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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新

旧院葺居忙，农家喜气洋。

山间多陋室，冈上少荷塘。

石径通幽处，花丛隐树旁。

修仙存念想，绿草自芬芳。

山 居
我发现

那些成长在开阔平坦

营养肥沃

阳光饱满

雨水充足的树木

大都长得不那么笔直

而那些长在阴暗陡峭

土地贫瘠的树木

却那么标致

充满朝气

斗志昂扬

像哨卡上一个个站岗的士兵

发 现 □叶柏成

光阴密码
□高涛

大地像男人一样累到极致，准备
安心睡个觉，于是立秋了。

每年立秋都在三伏天。这是自然
规律，是我们无法改变的光阴密码。
三伏天开启冬病夏治模式，老先生告
诉我，要运动锻炼身体。

夏天是热情奔放、活泼明快的，盛
夏充满激情，它是自由鲜活的，是纯粹
的。夏天是浪漫的代名词，晚霞很美，
微风拂面舒服惬意。夏天包含着期盼
里最美好的冰激凌、西瓜、白衬衫、蝉
声，和喜欢的人。很多故事的开始都
在夏季。

知了像夏天一样硬撑着拼
了命在嘶喊，但最终还是放手妥
协，这不，立秋了。

一片半黄半绿的柳叶飘零在
风中，落在丹江河堤边的围栏上
懒洋洋地躺在那里，微风吹过，柳
叶随风而去，无奈顺着石头砌的
斜坡打滚，即刻又落入水中。秋风、落
叶和流水，诉说着它们之间的故事。
风在追求，树没有挽留，叶子却被流水
带走。这多么像我们无常的生活。

见一叶落而知秋之将至。立秋
后虽然闷热的暑气依然还在，但一早
一晚会变得清凉一些。最重要的是，
大地将回馈人们最丰硕的果实，慢慢
地，人们会看到它最绚烂的色彩，会
感知大地最悲壮的情怀。即便是再
喜欢夏天，秋季依然会如期而至，只
是这夏季让人意犹未尽。内心再热

爱夏天，迟早也会过完，天下没有不
散的筵席。接受这个现实，夏天必须
要走，秋冬即将来到。明知时光要走
却留不住它的感觉痛并快乐着，且
爱，且恨，且狂。

见一叶落而知岁之将暮。节气赶
到立秋这个点，恰似男人到了知天命
的年纪，内心的孤独寂寞和酸楚感油
然而生。

五十岁，人生的输赢已经定局。赢
了，是生活；输了，也是生活。我们需要
追求的是享受的过程，而不是最后输赢

的结果。输赢重不重要取决于你为什
么而战，是名利、自尊，还是单纯的胜
利？动机不一样，胜利的意义便不一
样。生如夏花之绚烂，死如秋叶之静
美，岁之将暮拥有什么又失去了什么，
已经不太在乎了。五十岁，行至无路
可走，索性就地坐下，看流水淙淙，观
行云变幻。坐累了，无趣了，起来再
走，走到哪儿喜爱便到哪儿。让荣
耀与痛苦都变得淡然，不再激情澎
湃，不再爱得死去活来，不再努力去
寻找令人垂涎欲滴的诗和远方。

立秋这天，夏与秋没有费心的彼
此约束，没有言语的承诺。两者既放
肆又克制地交融在一起。

立秋了。即便是中午热浪袭人，
至少早晚凉了下来。时令还在三伏
天，太阳依然炙烤着大地，没有一点要
收敛的意思。宁夏中卫的西瓜很甜，
秦岭南坡花儿开得很艳，我们毫不动
摇地依然保持着乐观，任这个缤纷的
世界残酷且疯狂着。

