去了动物园。他看了狮子、
老虎和猴子。还看了圆圆脸、黑眼圈、模样萌萌的大熊
猫。回家的时候，有人邀他们去吃烤肉。舅舅一高兴，喝
了半瓶酒，小羊的心就悬了起来说：“这可怎么回家呀？”舅
舅结结巴巴地说：“十分钟的路程，没，没事。”谁料，快骑到
小区门口摩托摔倒了。舅舅的手机都甩出去了。

小羊爬起来揉揉腿，还好只是膝盖蹭破了点皮。他抓
过舅舅手机，给妈妈打电话。就看见有个叔叔下车过来，
小心地把舅舅扶在了路沿上，还帮忙拨打了 120。妈妈急
匆匆地跑来了。舅舅扯住那个叔叔的裤腿说：“是他撞了
我。别让他跑了！”救护车来了，妈妈也扭头对那人说：“别
走。跟我们一起上医院。”

舅舅这唱的是哪出戏啊，怎么连妈妈都这样了。小羊
急了，大声说：“不对，是叔叔救了舅舅。”妈妈愣住了。“我
这儿有录像作证呢。”小羊说：“叔叔怕舅舅躺在马路上不
安全，帮忙转移到这儿的。”羊妈走过去，闻了闻小羊舅舅，
浓烈的酒气能呛倒人，气得眼泪都流出来了。

（运销集团大秦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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