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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夏天，我们该说些什么
绿油油的河流
遍地的藤蔓
还有鲜花开满的原野
可是，这些只是被幸运抽中的一个字符
像大海因沸腾升起的那朵浪花

浩瀚的光阴像永远走不尽的隧道
奔跑的人们，跋山涉水
急切地渴望着光亮
渴望着崭新的雨露
天黑后
暗涌中总有
语言在闪耀
光明和黑暗之间
没有界线

夏天不仅仅只是一个篇章
它有七月的惊雷
八月的炙热
以及九月的平静
可是，对于大地和江河
它就是整整的
人间一生啊

（工作单位：陕西欣华自动化科技
有限公司）

□鲁秦儿

关于夏天

笔名大唐飞花。陕西金融作家协会副主席，长安大唐飞花文学社
社长，《陕西银行业》杂志创刊主编。原新浪博客首页选稿编辑，西部论
坛、形象网论坛版主。2016年作为陕西金融工会“首届全国金融系统银
行证券保险综合业务技能竞赛”的随行记者进行宣传报道；2017年主编
陕西银行业协会杂志《陕西银行业》。出版“唐妃体”散文集《梦里长
安》、诗歌集《诗绣长安》。作品多次被选为大型文化活动的朗诵节目，
在业内及文学界屡次获奖。

张西西

陕西职工作家列传 18

车子轻轻，驶过秦二世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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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周一星