清晨起来，用尚且寒凉的井水洗
漱，偶然瞥见头上的那根白发，想起前

段时间又有一个同学离我们而
去，女同学集体流泪，怀着悲痛
的心情送他上了凤冠山，心中难
免荡起悲歌。这生命的底色就
是悲凉。

人生是减法，70后的我们已
经没有多少时间可以挥霍了。珍
惜身边人，说不定哪天就见不到

了。青春已经不再，70后步入人生的
秋天，每年这样的暑热就会辗转反侧，
大概是入秋综合征，唯有入秋时，才会
给人带来这样伤感忧愁的情思。

人这一辈子就是个过程，没有永
恒的生命，没有不老的青春，没有什
么事值得执着耗尽一生去追问，一百
年以后，这世上没有你，也没有我。

立秋，天地万物已经做好了迎接
冬的准备。大地要为下一轮盛势缓
口气，歇息修整，是韬光养晦，蓄势待
发的又一个起点。

□李亚军

金 龙 出 峡
到了金龙峡口，看到了青山翠

影，听到了碧水欢唱，却没有步入
其中，真是有些遗憾。还好，行色
匆忙中瞭了一眼，逮住了一块石
头，让它和那一方绿色的天地长时
间留在我的心里。

石头立在景区门口，有着秦岭
大青石的底色，却透着微微翠绿，
流动着光滑的线条。蓝天为幕，翠
竹作屏，阳光端照下，让它有了绿
园主角的光芒。往外走时与它打
了一个照面，抬头仰望了一下。擦
肩而过时，感到一种震撼，连忙转
身再看了几眼。一下子看不透时，
就掏出手机拍照留影。坐在车上，
把南山甩出好远时，混沌的心里突
然涌现出罗丹雕塑的画面。我急
切地转过身，想用目光把那块石头
抓回来，再细细把玩一番。遗憾
中，我给社科联的大姐说：“刚才那
块石头像罗丹作品中的《吻》。”

我把手机里的照片放大，边看
边介绍：“右边直立的是一个伟岸
的男子，有着厚实有力的臀部，粗
犷挺拔的脊背，肌肉发达的胳膊。
他站在一个坐着的美人跟前，长长
地伸出脖子，低头深情地吻着。美
人的脸隐于他的头下，从突出的下
巴可以看出，她在迎接和享受着他
的热吻。她的背部同样峭立，一只
手向前揽着，涌动着爱的波浪。她
伸腿坐在那里，长腿上的裙子自然
下垂，上面有水波纹式的线条，线
条中发出幽幽的翠绿。他们太投

入了，忘了身边的人，忘了四周的
天，也忘记了时间，就这么一吻千
年，相爱永久。”听着我这么痴痴地
想象和介绍，大姐笑着说：“还真让
你逮住了，越看越像。”前面开车的
小韩也甩了一句：“看来，出门还真
得带一双发现美的眼睛。”

我悄悄地调出《吻》的图片，真
正对比时才发现，样子上有着很大
的不同。比如男女的站位、手脚的
摆放、曲线的流动等。但是，我仍
然认定他们之间有高度的神似，陶
醉于第一眼的感觉，觉得秦岭的天
然大师一点也没输给西方的天才
大师，有着异曲同工之妙。这几
天，我一直在推销着自己的发现，
把那张照片和罗丹作品一起发给
很多老师。今天早晨，我忽然想
到，大秦岭里不知道还有多少这样
奇伟瑰怪之天物，等着人们石中请
仙式地发现。

金龙峡本是秦岭北麓的一条小
沟。不知哪位先人探山寻幽、水中
望月时，在河道里有了神奇发现。
碧绿的水下、青绿色的石头上、乳黄
色的玛瑙石，天然地勾勒出若干龙
形图案，或舒展地潜于河底，或俏皮
地攀在河岸，或神龙见首不见尾式
地隐没于路边。这一发现传开后，
人们在河道里发现更多的“金龙”，
让这条小沟有了金光闪闪的名字。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
龙则灵。”隐于民间的金龙峡就这样
冲出大秦岭，引来四方客。

其中就有本地乡贤薛先生。他
生于斯，兴于斯，心系家乡发展，提
出了美丽富足的共同愿景，与一批
志同道合者早早做起了金龙峡的
山水文章。近三十年来，他们以聚
沙成塔的坚韧、精卫填海的投入、
玉女绣花的功夫，一点点做着保
护、开发和提升工作。水从山上
来，他们珍惜这上天的馈赠，让匆
匆流过的绿水美起来、活起来、欢
起来，把一河两岸打造成农闲时百
姓流连之地，假日里市民休闲之
所。山水不倦奏清乐，四季有意染
彩画。拿惯锄头的农民，得金龙出
峡之启示，采山头变换之长风，白
天在大地上挥汗，晚上在炕桌上作
画，画出心中的美好，画出金色的
日子。如今，这些画作连同画师、
画坊，聚集到了河边，实现了人文
与自然的亲密结合，让更多人与天
地共同绘就大美画卷。

