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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秋时节，天朗气清。我和妻子来到西
安城墙，沿着永宁门旁边的台阶缓缓攀登，
大约3分钟就到了城墙顶。

极目远眺，城墙两边风景各异，一边是
车水马龙的街道和高楼大厦，一边是古色古
香的仿古建筑和关中风格的大瓦房。这种
时空交错，是瞬间跨越千年的心灵震撼。

城墙上主要有女墙、垛墙、角楼和悬挂
着的古钟。它经历了隋唐始建，宋元延续，
明清定型，逐步形成了现在的规模。

这个季节原本是旅游旺季，可是此时游
览西安城墙的游客不是很多。我们行走在
宽阔的城墙顶，脚踩着厚实的大块灰砖，时
而有游览车驶过，车速不快不慢，游客坐在
车里，城下风光一览无余；年轻人身体强壮，
喜欢骑行运动，他们三个一群、两个一伙，吹
着小风，迎着秋日的晚霞，骑着自行车，充分
享受着户外运动的快乐。

站在城头俯视千年古都，早已被俗世纠
缠麻木的心豁然开朗。“春风得意马蹄疾，一
日看尽长安花”“长安回望绣成堆，山顶千门
次第开”，这些尘封心底的锦绣佳句，借着和

煦的秋风和眼前的景物不断涌上心头。
游览西安城墙，观看古典舞蹈演出是不

能错过的。那天，我们看的是《丽人行》，它
是根据唐代诗人杜甫作品中的场景编排而
成的舞蹈：“三月三日天气新，长安水边多丽
人……”遥远的诗词配合着悠扬的旋律放大
了思维空间，给人以无限遐想。演员们身穿
唐装，体态轻盈，长袖曼舞，楚楚动人。她们
塑造的人物个个传神，一颦一笑一回眸，把
东方女性之美演绎得淋漓尽致。妻子见我
看得入神，悄悄问我看得懂吗？我习惯性地
回答，演员太丑，没有她年轻时漂亮。

妻子笑了。
只要她高兴就好，这是男人在家庭中求

生存的法宝。
我和妻子一路走，一路看，累了，背靠女

墙旁边的长条椅子上休息。“女墙”这个名称
是有来历的，坊间传说，古代人修筑西安城
墙时，政府雇了一批做饭的女工。每到饭
点，修城墙的男人们站在垛墙边吃饭，女工
们则坐在对面的矮墙上一线排开，等待着收
拾餐具。做饭的女工很多，委实是一道靓丽

的风景，吸引了城下的男人
们纷纷驻足，围在城下观
看，慢慢的，人们就把城墙
上凸起的矮墙称之为“女
墙”，并一直延续至今。

我们坐在城墙看见，
当有人对城墙变迁心存疑
惑时，便有人主动解疑释
惑。他们当中，最令人注
目的是个身着汉服的小姑
娘了，她年龄大概十来岁，
稚嫩的脸蛋，甜甜的微笑，
优雅大方地用英语向国外
友人讲述着城墙的历史。
小姑娘把西安城墙比作一棵大白菜，白菜
心是隋朝，依次是唐、宋、元、明、清，直至新
中国成立后，城墙最后一次修葺。国外友
人起初一脸错愕，听完讲解，竖起大拇指连
连称赞。

我和妻子是下午四点多钟登上古城墙
的，不觉已是傍晚。观光的游客逐渐减少，
落日的余晖消失在遥远的天际。举目远望，

古钟楼、大雁塔仿佛披上了一层薄薄的面
纱，朦胧中愈发肃穆、庄严。不远处，身穿唐
朝军士服饰的演职人员向我这边走来，他们
队列整齐，步伐矫健，唱着雄壮苍凉的古代
战歌，巡视着千年古城。风不动，天渐暗，星
儿依稀。我伫立城头，看华灯初上，仿佛穿
越到了遥远的大唐帝国，耳边传来清脆的驼
铃声。

