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御史村印象
□周刚振

最近，不少朋友打电话问我，你的抖音
里拍了那么多辣椒、玉米、柿子、桔梗的照
片，都是在哪里拍的？我听后笑着告诉他
们，这些都是在洛南县的御史村拍的。

御史村，原名叫张村，是由原张村、景
旗村、蔡底村合并后改为御史村。明朝时，
张村有一位清正廉洁的御史张鹏，在巡视各
省吏治期间，秉承先祖张载的“四为”“六有”

“十戒”家风家训，在张村留下了许多清正廉
洁、亲民爱民的历史典故。人们为了怀念张
鹏，便在合村时把张村改名为御史村。

在御史村，秋天好像刚一闪面就溜走
了。现在回想起夏天，三天两头下雨，且一下
就没完没了，雨水成灾。当时到了收获的秋
季，雨好像还没下够，百姓们冒雨抢收，把收

回来的玉米剥成光穗子，倒在院子里搭的架
上，架上面又用竹竿搭成人字形框架，再用
塑料薄膜盖严。说起这抢收，记得一个大雨
后的早晨，我沿着村边的田间道路走，只见
小路边停着一辆小三轮车。这时，从满是泥
水的烟地里钻出一个七十多岁的老农，身上
扛着一大捆刚摘下来的烟叶子，脚下的泥水
已漫过膝盖，可他依然吃力地往前挣扎着。
他的上衣被泥巴沾满，脸上也满是泥星子，
特别是鼻梁上也沾满泥巴，许是他用手擦鼻
涕时抹上去的。我赶忙弯腰伸出手，把他和
他背上的烟叶一块儿拉了上来。一出地畔，
他脸上洋溢起笑容，跺了跺脚说：“前几天，
儿媳的胃病又犯了，儿子把她送到县医院住
院了，屋里就我一人，收烟叶就是再苦再累，

我心里也高兴着哩，你看这一片片烟叶，就
是一张张人民币啊！”我被他的话感动。

我们两人继续往前走，拐个直角，顺水
泥路走向另一大片玉米地。这里，有十几
个老农在收玉米，他们说：“现在的娃们有
娃们的事情，这庄稼活，你就别指望他们，
让娃们安心挣钱去！”虽说这收秋的活很重
很苦，可心里装着满满的喜悦。

回到村里，已是下午三点多，有几户人
家的院子里响起了有节奏的声响，走近一
看，原来是一个老人在用连枷打豆子。如
今已有好多年没见过打连枷了，过去在老
家，每年收麦天，老家人总是拿连枷打麦
子，现在早不用了，所以这久违的连枷声听
起来是这么亲切、悦耳、舒心。于是，它又唤

起了我早已封存的记忆。我赶紧从大伯手
中要过连枷，右脚跨出一步，双手抡圆连枷
重重地敲打在豆秆上，豆秆在连枷下翻卷，
一颗颗金色的大豆在脚前跳跃，心里感到是
一种长久压抑后突然寻找到释放后的舒服。

这几天天气放晴，正是山里人打晒粮食
或者到地里砍玉米秆平整土地的日子。小
院玉米架上的塑料薄膜早已揭去了，露出一
架一架黄灿灿的玉米棒子，大豆已脱离完
毕，早就晒到场院了。

小院的柿子树上，一个个小红灯笼似的
柿子挂满枝头，象征着御史村人们生活的甜
美；村中的小路上，偶尔开过去一辆满载烟
叶的农用车，一车金黄色的烟叶，给御史村
增添了一道别致风景。

□查干

绿 萝 之 念
写这篇小文时，我是心怀歉意的。
盥洗室里有一罐绿萝，为水养。为的是

装点环境，改善空气所用。算起来，该有三
四年时间。三四年，对人生而言也不算短，
更何况对一种羸弱的花卉？

平日里，盥洗室是进进出出的场所。但
除了洗漱、照镜、整整衣冠之外，很少去看
绿萝一眼。更没有把它放在心上，连给它见
见阳光、呼吸一下新鲜空气，都忽略了。没
有阳光和新鲜空气，不知它是怎么坚持到今
天的。叶，依然绿，只是少了一些自然光
泽。枝丫有点弯曲，可能是缺氧的缘故。