一河水开，百业兴旺，几万亩的
槐花林、几百亩的玫瑰园、百十亩
的翠竹园、生态养殖基地、生态康
养中心，以及消闲度假、研学培训、
户外锻炼等项目已经落地开花，满
足着更多人的高质量需求，也为更
多农民提供了富在家门口的机会。

金龙出峡，带着幽谷里的神奇；
游人上山，唱着新时代的欢歌。金
色汗水养护出的十里峡谷，吹拂着
绿色的风，流淌着绿色的水。醉人
的空气中，绿色的生态里，人们正
享受着令人羡慕的田园生活。

翠黛已至极，

暑炎始日低。

草木皆纷呈，

唯秋丰可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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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文涛

明珠寨碑记
汉江支流大道河，河滨卧明珠坝

街，河西山耸处谓明珠寨。峰高岭
峻，峭拔崭截，岩悬绝壑，林茂卉嘉，
仰观霄汉可即，俯视流水缦回。首昂
云外，势突硕圆，顶出夜明珠，光耀四
野，福佑一方。光绪年邑志载曰：“明
珠坝，街对面山，相传古有夜明珠，照
彻数里，行人往来，无须秉烛，故以为
名”。乡民获此祥瑞，固筑石垣，周环
数百丈，恃以避寇护宝，后流匪觑珠，

起患祸山，人散寨破，明珠黯失。坝
号承寨衍，寨字珠名生，宝去日已远，
轶传乡思久。明珠坝小镇河人氏葛贤
存，梓里情郁，历数年之力，功成全胜
寨之旧容，壬寅年春，又抱思珠之憾
叹，念时政之清晏，慨然倾赀，顺天牖
其衷，遂神咸其辅，构栈道，空平台，
擎钢珠，嵌电力，镌生肖，鸠工督匠，
半载告竣，复燃全胜寨其姊妹寨明珠
寨之明珠，善就双寨相犄之胜景，归

依明珠古寨之盛名，赓续坝上之乡
愁。寨巅明珠盈辉，上下夜如白昼，
欣欣大地向荣，勃勃万物蕃昌。见者
以告从事，众皆洋洋怡悦。暇日坝上
众乡贤相邀，偕我攀陟于寨，朝觐明
珠，得悉山寨旧迹，备询兴建之由，触
景滋情，爰尔记之，以略叙明珠寨昔
今之境况。愿后来仁人志士，坏者新
之，朽者更之，庇护寨上明珠百年永
烁，千秋不泯。

风情文化坪
□朱金华

文化坪的魅力，绝非我固有印
象里穷山恶水的写照。闭塞的村落
早已展开笑颜，逼仄坎坷的羊肠小
道不见了踪影，取而代之的宽敞水
泥路从沟口一直延伸到谷底，飞溅
的瀑布直挂云天，在秋高气爽的蔚
蓝下，显得格外清新。那汩汩流淌
的清澈，荡涤尘埃，唯有泥墙灰瓦，
留存着山村印记。

我是年前一个周末专程从省城
赶回，以应好友振春之邀，更是为了
共同的民协事业。那天一早，商南
县民协的文艺家们从四面八方赶往
丹江岸边，集聚在泊河口，意在一同
向文化坪进发。

对于文化坪的记忆，那是苦焦
贫困的化身。这里原是一个乡政
府，亲戚在这儿工作，陪他到单位途
中，顺着山梁有望不见尽头的石子
路，硌脚打滑，头顶糊得严严实实望
不见天日的冬青树，时不时传来动
物跑动的声响，还有猫头鹰的哀鸣、
老鸹的叫唤，走在这荒山野岭，可不
是件愉快的事儿。终于挨到山顶，
视野变得开阔，俯瞰山洼，一个不大
的院落连着一片农舍，院落里是一
个乡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飘忽着

不时传来机器的轰鸣，那是乡政府
的专属发电机发出的声响。看似近
在咫尺，还得穿越三道杠才能抵达
目的地，这段路虽不及上岭的吃力
难攀，下坡路伴着硌脚的石子，稍有
不慎，倘若一脚失滑，会毫无阻挡跌
入谷底，一步一小心地向谷地移动。

然而，汇聚在泊河口当头，一
位老家紧邻文化坪的同志提醒大
家，要写诗作文，请标注湘河文化
坪。这缘于文化坪乡在行政区划
改革中，早已撤并，称“文化坪村”，
又从湘河镇并入赵川镇。我感慨
地说：“都是祖国好山河，统称中国
文化坪吧。”

