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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 造编辑：刘妍言 美编：胡健博 校对：白艳红版4
2022年9月24日 星期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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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甘
南

南
卡
才
让

摄

王丽梅 陕西省作家协会
会员，陕西国防作协副
主席。中国散文学会

会员，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会员，中国自
然资源作家协会签约作家。作品散见
于《人民日报》《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人
民文学》《东吴学术》《文艺报》《文学报》

《散文百家》《延河》等报刊杂志。

陕西职工作家列传25

在晋陕大峡谷，宽阔平缓的黄河从吕梁
山脚流过，经过碛口古渡时向西拐了一个
弯。山西的湫水河在此与黄河汇合，经过几
十米的浅滩，迅速进入一个落差很大的、狭
窄的河道，顿时水势汹涌，犹如一锅沸腾的
开水，在峡谷间，瞬时响起了虎啸龙吟般的
涛声。

“河水清且澜漪”（《尔雅·释水》），灰青
色的黄河水剧烈地翻腾着、轰鸣着，一声连
着一声，一浪高过一浪，像千军万马在奔跑，
浩浩荡荡冲向下游。这段惊涛拍岸、声震峡
谷的黄河是吴堡的黄河二碛。

碛，是指浅水中的沙石。在《说文》中指
“水渚有石者。”黄河第一碛是宜川的壶口瀑
布，那里的黄河水是浑浊的黄泥汤，黄河龙
腾虎跃般流经壶口，如滚石山崩，瀑布飞流，
雪花四溅，浊浪排空。“黄河怒浪连天来，大
响谹谹如殷雷。”黄河出了壶口一泻千里，进
入平展宽阔的黄河河床。

石与水永远是相依相伴的关系，无石不
起浪，黄河里若没了那些奇形怪状的巨石形
成的水道，壶口瀑布也难有举世闻名的“黄
河之水天上来”的宏大气象。黄河的咆哮之
势是自然伟力的呈现，更是中华民族力量与
气概、民族精神与美的图腾。

出吴堡县城，上沿黄公路，行 25公里到
黄河二碛。河岸上筑起了高台，修建了古色
古香的红色长廊和汉白玉围栏，“黄河二碛”
的巨型石碑格外醒目。山脚下有座“纪念黄
河漂流三十周年”的大理石雕像。1987年，
听说美国人要来漂流黄河，国内青年自发组
织了黄河漂流探险队，首漂流成功。有七名
勇士牺牲，“人类漂流史上前无古人的一次
壮举”，气壮山河。

山上是生态公园。拾级而上，树林阴
翳，鲜花绽放，小广场上耸立着一座 47.9米
高的九层红龙塔。凭栏眺望，黄河对岸的山
上绿树成阴，河道旁的浅滩上有三三两两的
老者在执竿钓鱼。黄河翻滚，水浪激越，响
声震天。这么大的水，会有鱼吗？

黄河孕育了古老而伟大的中华文明，在
公元前五世纪，出现了孔子、老子等与苏格
拉底、柏拉图、释迦牟尼齐名的人类文明
伟大的精神导师，他们是我们中华民族的
骄傲。

“智者乐水，仁者乐山。”中国古代先贤
善于观水。

孔子在《论语》中说：“君子见大水必观
焉尔也。”为何？“夫水者，启子比德焉。”水能
启发人的德行修养。孔子说，水遍布天下，
毫无偏私，惠及万物，如君子有德。所到之
处，万物生长，如君子仁爱……君子正直，处
事有度，百折千回，坚定不移，如黄河行万里
必奔赴大海。

老子观水，有《道德经》曰：“上善若水，
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居善地，心善渊，与
善仁，言善信，政善治，事善能，动善时。”

庄子观水，《庄子·外篇·天道》中记载：
“天地之鉴也，万物之镜也。”

观水，则近道。水，带给我们对人生的
哲学思考与生命的启迪。

吴堡，居陕西东北，扼晋陕交通要冲，自
古是兵家必争之地。这里有公元前 5000年
的龙山文化，黑陶是龙山文化的代表，“黑如
漆、明如镜、薄如纸、声如磬、硬如瓷。”而今
在榆林的吴堡、绥德等地旧民居都能看到黑
陶陶片。