记忆里的场畔时光

一

春风吹拂着绿柳，为游人吹开了一帘
纱梦。

绿柳搭上了肩头，将梦中人一次次地
唤醒。

漫步于大唐不夜城的主题广场，放目远
望，思绪难平。

慈恩寺的雁塔高高矗立，登塔是否为金
榜题名的快意？

夜幕下大唐，彩灯闪烁，金碧辉煌，让追
梦人纷纷迷乱彷徨。

阳光下大唐，楼阁高耸，威严壮观，谁说
不是当年耀眼时光。

慈恩寺、大雁塔、不夜城、芙蓉园，这分明
是前世的家园，每次莅临，身心沉醉。

而曲江，不正是那时的御花园。美人的
笑脸，王者的缠绵，风流态度，欲说还羞。

穿过那时烟云，我目光直指一座王陵。
今日之曲江，不光唐，还要去看看秦。

二

坐上车子，沿着大唐不夜城的群雕缓缓
前行，万种华丽涌上心头。

曲江沿岸，高楼林立，绿柳低垂，莺啼声
声送来一种美好的宁谧。

或许是历史中走出的人儿，坐拥陈仓而
思念唐，走近唐而追忆秦，寻寻觅觅中，流年

如水，明媚憔悴！
车子在宽敞而平坦的幽径中悄悄滑向

曲江南岸。南岸，一个至高处便是秦时的
宜春苑。

两千年前，宜春苑还是花香袭来美人
遮面的姹紫嫣红，两千年后，却已成为秦二
世陵。

想象过秦二世陵的喧闹，从没想过它的
清冷。

想象过秦二世陵的颓败，却没想过它的
孤单。

园，就这么静悄悄地坐落在曲江边上，一
片寂静。

陵，孤零零地蜷缩于看不见的隐蔽处，鸦
雀无声。

倘若这里不是春，而是一个抑郁的秋在
做亡国的忏悔，萧瑟寥落、战战兢兢，这，多像
秦二世短暂的一生。

轻轻地下车，轻轻地拾级而上，心中荒凉
自不必说。

轻轻地过楼牌，轻轻走向陵墓，一股冷风
直透心房。

我仿佛看见史册翻滚、圣旨飞旋，那一
年的沙丘那一年的大殿、那一把利剑直逼
眼前……

三

园还是这么静，静得能听见流年的风。

陵是土堆半球型，在夕阳下萧瑟无声。
于万种思绪中回身，我静悄悄地走出，不

想惊动任何疼痛。
宜春院前北望，曲江池里游人如织，与眼

前形成鲜明对比。

或许对于陵，有人会忌讳，有兴趣的人只
是少数……

然，秦二世虽然用贫民之礼所葬，仍占据
了龙脉……

北边不远处，一只高大的龙头正对着这
边喷水……

坐上车子，驶过秦二世陵，轻轻地向前
驶去。

曲江沿岸，荷廊风雅，绿水荡漾，又一明
丽丽的天。

站于桥上轻叹，叹时光无情，叹历史多
变，两千年飞过，如梦似幻！

万般不真实中，我仿若驾着一辆古老的
马车，穿花过柳，耀马扬鞭！

原来，我一直在追风历史，吟诵九天……
有诗为证：

初春中午后，驱车曲江游。
美人宜春苑，寂寞二世陵。
悠悠曲江水，翠柳攀行人。
步入秦唐地，幻境重又生。
轻叹复长歌，衣袂飞车行。
柳暗花明里，醉卧历史城。

又到了三伏天，城市的喧闹和燥热使我怀
念起从前在农村生活的年少时光，那里沉淀着
我的乡愁和快乐。

每当盛夏来临，声声蝉鸣把万物竞秀的生
命乐章推向高潮。远山、村庄、田野、涝池，如
同浓彩的泼墨画，“只此青绿”间仿佛听到了万
物生长的声音。

放暑假的日子，我们常常随大人一起去田
间劳动，干干停停间总盼望着太阳快快落山，期
待结束农活后能和伙伴们一起玩耍。当微风掠
过，终于有黄昏的晚霞了，天边的云已被染成绛
红色，一片一片像绚丽的织锦，点缀着广阔的天
幕，黑黢黢的山峦和天际线连接成雄浑的屏障，
慢慢就有稀疏的星光挂在天边，牧归的铃铛自
然成为收工的信号。扛犁的、荷锄的，在吆喝声
里陆续回到自家小院，庭院的小桌已摆上了自
种的菜蔬和飘香的油泼辣子，劳作的疲惫在家
家户户的碗勺相撞声中慢慢消失，整个村庄沉

浸在这朴素的烟火气里，人们一边品咂着大地
的馈赠，一边体验着生活的快乐。

这样简单的晚饭，在渭北农村常常叫作“喝
汤”，招待客人也是如此，这种淳朴方式具有入
乡随俗的地域特色。当月亮升起，村东边的打
麦场已成为大伙乘凉的绝好去处。人们不约
而同拿着小板凳、手摇蒲扇，甚或扛着自家的
大竹席走出家门。或聚在场畔合抱粗的大树
下，或围坐在宽敞的阔地。这里每年都要用传
统的方法重新把细密的黄土碾压得光亮而坚
硬，上演着四季的欢乐颂和丰收曲。静谧的夜
空，繁星闪烁，感觉是那样清澈而又深邃。老
人们手摇蒲扇，夜晚明明闪闪的微光里荡漾着
旱烟的味道，不紧不慢地讲着他们的故事、戏
文里的故事、村子曾经发生过的故事或家长里
短、人情世故、族谱家规。我特别喜欢挤在中
间，一边闻着淡淡的旱烟味，一边沉浸在故事
传说中。忽然间，一群孩子从身边跑过，他们

追逐着飞舞的萤火虫，为躲避追赶，小精灵们
忽高忽低，忽左忽右，画成点点闪烁的弧线。
孩子们的嬉笑声也引得大人们静静观赏，共同
享受着盛夏的乐趣。

不知什么时候，树梢间此起彼伏的蝉鸣声
终于停歇下来，村子远远近近的灯光沉浸在静
谧深蓝的夜空里。月光如水，白云朵朵，一阵微
风吹过，绿阴如盖般的大树送来丝丝清凉，驱逐
了白天的暑热，非常惬意。真是应了元代诗人
翟佑的诗句：“竹床藤簟晚凉天，卧看星河小院
偏。云影恰如衣暂薄，月华那得扇长圆”。