由过去的羞于启齿，到如今竞
相归属，足见文化坪的风貌今非昔
比。沿宽阔的水泥路一直向前，但
见河水清澈，山色空灵。转过山峁，
一汪碧波下，鱼儿跳跃，顺着渔农撒
下的鱼食，成群结队、相互追逐，煞
是壮观。再转过几道弯，一片开阔
地，十几个石坝，种植着苍术、柴胡、
半夏，还有青藤缠绕的五味子、何首
乌，这是村民立足本地自然环境依
据适宜的气候条件，在家门口便能
就业增收的好举措。越往峡谷深

处，越是地面碧绿，见到山民种植的
萝卜青菜，料定距农家已是不远了。

今儿的目的地是到金线台观瀑
布，沿途的风景虽美，无暇深入观
赏，却不忍放过每一个精彩，目不转
睛盯着车窗，任由眼花缭乱。

走近一处弯道，一行人下车步
行，沿着一条小河走上一道缓坡，看
到一条水流从山顶一泻而下，大伙
儿迫不及待打开照相机、拿出手机
聚焦半山腰的白色飞练，大呼小叫
着向瀑布泻下的水潭涌去。

举目眺望，山顶汇聚涌流的一
溪清澈，在峰巅夹岸而出，飞跃直
下，阳光折射中，飞溅的水帘恰如万
屡金线，在近两百米的山崖闪耀光
芒，难怪被称作“金线台”了。

乘着观瀑兴致，移步农家道场，
以瀑布为景，文艺家们放声歌唱，尽
情舞蹈，现场吟诗作对，在音乐伴奏
声中朗诵优美华章……

这个秦岭新开岭腹地的金线
台，是嵌在文化坪村落里的一颗明
珠，令我流连让我忘返。时隔一年，
飞溅的金线，不时眼前萦绕，涧下的
响水声雷，震动耳鼓，唯有作文记
之，方称快。

篆刻 蒋绍琏

书法 马士琦

蜀河建镇，三国始为。晋时置
县，明盛生辉。物资集散流通之
地，丝路交流繁盛之魁。汉水拍
岸，古建鎏金；摩肩之接踵，商羽之
歌飞。

观其画卷长廊，何其繁畅。太
极城阙，何其丽靓。曲径幽，秦山
汉水漾；古镇绝，恰似驼峰状。百
舸争流，百业兴旺。黄金水道之澄
江，雄伟北观之绝唱。

信如雁水瀑布，冬莫严寒，夏无
酷暑，氧吧自然。北南荟萃处，休闲
体验之神安；世外桃源地，怪石嶙峋
之境仙。陕帮三义庙，鄂帮武昌
馆。万寿宫静，火神庙睆。冬无冰，
如秋之气爽，夏不烫，似春之委婉。

观夫渡口上崖，船帮会馆。典
雅壮观，扬泗庙院。祈神保佑帮，
水运兴隆顺畅；议事济苍生，通泰
物流集散。满帆风顺创八荒，古镇
灵魂之所在；来往平安益九州，通
畅物流之泰远。

且夫黄州会馆，南靠汉江。坐
西东向，庄重大方。硬山屋顶重檐

势，拜殿乐楼对映光。构思巧妙，木
雕凤凰。庙宇巍峨，云飞雨卷屹立；
梯航畅泰，风平浪静翱翔。

然则伊斯兰教芳洁，清真寺
院。古朴经典，风格罕见。仙境
幽，蜀河灵气盛；净士寺，古木参
天捍。陡峭峻崖，寺凿墚建。蒂
固根深，斗曲星眩。中外之文明，
交流之不断。

尚且重开丝路，辉洒旬阳。生
龙活虎，神采飞扬。逆流向上勇，
雄鹰展翅翱翔；越岭如神往，雁群
穿云越洋。旬阳城太极，天宝物华
昌。雨飞云卷，风静浪祥。古镇新
时之路灿，蜀河满溢之春光。

况其成功挂牌，4A 景观。带
动旅游，发展向前。满怀信心，豪
气冲天。汉红水道涌黄金，古韵新
歌舞蹁跹；醅清风静之观浩宇，古
镇前程之大无边。诗曰：

汉江水道涌黄金，
古韵新词盛世珍。
名邑巴山呈异彩，
秦声楚调唱长春。

蜀河古镇新程赋
□孟彦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