建在黄河西岸，山巅之上的吴堡石城，
易守难攻，史称“铜吴堡”。石城建于北宋元
丰五年（1082 年），公元 1226 年升吴堡寨为
县，始定名吴堡县。

一只木船停泊在川口古渡的黄河岸边，
这里是 1948年春，毛泽东东渡黄河的渡口，
如今“毛泽东东渡纪念碑”赫然耸立。顺利
东渡不仅是中国革命的转折点，更是中国
革命史上的一个新起点，新中国迎来希望的
曙光。

“走头头的那个骡子吆，
三盏盏的那个灯儿，
哎呀带上的那个铃子儿哟，
噢哇哇的那个声……”
这首由吴堡张家焉村走西口的脚夫张

天恩演唱的《赶牲灵》一鸣惊人，《赶牲灵》名
扬天下经久不衰。历史证明，民族的就是大
众的。

在黄河二碛的岸上，吴堡新一代《赶牲
灵》的传唱人丁文军以高亢的歌声唱起了
《们吴堡》：

“们吴堡崇山峻岭，大地上写下光荣，黄
河滚滚惊涛拍岸，英雄东渡驰骋纵横……”

“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
自然是人类的老师。历经九曲十八

弯，行程万里的黄河，带给我们太多生命的
思考。

万里写入胸怀间

拉姆拉措，一个可以看见自己前世今生
的湖，在藏传佛教的转世制度中，备受教徒们
敬仰。

每年藏历四到六月，许多善男信女就前
来朝圣观景。据说多人同观，所见各异，朝拜
此湖的有缘人，从湖水的倒影中可以看到神
谕的前世和来生。因此，神湖也成了善男信
女探求命运的宝镜，只要虔诚地凝望神湖，它
便为朝圣者显示未来的景象。

我们运气好，赶上了拉姆拉措正式恢复
开放。于是，又在六天行程里加了两天，专门
去朝拜拉姆拉措——这个海拔 5600米的高
山神湖，曾经是许多人的梦想，需要徒步登山
才能到达。

拉姆拉措位于加查县崔久乡，是一个高
山淡水湖，面积约一平方公里，形似一面镜
子。从勒布沟返回，我们住在泽当镇，休整一
夜。第二日清早，简单解决午饭后便出发，直
奔那个让无数人魂牵梦绕的圣湖。

从县城出发，一路向东，车驶向崔久沟。
眼前是青山绿水，结罗拉雪山在远处忽隐忽
现。草丛时而有土拨鼠结伴窜动，同伴赶紧
装上中长焦镜头，来不及捕捉，土拨鼠早就钻
入洞中。

由于道路限速行驶，我们得停车等待。
在这万籁寂静的大山深谷，奢侈的时间居然
如此富余。远远望去，高原上盛开着各种低
矮的小花，紫色、黄色，若隐若现，迷离梦

幻。待到近前观赏，每一朵花却又鲜艳无
比，十分耐看。许多花虽然叫不上名，但她
们从容生长，吮吸着高山精华，比平原的花
更叫人喜欢。

过了琼果杰寺，山变得秃起来，同伴说头
有些闷，看来海拔又高了。我查了海拔表，果
然到 5000米了。眼前的山换了装扮，漫山遍
野铺满了碎石，山巅处有经幡摇曳，我们到了
目的地。

我拿出剩下的最后两块巧克力，分一块
给同伴。仰望着山顶经幡，虔诚地迈动脚步，
向着山巅、向着心中的神湖进发。走几步头
就开始闷胀，大口喘气，我赶紧停步休息，待
到体力稍微恢复，又继续向上。越往上，体力
越不支，腿像灌了铅，举步难行。在海拔5300
米攀爬，沉重的脚步，喘息的呼吸，每一步都
在考验毅力，考验勇气。

人在突破极限前，调节力是极强的。经
过十多次休息、调整，终于到达山顶。

山巅都是来朝拜的人，分不出谁是游
人，谁是信徒。有人跪地祈祷，有人站立静
默。在一处高峰，有位穿着便装的小伙大
声诵读，听声音和节奏是在诵经。小伙是
寺院的活佛，他的两位徒弟随他而来，也面
湖朝拜。