那天，天气酷热，盥洗室里甚是闷郁。
打开水龙头，抹一把脸，感觉凉爽了许多。
遽然，有一股草木的清香，扑入鼻孔，心一
喜。抬头，见是那一罐绿萝，依然默默地待
在那里，似熟悉又陌生。它的这般无怨无
悔的坚持，使我猛然清醒，继而羞愧难当。
是什么样的一种冷漠心态，遮蔽了我心灵
的窗子，如此对待一个与我们“同甘共苦”
的植物朋友。

于是，我把它轻轻地拿了下来，将三
片黄叶掐掉，用干净的湿布把所有叶片擦
拭一遍，又用微型喷壶喷洒清水。而后放
于阳光不太强烈的地方，打开窗子，让清
风微微吹拂它。叶片上留有晶莹的清水
一粒，像一滴孤泪。

我的心，沉了一下。
细想起来，人世间有多少美好事物，曾

经被我们忽略？真是难以计数，这是人生的
一大缺憾。凡美好事物，都有一个共性：那
就是它们不事张扬、煽情、炒作，不媚俗，不
出售灵魂，又甘于寂寞，守身如玉。它们的
存在，就是德泽的存在，不然世界会变得虚
无一片，暗淡一片。

这一罐水养的绿萝，假若被置于阳台
上，栽于新土里，一定长得又粗犷又精神，
而且定有几米长了。如是，我也不会视而不
见了。让它在水罐里生存，也不要长势很
旺，是我的设计和需要。它无言地服从于
我，委屈地活着，净化着盥洗室里的空气。
按理，更应得到格外的料理和呵护，然而，

被我忽略了，它却依然如故，不改绿萝应有
的本色。它，也是一种盆景式装点，美化着
一处生活空间，一待就是几个春秋。

它，当属于美好事物。被忽略，错不在
它，而在于我。我千不该万不该，以位置决
定它的处境，甚或命运。我喜爱一切的草木
和花卉。家里的两个阳台上，养满了花草。
我从不迷信奇花异木之类称谓，凡有绿叶
者，我都视为上宾。花木本身，是不会在意
这些虚荣的。所谓“岁寒三友”之类，不过
是文人墨客借以寄托感情的产物而已。

自从草木花卉被人类分为三六九等之
后，命运就有些不同了。在美好事物面前，
人又是多么不胜推敲的存在啊？细细琢磨，
大朵牡丹、芍药、春兰秋菊，与山野里生长
的千百种各色小野花，又有什么本质上的
不同呢？其实，哪一种花卉，原本都是野性
的自然之物，无一例外。在当时所处的自然
环境里，它们都是一方骄子，被阳光、空气、
雨露所呵护，装点着自然之美，净化着大地
与心灵。

那一年我在洛阳，去观赏名扬中外的洛
阳牡丹，心有感动，但没有更多的想象和印
记。因为，觉得它们被抬举得过高了，显得
有些虚幻而不实在。这与牡丹无关，是我的
偏见使然。

而在初秋的太行山脉，我见到金色的、
小小的悬崖菊时，心，不啻有感动，更有所
震撼了。它们爬满了悬崖峭壁，显得那样
坚韧和果敢，紧紧贴于石壁，迎风盛开，像
一群金色的蝴蝶，合翅吸附在那里。它们
的生命力如此顽强，如此生意盎然，不能不
使我心生感佩。这种感动，其实只与自己
的生活经验有关。

写完这篇小文时，室外高温。我的绿
萝，见了阳光与清风，倒是显得精神了许
多。我暗自提醒自己，每日都要让它见到
阳光和清净的空气，并有友好抚摸。不能
让它再有丝毫的伤痛与失落感。而让我庆
幸的是，自己竟有了一点悟性和自察精神，
就如一位师者所言：“用惭愧心看自己，用
感恩心看世界。”

思
恋
冬
雪

□
王
锐

寻找古树的下午
□陈涛

冬日下午，一大块阳光从窗户透进来，
落在书桌、地板、茶杯上，明亮、柔软、温
和。坐在阳光里翻书、喝茶，有些无聊，索
性去看看朋友提起的古树。

古树在社区里。当我按照导航站在北
洼路一个社区门口的时候，金黄色的阳光
正越过头顶照耀在我身后红白交织的大楼
上半部，让它在深蓝色天空的映衬下凸显
出从未有过的净洁。

