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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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期零售价壹元伍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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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憩心亭编辑：刘诗萌 美编：张 瑜 校对：白艳红版4
2022年5月16日 星期一

汉
江
奇
石

汉
江
奇
石

□□
李
永
明

李
永
明

□徐树安

岁 月 之 痕
终南山下，小村依偎。这个尚未被喧

嚣打扰到的小山村，还能品到“路上一道
辙”和“袅袅炊烟起”的韵味。

村尽头一角落，被荒草半掩的石碾，
似乎在召唤着我。我不由得走近，拨开枯
草，拂去尘土，展现在眼前的竟是直径近
两米的碾盘上雄立着硕大的碌碡，不禁感
慨：曾经的岁月里，劳苦功高的它，不负众
望。如今沦落荒草中，此时的静止，更彰
显了它曾努力地推动社会运转……

我庄重地蹲下，为其拍了标准照，情
不自禁地抚摸着。岁月侵蚀出的斑驳沧

桑，尽显残蚀美，美得如此自然、真实且雄
浑，具有强烈的质感和冲击力，恣意纵横
的錾刀法，粗犷的写意大雕花盛开不败，
反映出那个时代的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期
盼，也为我们带来了源自实际生活的这种
美感。又不禁让人联想起，创造出这样作
品的那个年代富有生活情趣的石匠们，
遗落的石碾也在延续着他们的艺术生
命，或许他们的创造技艺，已随着时代的
步伐慢慢失传了，但人们在不同时期对美
好生活的向往和对时代美的创造，则是永
恒的。而石碾随着时代变迁成为历史，其

使用功能也慢慢消失了，但石碾创造和见
证了一个时代的辉煌是亘古不变的。

令我惊奇的是，石碾的背后尚有一绿
植藤叶在，整个画面给人以“沧桑且盎然”
的勃勃生机感，也仿佛能体会到“失落不
失志”之达观。

石碾是我国农耕社会劳动人民在生
产生活中发明的一种用以碾压的畜力、人
力农具，分上下两部分，上面叫碌碡或碾
砣，錾有排列整齐的一边深、一边浅的碾
齿；下面叫碾盘，錾有排列整齐的中间深、
两边浅的碾齿。在还没有机械化收割机、

脱粒机的年代，农民把庄稼收获后，就要
使用石碾来碾碎粮食。因此，石碾当时也
是家家户户赖以生存生产的工具。石碾，
碾碎了那段岁月的惆怅与无奈，也碾出了
那个年代的艰辛与幸福，更碾成了那个时
代的精神与风貌，还碾出了城市的发展。
这本身就是美。何为美？美，就是适用。

此时，我仿佛听到了两千多年前穿越
中外时空的古希腊哲学家、西方哲学奠基
人、美学始祖苏格拉底，从目的功能论的
角度给美下的定义。石碾之美，藏在岁月
里，美在岁月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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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过千山万水

看到过很多风景

遇见过很多人

终究发现

还是要回归心灵

活出精致、丰盈和旷达

清晰脚下的路

知道明天奋斗的方向

努力绽放生命

让自己成为一束光

照耀更多人

这就是我要成为的样子

□□朱焕之朱焕之

让自己成为一束光

秦川莅夏麦熟田，枫土犹春俏玉兰。

避疫宅居三载过，烟云望断复年年。

七绝·壬寅立夏
□庞进

山门为我雨中开，万象妖娆扑面来。

手杖自持如法杖，天碑地碣细量裁。

□刘炜评

登黄山

哦，母亲
□周环

母亲走了九年后，又到母亲节时刻。
在母亲走后的日子，曾多次梦到母亲，梦
是黑白的，总也看不清她的脸。今年清明
前后午睡，彩色的梦里清晰地看到她一直
在笑，依旧是三四十岁的模样，衣着得体，
神采奕奕，我知道她在那边是快乐的。

我和母亲的感情是复杂的，她是雷厉
风行、执着、执念很深的人，她可以为了工
作不顾一切。我只有八个月大时，她就将
我送到托儿所去全托，龙凤胎的弟弟妹妹
刚刚满月，就分别送到保姆家寄养。托儿
所关门后，母亲将我们姐弟锁在屋里仍然
去上班，直到她被下放到千阳县，我们成
了流浪儿。

母亲二十岁就当了老家一个乡的中
心小学校长，她在工作上对自己的要求近
乎严苛，对老师、学生极好，学校有招工招
干来的在陕北下乡的北京知青，母亲对他
们就像大姐姐。谁生病了，母亲会煮一碗
挂面，里面一定会卧两个荷包蛋。在那个
物资匮乏的年代，鸡蛋可是妥妥的奢侈
品。母亲还关心年轻老师的终身大事，热
情的“拉郎配”。还别说，母亲的眼光极