旁边有两位妇女，妇女的身后背着一岁
左右的孩子，同行的老人拿着朝拜的经幡，
孩子突然大哭起来，哭声响彻天空。妇女走

到一旁把孩子哄好，包裹在自己的背上，重新
跪地朝拜。不难想象，她们心存了多大的愿
望，才背着襁褓中的婴孩，跋山涉水来到这
里，祈求神灵施助于自己。

我凝视着活佛诵经的入神，凝视着妇女
及周围人朝拜的虔诚，我被他们的诚心打动
了。我面朝神湖，心静极了，仿佛周围的一
切都消失殆尽，只剩下天空，神湖与自己。
在迷离中，我仿佛入了梦，我看到了世间的
所有。

活佛的徒弟跟我说：“下去看看。”
下到湖面跟前，下到那“明镜”里，世界和

心全都会影射在“明镜”上。而湖的处境太深
了，一般人只停留在山顶，远观朝拜。这就够
了，拉姆拉措的“镜子”诠释着所有的谜底，不
必近前，不必揭穿，不必看透，人生的格局已
定，明白又如何？真心很重要，善心很重要，

“明镜”里的人生都是清澈见底的。
在如镜的平静中，才有美好。人生在世，

也是一场修炼，而修炼的最高境界莫过于一
个静字，风平浪静，才是事物高端的美好。树
欲静而风不止。尘世里，我们能排除纷扰在
静中保持自我，考验的也是毅力和信念，外面
的虚幻挽救不了灵魂的真。

带着拉姆拉措的神谕，我回到拉萨，去赶
那一趟回家的行程。走多远都只是旅程，能
存下自己、让心平静的还是心中的那个家。

此心安处是吾乡。 （单位：省人民医院）

人生是一场修炼
□常巧云

《暖春》是一部由山西电影制片厂出品，
乌兰塔娜编剧并执导的亲情题材电影。讲述
的是发生在一个偏僻、贫瘠的小山村——芍
药村的故事。年迈的宝柱爹顶着儿子宝柱和
儿媳香草的压力，收留了一个叫小花的孤
儿。正是因此，他和儿子、儿媳产生了矛盾，
并由此揭开了一些鲜为人知的“隐情”。

《暖春》回归现实主义创作手法，故事情
节并不复杂，却引人入胜，正所谓“无巧不成
书”。人们都知道小花是孤儿，可谁知道宝柱
也是弃婴，这是无论如何也想不到的，惊讶之
余，人们不得不对这位老人产生由衷的敬佩
之情。

大山中的芍药村，是一个山里人想走出
去，山外人不屑于涉足的地方。可正是在这
里，宝柱爹耗尽了数年的心血为两个孤儿点
亮了心灯。宝柱和小花也是因为这盏心灯改
变了他们的命运。亲情至重，是人们普遍认
定的真理，而宝柱一家苦心营构的亲情却超
脱了一般意义上的血脉亲情，是一种最纯真、

最无私的人性关爱。
《暖春》的语言风格几近白描，显得那么

干净、温暖、纯粹和恰如其分，但一切对观众
的感染都是潜移默化的、深入骨髓的，起到了
直指人心的作用。“这就是命呀，你说这苦命
娃子咋都让我碰上了？可我知道一个理：人
不能见死不救。”宝柱爹对宝柱的爱，体现出
了对这个“没根的娃”超越血缘的父子深情。
收留小花，更丝毫不顾惜自己，用仅有的一点
钱给小花买鞋，编筐供小花上学，他为小花也
做了他所能做到的全部。

《暖春》中的“小人物”塑造得都很美，做

到了瑕瑜互见，瑕不掩瑜，都具有典型意
义。如果说宝柱爹有一颗金子般光亮的心，
用自己的爱融化了小花的苦，感染了身边
人，那么小花就是这种完美品格的继承和延
续。她听话、懂事、乖巧，她爱爷爷、胖大婶
等所有关心她的人。即使是对两次要把她
送人的婶娘，她也从不记恨，说“婶娘不是坏
人”，甚至摸黑跑多少里山路给不能生小孩
的婶娘捉蚂蚱治病。小花是不幸的，可她遇
到了贵人，她同时又是多么幸运啊！她幼小
的心灵脉动着一颗感恩之心，以至于大学毕
业后毅然回到芍药村做一名普通的乡村教
师。一个人是不是只有在沉重的挫折和打击
之后才能对人生有正确的感悟呢？到底什么
是幸福？什么是感动？