古树究竟是不是在里面？那些有着几
百年树龄的古树怎么会在一个社区里？在
我最终决定走进去前，我曾对着手机中的
导航地图反复端详。

北洼路，不言自明，地势多低洼，传说
修建大都城时，于此取土，故而造成今之状
态。果不然，进社区后便是下坡路，在并不
宽敞的小路上，我不时四处张望，两侧镶着
深绿色落地窗的阔大高楼，在阳光下并未
给人以亲切之感，反倒如阴影处的玻璃般
高冷凛然，令人不敢多看。

古树在哪里？
在道路的拐弯处，我看到三面高楼环

绕的空地有一片高于地面的树林，接天连

枝，四四方方，长宽各有六七十米。在树
林中间，有一半面积是地砖铺就的休闲
场所，三个咿呀学语的孩童正在泥制的
乒乓球台上蹦跳。

快步踏上三级台阶，走到一棵树前，围
着它仔细端详。一时无法断定，这是否就
是所要找寻的那些古树。再找一棵来看，
在头顶略高的位置看到一块巴掌大小的绿
色铁牌，最上面两个大字：古树。后面还有
一个括弧，里面同样有两个字：二级。树是
桧柏，年代至今约 100年。

如果用修颀来形容桧柏，那油松用遒
劲形容最为合适。桧柏有君子之风，豪气
凌云霄，油松若老者，孤松翠盖，沧桑扑面，
且张力十足。覆盖着厚厚松针的地面在脚
下发出美妙的声响，尚未溶化的白雪点缀

其间。数过几次，油松共有 5棵。
慢悠悠沿着树林四周走完，发现这里

的古树主要是桧柏和油松两种。油松数量
少，只有 5 棵，桧柏多一些，我按照铁牌数
过两次，结果对不上。那林中起落的以及
扑棱棱被惊飞的灰喜鹊，原本是极美的景
象，却加深了我的沮丧。在我第四次计算
时，我注意到有些树的下部被涂抹了白石
灰，这是防止虫害的常用做法，我脑海中闪
现出一种想法，是否可以通过这些印记来
判断是否古树。事实也是如此，这是古树
们的特殊待遇，结果也就迅速得出。这方
天地里的 33棵桧柏，树龄最长 260年，最短
的 100 年，绝大部分的树龄都在 200 年以
上，它们与油松以及那些年轻的树们共同
生活在这里。

我在这个角落待了很久，缓慢游走，
以顺时针、逆时针的方向，走走停停，耳边
只有鸟鸣、挥舞翅膀的声音以及孩童的欢
叫。树林中有人不时望向我，我想他肯定
不知我此刻内心的感触，也就难以理解我
行为的莫名。

离开时已近黄昏。我在社区门口的道
路上看到了三个字：八里庄。这激起了我久
远的记忆。十五年前，我去了一个叫八里庄
的地方上班，那里同样有一处院子，一个同
样寂静的小角落，每次进入，我的内心都会
立马沉静下来，院子里只有两座相对的矮
楼，空地上散种着十余棵银杏与玉兰。春
天，白玉兰与簇簇迎春花相映悦目，秋日银
杏叶黄彤彤同样悦心。几只小猫在那棵生
长了几十年的梧桐树下闪现。我在那待了
很多年，体会读书、写作的乐趣，收获纯粹的
友情。那是一个有着浓郁人文气息的角落，
那个院子的门口曾挂着一块木质的白底黑
字的牌子，上面有五个字：鲁迅文学院。