好，成功率很高。母亲当班主任带过的学
生，她全部进行过家访，很多学生在她退
休多年后还总去看望她，帮她干这干那。

母亲从来没说过爱我们，我也没对她
说过我爱她。小时候不论我们姐弟谁犯
了错，一定是三个人一起挨打，即使是受
了其他孩子的欺负，母亲也会先将我们
三个打一顿，她从来没有为我们去找对
方家长理论。而弟弟的保姆就不同了，
只要弟弟被人欺负了，她会带着两个儿
子直接上门去理论。很长一段时间，我
甚至认为弟弟的保姆孔阿姨更爱弟弟。
这样的情景直到父亲从农场回来，当了
军代表，才有所好转。经历过世事终于
理解了母亲当年的良苦用心，毕竟她的
出身不好，是受管制人员，她约束我们才
能让我们少受伤害。

母亲是一个执着的人，不论身处怎样
的环境，母亲的穿着永远得体合身，头发
一丝不乱，家里永远干净整齐。记日记、
阅读、唱歌、弹琴、搞卫生，每天充实有
趣，一辈子不喜欢东家长西家短聊八卦。
她酷爱香水，她在的地方一定会有沁人的
香水味。

母亲的自律还体现在对自己饮食的
约束上。因免疫力的问题，她得了自免
肝，得病到去世有二十年时间，每天每个
时间段吃什么、吃多少，她给自己弄了个
时间表并一直遵守，医生说她饮食有节，
运动有度，开朗乐观，是她得了大病还能
生存二十年的主要原因。如果不是在她
七十五岁时摔坏了髋关节，她活过八十岁
应该没有问题。

我和母亲真正在一起生活的时间并

不长，大约只有小学到高中毕业的十一
年。读书工作结婚，20多岁到了深圳，从
此远离父母，回家的次数屈指可数。母亲
要强，能自理时坚决不和儿女们一起生
活，直到摔了人生的最后一跤才不得不
去投靠妹妹。母亲也算是四世同堂，看
到曾外孙的照片，母亲开心极了，连声说
长得好长得好。我的小孙子出生 19 天
时，母亲去世。

母亲去世前几个月，因为腹水卧床不
起，即使每天补充营养，输入蛋白，也止不
住一天又一天的衰弱。母亲在世时，忙忙
碌碌的心都浮着，体会不到爱与被爱。她
去世后一个月就是母亲节，往事一幕幕浮
现在眼前，突然破防了，那一刻，我才真切
感受到她的爱以及对她的思念。那些年
给予了母亲物质上的满足，却忽视了精神
上的交流，这件事让我一直不能释然。本
以为母亲久病缠身，我对她的离去已做好
了心理准备，却不知她走后的每一个忌
日，对她的思念都是锥心的疼痛。

我是那样爱她，想亲口对她说一声：
“妈，我爱你！”可是，永无机会了。

□史飞翔

红 孩 印 象
很早就知道红孩的大名，接触、认识

也有好些年了，但真正地走近、了解并相
知，却是最近这一半年的事。

红孩出道很早，17 岁就开始从事文
学创作，已出版长篇小说《爱情脊背》、中
短篇小说集《城市的海绵》、散文集《东渡
东渡》《运河的桨声》、文艺随笔集《拍案
文坛》《理想的云朵有多高》、散文理论集
《红孩谈散文》《铁凝散文赏析》、诗集《笛
声从芦苇中吹来》等十余部，创作完成电
影《风吹吧麦浪》、话剧《白鹭归来》等，作
品多、门类全，更重要的是质量高，含英
咀华，流光溢彩。

红孩是一个“多面手”，他集作家、评
论家、编辑、文学活动家于一身，用作家肖
复兴先生的话说：“他一身多任，一时多
辰，既处庙堂，又处江湖，眼观六路，耳听
八方，既流云一般奔波于会议之间，又蛰
伏于案头投笔于书本与电脑之中。忙碌
着，思考着，写作着，快乐着，也痛苦着。
套用放翁的诗，他是恨不得‘一身能化身
千亿，一树梅花一红孩’。”

红孩首先是一个散文家，这是他的立
身之本。作为一个散文家，其代表作品有
《东渡东渡》《女人的荷》《唤声姐姐叫萧
红》《父亲的农民帝国》《理想的云朵有多
高》《红孩谈散文》《时间倒回的钟——红
孩散文新作选》等。周明先生说，红孩的