如今，随着农业机械化程度提高，农人们已
经告别了传统的耕作方式，打麦场也就失去它
的作用，但场畔的大树亦然挺拔苍劲，守护着
曾经的乡愁和记忆。尽管都市里的我们享有
现代化的消暑方式，我久久萦怀的还是那从前
的时光和时光里的质朴味道。

（工作单位：陕建物流集团）

□张从军

人间世

“八百，九百，一千……”老李正在ATM
机前美美地数着钞票，突然“砰”的一声被子
弹打中，他眼前一黑，立刻捂住火辣辣的后背
大喊：“抢劫！”

老李被自己绝望的叫声震醒，睁眼看见
两只手还捏成拳头悬在半空，心里念叨着“虚
惊一场，虚惊一场”。他哼唧着翻了个身，放
下被大腿压麻的二腿准备再睡，余光却冷不
丁瞥见一个半截子黑影立在身边，又“哎呀”
一声弹坐起来。

“八成子货，呼噜打得把房顶都能掀了。
看这疫情闹得，家里都揭不开锅了，你还睡得
着！”老李眨巴眨巴眼睛，揉捏着黑影子的肩
膀说：“哎呀，你多虑了，有咱呢么，你怕啥
呢。工作没了，咱养着你，咱说过要让你做天
底下最幸福的女人！”

“少来这一套，满嘴放炮的货！”那影子朝
他膀子上拧了一下，老李怪叫一声，对面的漆
黑中就露出白花花的八颗牙齿。

其实，老李所言非虚，当年他敢拍着胸脯
立下这样的豪言壮语，还不是因为他有个好
单位，是铁饭碗，不然，当年的木材厂“一枝
花”也不可能心甘情愿地跟了他这个满脸麻
子的眯眯眼男人。

八十年代初，全国上下都在大搞社会主
义现代化建设，铁路作为国家交通运输的龙
头单位，更是第一时间积极响应国家号召，在
一系列改革、开放、搞活的措施中迅速发展起
来。那是1987年夏天，老李背着一把红棉吉
他走出客车段的大门，和几个小青年齐刷刷
地穿着铁路制服走在街上，行人哪个不多看
他们两眼。他们是新时代的工人，是光荣的
社会主义建设者。

列车钻出隧道，阳光乍现，老李慌张地睁
开眼睛，擦了擦口水。真是往事不可追，好梦
不经做呀。他拍拍车厢内崭新的座椅，目光
在头顶的LED灯和行李架上停留一下，又转
向窗外发呆。反方向的列车飞驰而过，这种
相对运动，使他直观地感受到他所乘坐的“复
兴号”动集动车组列车的速度之快，一瞬间，
似乎有什么东西在他的胸腔里沸腾了一下，
但很快又归于平静。

“前方到站，铜川站。”乘客们听到语音
播报，有人拿起手机给接站的亲戚朋友们亲
切致电，有人一边收拾背包一边和同伴交
谈，还有人就那么安心地靠着，睥睨着周围
群众的蠢蠢欲动……老李露出个苦笑，可能
这趟崭新的动集动车组上，只有他是来“负
荆请罪”的。

一周前，中秋节的晚上，段上各个部门的
技术人员在即将上线运行的鼓型动集动车组
转向架围了个圆，他们把脑袋凑在一起，拿着
说明书和笔记本七嘴八舌地讨论着、记录
着。老李作为客车段出了名的转向架检修能
手，也在不停地东拧西敲、思考比画，配合解
决他们提出的各种问题。正当大家焦头烂额
的时候，老李的手机响了，他往旁边挪了两
步，瞄了一眼，随即挂掉电话。电话却不罢
休，接二连三地响。李主任听见了，小声对他
说：“先去间休室接电话吧，免得你老婆不放
心。”几个年轻人闻言，回头朝他怪笑，老李脸
上一红，肚子里燃起一股火，嘴上强硬道：“我
是在单位干工作，她能有什么不放心的。看
是把她惯坏了！”一边说一边接起电话。

