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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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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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27日 星期一

□钰铃

虹桥漫步
爱上虹桥，没有理由；爱上汉江，没有原因。下

班或者周末，我总是喜欢环河一圈，从虹桥上走过，
有时小跑，有时散步。而汉江的虹影、灯影、水景的
美总是尽收眼底，熟悉而生动。日复一日，汉江“虹
桥漫步”便成了我每日坚持的打卡活动。

清晨，走在虹桥上，像在仙宫中行走一样，感觉自
己轻轻地飘过虹桥。汉江河面上笼着一层朦胧雾纱，
近处远处的建筑全笼罩在薄雾中，有种海市蜃楼的缥
缈。清风徐徐吹来，沁人心脾的清新河风迎面而来，
此时，汉江像一位含羞的美女，披着神秘的面纱，露出
迷离奇幻的惊艳之美，让你尽情欣赏“雾漫汉江”之晨
景。有时雾散去，一轮红日从虹桥上慢慢地探出酣醉
的红脸颊，又让你欣赏“虹晨日出”之奇景。

若是正午走过虹桥，太阳当空照，阳光直射在鳞
波上，层层荡漾，道道金色光芒万丈，日光水光交错
辉映，刀光剑影般像在吟唱一曲铿锵有力的“将军
令”，对面高楼上的玻璃墙上便镶嵌着一片片闪闪发

亮的金子。这时，一边走一边和着方芳的《摇太阳》
一起摇一起唱，与汉江虹桥一起来“摇碎金光”。

傍晚，若你在虹桥的水边，突然眼前光柱闪烁，
一道虹影从天而降，让人眼前一亮，有种豁然开朗的
感觉。这时，沿河的所有彩灯全部依次亮了起来，整
个河畔如天上人间，流光四溢、五彩斑斓，让人们尽
情欣赏眼前这美轮美奂的汉江夜景。虹桥呈现出一
道道彩虹，每天每时的颜色不一，赤橙黄绿青蓝紫变
换着。彩灯一排排沿河点缀，两旁高大的楼房上，每
一窗灯光也亮了起来。水、灯、楼互相交错，相映成
趣。一排排灯影欢快地流动着，活泼地跳荡着，伴着

河畔的广播音乐舞曲，再加上散步、锻炼的绰绰人
影，构成了一幅美妙醉人的汉江夜色图。光与影有
着和谐的旋律，如梵阿玲上奏着的名曲。

如果是夏夜，人影如蚁，河畔热闹非凡，人们都
不约而同地围拢在母亲河身边纳凉，放松工作一天
的劳累，卸下身心的疲惫，母亲河便成了一幅天然
的纳凉休憩图。而此刻走在虹桥上，凉风习习、水
波鳞鳞，放眼望去，一幅诗人郭沫若的天上人间图
便尽情展现眼前。

我最喜欢在河边自由地奔跑、漫步。有时在手
机里放着音乐，走走听听、唱唱想想；有时抬头看一
看蓝天白云，低头看一看清澈的汉江，一切的快乐与
烦恼都成了幸福的人生旅程。

撑一把伞在汉江的虹桥上，来来去去，彳亍而行，
偶尔阳光、偶尔雨晴，像极了我们的人生。风雨铸就
成长的历程，旅途收获酸甜苦辣，人生之旅，生动而丰
盈。活着，才是最好的财富，无穷的宝藏。

分明记得
去年冬至前夜
我走过长安街道
唯一陪伴我的
是寒风下颤抖的灯光
我的双唇已被口罩封闭
只能用心向天空发出祈祷

今天我又踏上这条街道
天上依旧是半轮月亮
街边的店铺都已关闭
不敢把封闭的城市惊扰
时间仿佛被锁进冰箱
只有树下偶尔旋起的黄叶
为我消减了少许凄凉

幸好，天上还有星星
身边还有白衣甲士在守护
有爱就有温暖
有星星就有希望
当黎明到来时
依然会看到
冉冉上升的太阳

□王盛华

黎明前的星光

小 草 赞
□郑治全

我爱身上的绿军装，但我更赞美
大自然的绿小草，因为它是装点祖国
山河的绿色。

无论漫步何处，无论是睁着或闭
着眼睛，我面前总是展现着一片无边
无际的小草海洋——绿茵茵的草地。
它像一幅巨大的、流动着生命气息的
画的底稿，美妙地衬托出火红的花、
雪白的棉、橙黄的谷；映衬着富有青
春活力的劳动大手、俏美流动的鲜艳
彩裙；掩护着战士警惕的眼睛、锃亮
的钢枪；尤其是那绿浪间，不时飘荡
着一阵阵欢欣明快、幸福自豪的笑
声，更使人听到了生命的音律，触到
了神州大地的希冀之心……