散文语言平白朴素，接地气；作品感情充
沛，有鲜明的情感指向；视野开阔，涉猎
题材丰富；作品有意境追求，哲学思辨色
彩很浓；长于叙事，注重细节的发掘和提
升；坚持现实生活创作，兼有浪漫主义情
怀，思维具有现代性；写作技巧娴熟，神
形统一，擅于从小说、美术等方面借鉴，
结尾常有出人意料之笔；具有平民情怀，
眼睛向下，自觉做到为时代而歌，为人民
立传，不断向社会传递温暖向上的正能
量。我觉得周明先生的这个评价是既中
肯又公允。我个人认为红孩的散文具
体、实在，很少空发议论；语言质朴深厚，
有一种举重若轻、拨云见日、“豪华落尽
见真淳”的境界，没有几十年的“淬炼”是
断然做不到的。

其次，红孩还是一个散文理论家。散
文家常有，而散文理论家不常有。放眼中
国文坛，能在散文理论方面真正有所建树
的人是少之又少，红孩是当之无愧的一
位。红孩提出小说是“我说”的世界，散文
是“说我”的世界。这是继肖云儒先生“散
文形散神不散”之后，散文理论界的一个
重要命题。红孩的散文思想集中体现在
《红孩谈散文》一书中。在这本书中，红孩
从本体论、情感论、地域论、技巧论、通变
论、风格论、主体论、价值论等八个方面对
散文的内部进行了细致入微地研究；接着

他又围绕散文与生活、散文现象论、散文
与历史文化、散文机构、评奖机制与活动、
散文与大众等大家普遍关注的几个热点
话题入手，对散文的外部进行了高屋建瓴
式地研究。整本书以人在事中的真切感
受为出发点，对某个时期或某种类型的散
文进行评论，有的放矢，切中要害。

再次，红孩还是一个“有棱有角”的文
学评论家。肖云儒先生说：“红孩的评论
文字有温度，有个性，有生命感，显示出自
己的独特风采。这些特色来自他对作家
和作品的真切感受与理解，更来自他的自
身气质和生命深处。”肖复兴先生说得就
更透彻了：“红孩写散文，也写评论。看他
的散文，会觉得他年龄挺大的，因为他写
得老道，走的是古典的路子。看他的评
论，会觉得他年龄不大，有些年轻，充满如
今有些老气横秋的评论家那里少有而难
得的一股子生牤子气。红孩耍着这样两
把板斧，在文坛上横冲直撞。”的确，红孩
的文学评论，特别是文艺时评，不堆砌理
论术语，不卖弄学识，不唬人，不和读者捉
迷藏。他是有啥说啥，绝不敷衍。他的文
艺时评集《理想的云朵有多高》立足文学，
又不囿于文学，如大水漫延，直至文化、美
术、音乐等多个领域，充分显示了作者丰
赡的学养。他写的《对当代文坛的忍与不
忍》一文，是我近年来阅读过的最有力度、

硬度、气度和温度的，“有血性的文字”之
一，表现出难得的勇气和良知。

除了散文、评论，红孩还写小说。据
红孩自己说，他的文学处女作就是小说。
目前，他已出版长篇小说《爱情脊背》、中
短篇小说集《城市的海绵》等。《风吹麦浪》
被改编成电影在全国院线上映。

在与红孩先生的交往中，我感到他是
一个真诚的人，一个表里如一的人，一个
久经文坛但却丝毫没有世故的人。他在
赠我的《东渡东渡》一书的扉页中这样题
词：“东渡是伟人出发的地方，由此他改变
了中国。相信您看过此书，也许也能改变
什么……”在《理想的云朵有多高》一书的
扉页他这样写道：“我们因理想而美丽，与
飞翔兄共勉。”有次我写了一篇关于苏东
坡的文章发他，结果他和我通了一个多小
时的电话，直言这篇文章的不足，并提出
了修改意见，这种推心置腹式的交谈在当
下文坛已不多见。还有一次，大雪纷飞
中，我们登上了白鹿原。那天他和我谈了
很多，文学、社会、人生，包括生和死。他
谈得很动情，我听得很认真。那一刻我看
到了一个真实的红孩，一个赤子般的红
孩，我在他身上感受到的已经不是平易近
人，而是一种慈祥了。也就是在那一刻，
我感觉到，这是一个值得一辈子交往的
人，一个可以终生追随的师长。

美丽的汉江不仅风光旖旎、水色蔚
蓝，且盛产一种自然天成，或似花鸟草
虫或似生禽猛兽的石头，这些石头图案
栩栩如生，独特稀有，巧夺天工，这就是
饮誉大江南北的汉江奇石。