十五年后，我来了另一个叫八里庄的地
方，这两个八里庄，一东一西，在这个自然的
角落，我同样感受到了久违的熟悉的沉静。

□同亚莉

沙 漏

沙子无声迅疾地漏下

如雨似线

地球万有引力的作用

万事万物皆不可以例外

一颗苹果

奠定了牛顿在物理界的地位

另一颗苹果

乔布斯独占了世界鳌头

什么时候，我可以

静静地躺在苹果树下

无所事事地看着

苹果由青色变为红色

苹果树上无垠的天空

用一道闪电

剪开云彩的行囊

将我少年的梦想唤醒

沙漏的天职用来丈量时间的脚步

虽行色匆匆但却一丝不苟

春夏秋冬的交替也被沙漏的魔法主宰

它也曾温柔地替人们打开了风的门窗

每一寸光阴的流逝注入了人们眼中

在“刷刷”的声音中无情又无奈

每个人左右不了自己生命的长度

但可以拓宽生命的宽度

上天赐予每个人的沙漏

装着什么样的沙子

是海岸边经过暴风雨洗礼的

是高山峡谷未被尘世污染的

是幼儿乐呵呵千万次抓了又漏下的

上面写满字画又被风吹掉的

都聚合成人生的厚度

在沙漏里最后一粒沙子流出时

丰盈了灵魂和前行的道路

（作者单位：陕汽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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岭南冬暖，大雪天稀罕，每当
寒流带来零星雪花，或是一夜薄
雪晨霜似的覆盖了大地，我都不
由地吟起《我爱你塞北的雪》，也
不自觉地会想起曾经“北国风光”
的生活经历，常常念叨着故乡的
雪以及儿时的许多印记，希望能
有一场大雪普降。

雪在名家的作品里，时而洁白
丰腴，时而漫天遍野，时而荧光点
点。无论古人“留下的”雪，还是今
人“创作的”雪，其作品词墨，饱含
溢美喜爱的意兴之余，也常畅思高
歌感怀，继而挥斥豪情寄撒宏愿。
为雪赋词，画雪逸韵，雪被慧敏的
灵感加工出许多体象，也被精巧的
艺术浸染了许多色彩。有雪添景，赏雪怡情，迎雪添
欢，甚至被雪困顿，雪为大地披银换装、丰富着人们创
作素材的同时，也让雪地生活的人们独享了不少体验。

幼年童真，每当瑞雪盈门，常有独自难以忘怀的特
殊感受。站在自家屋檐下，呼吸着雪天空气，仰望天空
无尽雪絮源源降落，庭院上下慢慢絮起厚厚雪被，直至
厨房渐渐飘来臊子面香，尤感温馨甜暖；或是偶遇晶白
细雪簌簌初下，独处在雪地里码放储冬的柴黍堆前，听
着粒粒雪花敲打枯叶的沙沙脆鸣，偶有鸟雀喳喳振翅
传声，不知天籁相伴，忘却吩咐，忘乎所为，至今仍觉恬
然静谧；拟或是恰逢大雪迎送除夕，赖睡在掺雪拌糠、
悉心填煨的防燥火炕上，隐隐晨竹爆震，波深十里八
乡，更觉旷原似谷空荡无妨，心也似乎宽当了许多。

少时天寒，冬静人寂，雪深夜长，每有童梦乐醒，常
见织机未停、织锦不眠，像是交错了时昼一般，依旧谱
奏着静夜里的织音；或是依见纺车轻轻摇影未息，便会
央求再听那个古老故事：“公冶长，公冶长，南山背后一
只羊，你吃肉来我吃肠……”头依纺身，感和着起落收
放、回转画圆的纺棉节拍，凝视着壁角上忽大忽小、忽
远忽近往复不绝的纺摇移影，相伴着三重一缓的纺声
音律，想象着白雪黑夜、人辨鸟语、高山深处……不知
不觉就又回归了梦乡。

雪伴寒来，花开人间，平添了素冬里寂寥沉静的动
景妙趣。近看雪铺银被，天工镂刻，如海绵留空，似蚁
房有宫，独为不同者，是其穹梁顶栋横交斜竖皆如汉白
玉柱，厅堂连连，玉室隔栅，犹入迷宫。环窥厅室，璞珙
朴琢，未见刀凌斧痕，未有龙玟玑瑑，亦无凤珢玓璇；巡
视殿宇，四面叠檐，八方延绵，亭榭依枍，廊阙曲环……
银梁晶柱，玉楼榡宫，引人遐思，让人品味。

如今远离故土、久不返乡，难见鹅毛纷舞的飞雪气
象。每到冬季，满目翠绿，尤似春俏，常常幻想天降大
雪，以能消霾、润物饰景，亦以重复童年故乡难舍的依
恋，还原儿时所能拥有的宁静，可它似乎也怕功利蒙
碜，或是有意与人捉迷，偶尔飘上几片便匆匆离去，只
留下些对它的无尽思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