曾有人对我说，他爱小草“春风吹
又生”的顽强生命力，但讨厌小草的
平庸无为。

不，我要说，小草应当赞美，应当
进入诗人的歌页和诗行，应当让歌手
放声去颂唱。

诚然，没有人真正赞美过小草，因
为它是植物界里的无名之辈。然而，
小草却不因自己的渺小而放弃对生存
价值的创造。

三月阳春，它用自己的身躯，

给人们生活的画卷涂上希望的绿
意底色。

酷暑盛夏，它用自己的执着，护
卫着大地的尊容，让风华正茂的夏
季，驻扎在春天的画布上。

硕果实秋，当人们喜获丰收的时
候，它拖着疲惫的身躯沉思着，怎样使
自己生存的价值更实在、更有意义。

严寒隆冬，它毫不惧怕地向世人
宣誓：只要你们需要，我愿无偿地奉
献出微弱的光和热……

更可贵的是，小草从不向人们索取
什么，也不曾奢求过廉价的同情和施
舍，只依靠自己的力量获得生的希望。

这一切，不正是小草可赞美之处吗？
呵，小草，为自己摄取的甚少，给

别人赠予的甚多，这是一种多么可贵
的精神。由此，我想到东山日头背到
西山，默默耕耘的农民；脚踏实地，挥
汗如雨，勤奋工作的工人；风餐露宿，
悄悄巡逻的战士；不分昼夜，伏案攻
关的党政人员……他们不正是生活
在原野上的一棵棵小草吗？

我赞美小草，我愿做一棵小草，
为装点祖国的山山水水，奉献出一点
点绿色。

□
廖
霖

岚
皋
老
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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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乡下游玩，在岚皋县
南宫山镇桂花村三组村民周
清孝院落，偶遇一老人正在
整理竹条。好奇之下走近
看，原来老人是当地编织竹
器的篾匠师傅，他正在给这
家主人周清孝编织连盖。连
盖，是一种农村工具。过去，
农村每家每户都有这种农
具，用于打麦秸秆、稻、菜籽
或残存的谷粒、麦粒等。每
年粮食作物成熟后，是连盖
飞舞的季节，在各家院坝响
起“噼噼啪啪”的拍打土地的
声音，喧闹不息的连盖声如
嘹亮的山歌在山谷间回荡。

老人头发有些花白，但
是做起活来依然麻利、严
谨。在与这位篾匠师傅闲谈
中得知，他叫张明幼，今年七
十有余，家住本村九组。

对于80、90后来说，篾匠
是个很陌生的词语，可它却
是一门古老的职业。提起农
村这些农用手编竹器，年龄
稍大一些的人不会感到陌
生。改革开放前的农村，岚
皋乡村有一群靠着手工活生
存的艺人，如蔑匠、木匠、泥
瓦匠、补锅人、剃头人、弹匠
以及石匠等等，俗称“九佬十
八匠”。工匠们走乡串户揽
活，靠手艺谋生。这些能工
巧匠代表着那个时代制造业
生产力的最高水平，同时也
记录了一个特定时期及地域
的非物质文化。

随着时间推移，传统的农耕生产
逐渐被新型的现代机器取代了，老物
件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如今行走在
岚皋乡村，已很难觅得“九佬十八匠”
的踪迹了，如连盖、背篼、筲箕等等，这
些农具都饱含了老一辈智慧的结晶。
那些曾经牵系农民生活点滴的“老行

当”，在现代化进程中也随之
渐行远去，正逐渐成为一个
时代的符号，曾是多少人记
忆里的乡愁，也成为值得收
藏的“宝贝”。

过去在农村能称为“匠”
的人，都是能把许多传统的
手工艺品做到极致，有精湛
的技艺，匠人都有着很强的
敬业精神，靠的是口碑吃
饭。现在农村里逐渐消失的
匠人，不仅仅是手艺失传那
么简单，这常常让我想起过
去匠人们的身影，想起他们
那份严谨、精雕细琢、精益求
精的追求。