“离婚！过不成就离婚！疫情闹得这么
严重，我一个女人从西安跑到铜川给我姐看
店，我挣的是娘家人的钱，住的是娘家人的
房，本来就够麻烦人家了，你好歹也抽时间过
来转转，你两个月都没见个鬼影，现在竟然连

电话也不接。我回娘家了！你有什么忙的，
你比领导还忙，我告诉你，你最好是在单位上
班，可别出去学下什么坏毛病让我抓住……”

老李实在受不了电话里女人的喋喋不
休，就甩手挂掉了。

现在，这个年过半百的中年男人肿着两
个像核桃一样的眼睛坐在动车上，每隔两三
分钟就要瞀乱地揉一把下垂的脸。老李想不
通，年轻时的小打小闹也不少，经过后来磨
合，两人渐渐变得像一只羊和一把草，脾性不
同，可到底都是温顺的，怎么这次就催命似的
非要离婚不可？老李十分忐忑，不知道见到
她该怎么说。离婚，他当然不同意，但怎样才
能让她消气呢？

列车到站，老李收起思绪，随人流下
车。一群记者已经架好长枪短炮，对着西安
至靖边首趟开行的时速 160公里动集动车
组进行拍摄报道，老李却没什么心情，闷头
从他们中间穿过。

“老李！”
老李回头看见李主任从人群中大步走来。

“主任，真巧。你来这边有事情要办？”
“是啊，今天我专程过来，断一件家务事。

咋样老李，咱们这‘绿巨人’跑得挺快吧！”
“那是那是。”老李笑嘻嘻地答道。
“要说这西安到铜川的动车好不好，你可

是最有发言权的。”
“好呀，当然好。要是早点儿开，就更好了。”
“现在开也不晚。你和嫂子的事儿我都

听说了，我也在电话里向她解释清楚了。嫂
子开明，知道原因以后也表示理解，还说以后
也会一直支持咱们的工作。老李啊，这次主
要是你不对，工作的事得上心，但家里的事也
得上心啊！”

“对对对，谢谢主任。”
李主任扳过他的肩膀，把他朝前推了几

步，顺着李主任手指的方向，老李看到了一个
熟悉的身影。

“刘女士，刚刚您说您在疫情期间失业
后从西安来到铜川工作，那么您和您的先生
分居两地，这次动集动车组的开行，为你们的
生活带来了哪些便利？”女记者问道。

“其实我老公就是一名铁路工人，他们单
位就负责这趟‘复兴号’的检修工作，最近他
一直在加班加点学习业务知识，我很为他骄
傲。对于我们两口子来说，最大的改变就是
这趟列车缩短了我们之间的空间距离和情感
距离，之前他从西安到铜川，来回倒车需要三
个来小时，所以我们基本上一个月才能见一
次面，现在有了动车，从西安到铜川只用一个
来小时，以后我们就能经常见面了。”

语毕，她回过头，望着不远处向她招手的
老李，想起这段时间的离婚闹剧，两人都默契
地笑了。岁月带走了太多，也附加了太多，幸
而此刻，老李还是那样精神，刘女士也还是那
样温柔，恍如回到了几十年前他们第一次见
面的时候。 （工作单位：西安客车车辆段）

人生有奇缘，挚爱在世间。
虽然有风雨，坚贞如磐石。
分离倍熬煎，上苍念垂怜。
鹊搭银河渡，相会好缠绵。

鹊桥渡
□春草

你人生的旅程

是由这光明的足迹铺成

在阳光之下

在秦岭山头、河谷、旷野

有一排银光闪闪的铁塔

和连接铁塔的银线

无论风霜雪雨的突袭

还是炎炎烈日的炙烤

留在记忆深处的

是一串串写满奋进的足迹

它是那样的深刻

给祖国的大江南北

创造出一个个抢险救灾的传奇

在现代时空的隧道

炫耀“光明守护神”的风采

你是攀登者

一步一诗

跨上一个又一个新高度

你是跋涉者

一程一歌

绘出现代中国电网的宏伟蓝图

（工作单位：商洛广播电视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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