《暖春》是冬天过后的春天，更是风息雨
霁之后久久的平静。它让人明白了“爱让人
成长，也让人明白生活中不只有血是浓
的”。既如此，我们何妨点一盏心灯，在温暖
中前行！ （单位：中铁一局工会）

心 灯
□李兴中

——电影《暖春》观后感
关中平原最简单、最难看的建筑大约是井房

了。就像一个没人经管的娃，低、丑、糙，还少不了
臭烘烘的屎尿味。

井房的出现，是再也自然不过的事。农人们
要打粮食，过日子，这些都离不开水。引河水浇地
跟等下雨是一回事，得看老天爷的眼色。遇到他
老人家不睁眼，那就谁也没有办法，只有眼睁睁看
着庄稼旱死在地里。民国十八年，关中大旱，流淌
了两千多年的引泾（河）水渠，不知都毁掉多少年
了。不收一颗粮食，催生着找水的渴
求和活下去的欲望，这种本能，一直延
续到农业社时期，生产队在村里打了
三眼井，才稍微稳住了村里人的心。
有了井，便有了井房。就像有了身子，
就有了衣服一样自然。

有人问，民国十八年的时候咋就
不打井哩？要知道，那时候打一眼井，
跟盖一院房子一样费神。记得父亲说
过，一辈子不打井、不盖房，那就是享
大福的人。可见打井的艰难与繁琐。
再说，即便有了井，往上提水也是个大
难题。就是架个辘轳一桶一桶地往上
搅水，即便累坏几十个精壮汉子的腰，
也浇不了二亩地。幸而，那时候有了
电机水泵，只要把闸刀一推，一会儿就
能浇一片子地。

井房一般属于集体。那时候农民
嘴里的集体，多指生产队或生产大队，
几十年都那样喊。集体的，就是大家
的。应了那句“众人的老子没人哭”的
老话，既然没人上心，也知道井房不经
常住人，盖的时候就不像给自己盖房子，挖地基就
没那么深，用的材料也不地道。砖，用的是烧馏了
的“铁头砖”和不成型的胡基（土坯）。檩和椽来
自路边的白杨树，拣几个端溜的股枝，砍下来就往
上搭。最后再用树股编一合花框门，就算万事大
吉了。不像村里人为自家盖房时动土、上梁要放
炮，一本正经地弄些敬神驱邪的事，以示庄严。经
过几天漫不经心地敷衍，一座井房就矗在野荒荒
的地里了。

盖井房一般是在冬季农闲时节，这个时机决
定了盖成后的第一件事便是承接人的屎尿。没
有了庄稼的遮挡，那些憋急了的路人为了遮羞，
在这里肆无忌惮地“舒服”。井房极其讨厌他们
这种行为，但却毫无办法。只有等到冬灌的人来
了，拿着铁锨骂几句，然后收拾，井房这才觉得舒
心了。

也许，像孤儿一样的井房知道了自己的卑微
身世与凄惨处境，孤零零地站立在寒风中的野地

里，注视着村里劳劳碌碌的身影，感受
他们荒诞不经的故事。

不久，灵动的雀儿发现了这个少
有人打扰的世界，就在椽的缝隙处栖
身，叽叽喳喳地过起了幸福的小日
子。这些小精灵们的到来，让井房有
了灵气，它不再是那个毫无生机的土
房子，它活了。

但是，这样的好景终究不会长远，
人们的井房不是为鸟兽们盖的。到了
夏天，玉米一种下，庄稼人就念叨起了

“秋争晌”的老话。秋收时能不能多掰
些玉米，这催苗的第一水最要紧。因
为水泵要经常有人看守，这时候的井
房便迎来了常客。

那天晚上我独自去浇地，巨大的
黑影笼罩着我的心，恐惧蔓延在我的
头发和脚趾，生怕黑影的深处猛地窜
出一个血脸红头发的恶鬼扑过来。我
攥紧了手里的铁锨把，靠住井房的墙，
死死地盯着远处，满脑子都是村里死
去的人影。等“哗哗”的水声把我拉回

来的时候，我看着默不作声的井房——它常年独
自立在野荒荒的地里，会理解我平时在村里像流
浪狗一样孤单吗？我猜，它一定理解并熟悉我的
故事。这个黑漆漆的夜晚，空旷的田野里，只有我
和它。这个时候，我对平时不起眼的井房，产生了
同病相怜的亲切感。