张明幼是手艺人更是
“守艺人”。一把篾刀写春
秋。他所坚守的正是这个时
代稀缺却又亟须守护的工匠
精神。四十余年如一日，张
师傅做篾匠坚守至今，并没
有创造显著的业绩，但他以
一颗质朴而踏实的心，用那
双勤劳之手为当地几代村民
做了一件又一件优质实用的
篾器，为当地村民的日常生

活提供了很多便利。
一个手艺人，一代“守艺人”。清

心坚守在喧嚣的世界，在时光中打磨
自己的作品，以生命书写匠心。这些
民间老艺人的强烈社会责任感，值得
我们学习和尊敬。

那些扫落叶的时光
□吴清琴

大街上飘来阵阵烤红薯的香味，令我忽然想起
小时候的光景。

吃过晚饭，父亲先将红薯一个个洗净，再取块
方布擦干，熟练地放在炉火周围，用个千疮百孔的
圆磁铁盆罩住。这时候，母亲多是在灯光下纳鞋
底，或是缝补衣服，我们兄妹几个则在旁边一边读
书写字，一边等着红薯出炉。

那时候，家里没有电视，也没有手机和电脑，
乡村的夜是安静的。若干小时后，满屋子弥漫着
喷香的烤红薯味道。父亲戴着双打着补丁的白帆
布手套，将烤好的红薯放在大圆盘里，待晾温热，
每人分得一块。剥去皮，轻轻咬一口，绵绵软软、
蜜蜜甜甜，口中、心中飘逸的，不只是红薯的香，更
是父亲满满的爱。

深秋，礼拜天放学后最喜欢的事，莫过于和伙伴
们一人拉一辆两轮小架子车，到村口马路两边的河
沟里扫落叶。说是河沟，其实早已干涸。几场大风
吹过，公路旁的杨树被吹得只剩下光秃秃的枝丫，河
沟里堆满厚厚的落叶。我们一人一把小扫帚，每人

负责扫一段。大家一边哼着歌一边干活，不一会儿
便满头大汗，用小手一摸，全变成了小花脸。你笑
我，我笑你，一个个前仰后合。远处飞来几只小麻
雀，落在枝丫上也赶着凑热闹。疯玩够了，我们再用
小簸箕把扫成堆的落叶装上推车送到家里，不仅可
以用来生火煮饭，来年还可以送到地里当肥料。

高中毕业到城里读书后，再没有扫过落叶。初
次来到美丽的古城，每一条街道的背后，仿佛都隐
藏着一个百转千回的故事。不管是四年象牙塔还
是离开象牙塔后的日子，这座城市有我无悔的青
春，有为梦想奋斗的汗水和泪水。光阴流逝，我亦
习惯了它的春夏秋冬与它的喜怒哀乐。清晰记得
毕业第一年，华灯初上，车水马龙的街道旁，灯光下
多是结伴而行的年轻恋人。我一个人或是在图书
馆，或是奔波在采访的路上。

岁月荏苒，愈是临近逢年过节，内心那份渴望回
家的感觉愈是强烈。绿树萦绕的村庄，有我的父老
乡亲，有我深深的爱。静谧的深夜，银河闪耀、月光
皎洁。每每遥望故乡，千里迢迢、飘飘渺渺，我就禁

不住潸然泪下。想念父母，想念村里的老屋，想念小
院中的石榴树，想念村口潺潺流淌的河流，还有山上
那片春天会开满金色油菜花的土地。似乎只有故乡
和故土，才会让灵魂感觉安稳和踏实。

每次离家，母亲总是说，叶落终究归根，而我注
定再回不到她的身旁。后来，在这座古城有了自己
的房子和温暖的家。休息的时候，喜欢一个人静静
地伫立在阳台，于繁华之处，看人来车往。

去年春节回乡，再次来到小时候曾经扫落叶的
地方。寒风阵阵吹起，从耳旁嗖嗖而过，森森寒意袭
满全身。大地无声，我静静凝望落叶纷纷，潇潇袅袅
随风飞舞，一片一片飘下来，或飞落在干涸的河沟
里，或飞落在大树旁，陪伴着深情哺育过它的母亲。
而当年一起扫落叶的同伴，有的已成家立业、功成名
就；有的已杳无音讯。回望处，只有熟悉的小路，安
静的大树，还有，依偎在大树旁的层层落叶。