汉江是安康人的母亲河，境内主要
由低山和丘陵构成，属亚热带季风性
湿润气候，四季分明，雨量充沛，一年
四季，碧波荡漾，河岸风光无限，水色
如画。汉江是长江最大的一条支流，
它流域长，覆盖广，石种丰富。汉江两
岸崇山峻岭，沟河星罗棋布，蕴藏着丰
富的奇石资源。汉江石是河床卵石，
由砂岩、泥岩、灰岩等组成，经亿万年
的地质变化、风化侵蚀、水流冲刷，其
天然纹理构成各种景物、人物、飞禽走
兽等极具观赏价值。汉江兼南北水域
优势，所产奇石其大者可立于广庭之
中，阳刚而大气；其小者可比雨花石，
文雅而温情，如武士如美人，令人过
目难忘。汉江石主要特点是质地坚硬、触感柔和、色彩丰富、造
型奇特，敦厚逼真，尤其以各种蜡石比较多见。汉江石有汉江
红、釉光青、竹叶石、彩陶石等数十个品种，是陕南水丰物美人
文精神的特殊载体，极具收藏价值。

汉江奇石有着朴实的外表和坚韧粗犷的性格，与古老陕南
人的品格一脉相承，没有华丽的外表，没有光怪陆离的色彩，更
没有流光溢彩的光芒，显得朴实无华而又出其不意的精绝、古
朴、典雅。从上世纪 60年代初期开始，懂石者都玩起了奇石，
收藏的人凤毛麟角，当时的汉江奇石观赏价值未引起人们重
视，收藏界多以玉石、古木、崖柏、名人字画、黄花梨为主。80
年代后期，安康几位收藏爱好者发现了汉江奇石的无穷魅
力，多次拿着汉江奇石到省内外参加展览，独特的石头、逼真
的画面，来自汉江水域的天然图案，引起了收藏界的高度关注，
汉江奇石一下成为收藏界中的珍品，安康的奇石收藏者从此厚
积薄发。

年长的将这作为一种养生活动，乐此不疲；年小的跟着年
长的学习淘石技术，这些独特的汉江奇石经过长时间风蚀雨
浸、日积月累，经汉水冲刷和地壳运动，普普通通的石头在汉江
沉睡数百年，经过洪水的潮涨潮落，将石头冲刷得惟妙惟肖，形
成了一块块造型特异的奇石珍品。

汉江奇石在中国观赏石家族中是比较独特的，原生态的石
头苍劲有力、纹理流畅，富于变化，奇石上呈现平纹、凸纹、凹
纹、交叉纹、叠纹。表现形式有深雕、浮雕、透雕、漏雕直至圆
雕，让人意想不到大自然的鬼斧神工竟如此神奇，纹理扩张蔓
延，奥妙无穷，极具美感。汉江奇石的美在纹理以及纹路的变
化上千姿百态，一道道神奇的线条，有的似流云，有的似金蛇狂
舞，有的似水波荡漾，有的似素描线条。汉江奇石的水彩也很
丰富，有金黄色、黑色、褐色等色彩，令人赏心悦目，百看不厌。
因此汉江奇石受到越来越多收藏爱好者的追捧和喜爱。

在安康汉江奇石收藏人群中，有一位老人收藏的奇石以品
种多样而著称，如果你走进他的奇石收藏间，就会发现这里简
直是汉江奇石的世界，2000余块奇石错落有致展现在人们眼
前，让人震惊称奇。在他的收藏生涯中，最高兴的是他曾经收
藏了两块伟人奇石，两块普通的汉江石黑白相间，一块图案像
伟人毛主席，一块图案像周总理。浑然天成，图案逼真，全家人
像宝贝一样珍藏至今。他的藏品中还有鉴真东渡、藏獒、警犬、
汉江垂柳等，成为安康奇石收藏中的珍品。由于对汉江奇石的
珍爱，目前，在安康有两百余人收藏着汉江奇石，他们把收藏汉
江奇石融入生活的一部分。

赏石是一种文化，是一种发现艺术，是一种心境艺术。人们
休闲的时候，到汉江去捡石，或者到市场去选购几块奇石，经过
一番清理与思索，再配上紫檀或者黄杨木座架，置于艺盘当中，
就成为一件素雅别致又富有创意的艺术品。每一块奇石都包
涵一种世界、一种春秋，它是掌中山河，案上乾坤，令人爱不释
手。茶余饭后，细细品味，可以让人领略到无穷的情趣。

近几年来，当地政府不断加大对河湖的生态治理，对汉江
进行综合治理，严厉打击破坏水域生态环境的行为，坚持管
护与开发同步，打造碧水蓝天，构筑水生态的优美画卷，这也
为汉江奇石的管理开发提供了良好机遇，成立了安康赏石协
会，让这一汉江瑰宝熠熠生辉，成为中国收藏界的地标奇石，
成为汉水文化的一种符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