多年后我经过井房，它还是丑陋的老样子，只
是雨水在墙上留下了一道道痕迹，就像我脸上的
皱纹。 （单位：泾阳县泾干街道办）

井

房
□
张
瑜

哥，那年苦菜花挥舞着手绢为你送行
你的背影是一根爬山的青藤
母亲眺望的眼神，把牵挂的时间锁定
她佝偻的姿态是扯满季风的弓弦，射向苍茫的期待
那时，小屋积存的雨水正散发浓烈的药味
父亲忍受着伤痛，脚上的泥巴没有洗净
他惦记的那片小麦，正丰茂着一冬的学费
哥，桃子成熟的季节你回来了
手里攥着红彤彤的惊喜，满足的表情徜徉朗朗的阳光
而父亲的白骨已矗立一块无字的碑文
哥，你张开的双臂拥抱那块坡地
父亲的心跳依稀可闻，那把锄头还插进泥泞
庄稼的上空，回荡着他铿锵的声音
你沿着声音，走向万古常新的氛围
哥，蝙蝠的翅膀垂挂母亲的眼帘

她的面容已沉入恍惚的光影
你拉着她的衣襟，把日子的风雨拂下一地碎银
你品茶的姿势很美，嫩绿的汤汁荡漾你滚热的体温
苦涩的滋味，葱郁了你漫长的旅程
酿造的清香，旺盛了你经历的细节
氤氲的气息袅袅升腾
一种从容与淡定从此在黄土地里生根
哥，花朵和果实鲜亮你的光阴
你站立是一棵擎天的大树
你躺下是一条汹涌的河流
哥，我枕着你的呼吸爬梦的梯子
你捧着星星把我迎回家去
我看见洁白的雪花纷纷给你让路

（单位：安康市紫阳县麻柳镇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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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有座香山，无人不知、无人不晓。我
的家乡韩城也有座香山，每年时至金秋，香山
红叶，漫山遍野，层林流丹，如诗如画。

开车沿着芝阳吕庄一路西行，上塬后，沿
村路盘旋而上，漫山的红叶便会映入眼帘，热
情奔放。红叶似火焰一般，红了一沟又一
沟。一样的红，一样的火，一样的美。“香自幽
山临，欲搬图无功。秋回人不归，独留山中
醉。”宋代文人写的诗，何尝不能用到我们美
丽的韩城香山。

韩城香山又名禹山，因佛教寺庙香山寺
而得名，系禹山山脉，位于韩城市薛峰乡西南
7公里处的巍山上。如今的韩城香山，虽然
庙宇不存，香火不再，但漫山黄栌木树叶姿色
别具。细看，一片片红叶形态各异，柔亮润

滑，如火焰燃烧，光鲜华美，随风飘动。信手
摘来一片，叶面深红，叶背浅红，叶纹脉络清
晰，红黄相间的叶柄印着岁月的痕迹。一枝
难入眼，成林则可观。远眺，随着山峰与山脊
的起伏，如给大地披上的红袍，又像跳动的波
浪，栩栩如生，几座红山，连成一片。

古往今来，文人墨客无不以红叶寄托自
己的感情。唐代诗人杜牧的《山行》是一首描
写红叶的诗，“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生处有
人家，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诗
人主要表达了对枫林的喜爱；近代诗人郭沫
若的“红叶经霜久，依然恋故枝”借红叶来抒
发自己对第二故乡的思念；对于一个远在他
乡的游子来说，红叶是我对家乡的思念和眷
恋。休假在家，望着身旁的母亲，忽然发现，

母亲老了，眼角的皱纹也多了。越长大，就越
明白母亲和父亲在我年少时对我的爱。每次
出远门时，母亲都会帮我把行李箱塞得满满
当当的。平日里母亲舍不得给自己买衣服，
但是每当我一回家就拽着我去商场。如今的
我方知父母当初的不易，这大概就是成长的
收获吧。当我坐上返回韩城的列车时，我就
有了亲切和期待；当我陪父母赏香山红叶之
时，我就有了温暖和寄托；当我再次踏上奋斗
的征途时，我就有了向往和希望。

香山红叶已遍山满川，天山一色。红叶，
在记忆的拼图里，把最绚烂的色彩留给人
们。我爱香山红叶那深情的一抹红，更爱我
的家乡和我的父亲母亲。

（单位：陕煤运销集团榆林销售公司）

香山红叶
□李泽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