远方的伙伴们，你在他乡还好吗？时过境迁，
不知何时还能再相见，共扫一次落叶，说说那些年
藏在心底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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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气回归的日子
你站成一道长安城垛
从汉武天马行吟中矗立
集结临战的方阵
从唐宗边塞诗行里雄起
构筑生命的防线
从解放烽火进行曲中嵯峨成一道千古秦岭

我亲爱的抗疫勇士啊
你们！守护长安
守护每一个家园，每一寸热土
守护每一个老人，每一个少年
这是最后的吼声
长安城墙注定是民族的堡垒
而今你以一段城垛而站在前沿
这是最后的斗争
长安城墙注定再铸丰碑
我相信每一道砖缝刻下你闪光的名字
这是最后的冲锋
我相信你和明天一起走进唐诗续篇

寒风凛冽的冬夜
你站成长安的一段城垛
小区炽白的路灯下
你迎风而立手执棉签
仿佛壮志手中的冰锋利剑
没有雪，你如雪的防护服宁静成一尊尊银色雕塑

让我重读飞将军的银甲
重吟“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
而你说“有我白衣天使在，不教疫魔肆虐长安”
这是最后的决战
长安城头旌旗猎猎 鼓角连天
这是最后的决胜
长安 等待勇士归来将军凯旋

我，一位霜染鬓发的老者
常含泪水眺望夜色长安
读你白色的身影
就是读长安城墙的每一块城砖
可我深知你是血肉之躯
是母亲是丈夫
一样有魂绕梦牵
一样有女儿梦中呼唤
一样有花前月下情爱相伴
一样有女儿柔情男儿泪眼
是生活让你冶炼成热血女儿钢铁硬汉
蘸着泪水浇筑民族绮梦
守卫锦绣家园万里江山
这是最新的《长城谣》
它是这样澎湃激越，云卷浪翻
这是最新的《风雅颂》
这样荡魂摄魄 宏伟壮观
这是最新的《史记》
隽永恒久，刷新纪元

□杨焕亭

我的城市，我的西安

这一方土地富庶了千年
这一座城市意喻着平安
这一口大钟唤醒了终南
这一阕唱词
唯美了我的城市
唯美了我的八百里秦川

我的八百里秦川
住着咱细香的妹子
倔蹭的汉
我的八百里秦川
用一捧捧黄土和一块块砖
记载着一个个朝代的往事
和一次次的战火烽烟

我的城市就在这八百里秦川
她面对着渭河，背靠着群山

我的城市就在这八百里秦川
她用一纸宣墨勾勒出盛世繁华
我的城市，我的西安
十三个王朝
见证了你的兴衰，你的起始
和你褪色的旗帜

我的城市，我的西安
再也没有烽火
再也没有硝烟
再也没有谁
可以践踏你的尊严

我的城市，我的西安
祥和的花朵在灯影里
点亮了不眠的夜晚
我的城市，我的西安

南去的飞雁已在归来的时刻
快马加鞭

我的城市，我的西安
春去秋来的风里
都是月挂枝头的岁岁平安
我的城市，我的西安
钟楼、鼓楼做了你的卫士
夜夜坚守着你，花开千年

我的城市，我的西安
让我用一壶老酒盛一轮明月
站在永宁门上大声地喊
这是我的城市，我的西安

我要你带着平安的符咒
再保我的家乡，吉祥万年

□碑林路人

你是一道长安城垛你是一道长安城垛

辛丑寒冬辛丑寒冬，，顽毒恶痛顽毒恶痛，，肆虐肆虐

都城势汹涌都城势汹涌。。孤独雁塔钟楼孤独雁塔钟楼

静静，，昨昔璀璨今只影昨昔璀璨今只影。。路不行路不行，，

市已停市已停，，人惊恸人惊恸。。

傲雪梅花斗冽冻傲雪梅花斗冽冻，，疫去病消疫去病消

民欢庆民欢庆。。风云变幻话驰骋风云变幻话驰骋，，信步信步

寰宇业鼎盛寰宇业鼎盛，，今朝懋绩千秋颂今朝懋绩千秋颂。。

众心同众心同！！江江山固山固！！堪圆梦堪圆梦！！

怀念怀念毛主席毛主席
同看雪世界同看雪世界，，意中意中却是春却是春。。

不为萧瑟故不为萧瑟故，，躬耕奉众亲躬耕奉众亲。。

探寻救国路探寻救国路，，鼎铸民族魂鼎铸民族魂。。

只身别故园只身别故园，，万古亿众心万古亿众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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