□杨卫星

漫 步 西 安 城 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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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是生命中的印记，想起写信的日子，
其实是惦念与信相关的生活，于是过往的人
与事也像有灵性一样，从消失或保留着的信
笺上飘下来。

信的内容是当时普通日子最有光华或
最以为曲折的章节，写过、读过、惦记过的信
就是个针线蒲篮，它收纳了日子，日子也收
纳了我。

写信的感觉真诚而肃穆，仿佛有一双无
形的眼睛盯着自己，要把心看穿。真实的喜
怒哀乐便还原成真实的白纸黑字，字里行间
无矫饰、不造作，像心理咨询中的叙述一样，
笔尖与心尖相联结起来。

“见字如面”是信中常讲的一句话，它告
诉对方即使山高水长，彼此没有相见，但与
看见时没有区别。告诉对方我期待你倾听，
正如你我相约在有茶的坊间，坐在有花的树
下，行走在花香弥漫的林间小路上一样。

曾经看过一部古装剧，剧中有一段精妙
的对白一直难忘。当万乘之君戎马一生，耗
尽心力的时候，在夜的孤寂中他双目含泪，
面对广袤的天际轻语：“朕，想与你说会儿
话。”此刻，一个内心孤独而柔软、满含温情
的血肉之躯便款款从神坛走了下来。而一
句“见字如面”，也正是写信人绕过山路十八
弯的心语——我想与你说会儿话。

写信的日子总是不期而至，如风吹树动
花飘落，吹到哪儿、飘到哪儿都不确定。信
写的是心事，心捉摸不定，写心里话自然也
不会定个什么日子。小心折叠好写满内容
的几页纸，小心装进牛皮纸信封，再小心粘
上口。安静地站在邮局柜台边，看着绿色制
服的人“咔嚓”盖上邮戳。一枚小小邮票把
心里想说的或是当面不好说的话就带给远
方，如围炉夜话，也像促膝长谈。

收信的人是能读懂信的人，也是等信的

人。人对远方来信的期待是镰刀对庄稼的
期待，枝梢对鸟的期待，深涧对游鱼的期
待。等待回信的欣喜像花一样开在光阴中，
像山谷中站着的儿童喊“崖娃娃”。

午后的阳光如金子一般光亮，在空旷无
人的山洼，对着深谷大喊一声：“回来，吃饭
喽……”便会在很远的地方有相同的声音传
来：“回来，吃饭喽……”

“崖娃娃”声音悠长而温暖，是从心底发
出的。一封回信就是内心“崖娃娃”的回音。

我惊诧邮差从信的雪堆中竟然可以寻
找出属于我的那片雪花。在它未来得及融
化，每句话还有刚成书的温度时，就把它送
到属于自己的季节。写信日子中，信使便是
我内心《把信送给加西亚》中的英雄。

几年前，有一次在景区发现一个“慢邮
吧”，在这里，你可以把对未来的期许写成
字，可以确定任意的收信时间。我给女儿写
了一封信，收信的时间是三年后她大学毕业
的时候，我谈了对她的工作与婚恋的看法，
其中还有许多自以为是的人生经验。

折叠好信纸，塞进古色古香的信封，好
像是付了50元的邮费。如今，女儿已经毕业
三年了，正常工作、学习、谈恋爱，但从来没
谈过那封信，我也没有求证过。

朋友收到在部队孩子的来信，信是春节
前寄出的，疫情原因，几个月后才收到。白
纸黑字，记述了训练的艰苦，自己的成绩及

打算。那个孩子我见过，阳光帅气，在学校
组建过乐队，一把贝斯在手，到哪儿都会收
获掌声。我从内心祝福会用笔与纸写信的
孩子。

街上已看不见绿色的邮筒，写信与收信
的日子也渐行渐远，成了颇有怀旧色彩的生
活。一个手机按键便能模糊天涯与咫尺的
边界。人工智能改变了生活，一个虚拟的场
景可以让隔壁的你却好似身处异乡。关机，
我不知你在哪儿，你在想什么；开机，我也不
知道你在哪里。

我生性迟缓，是山坡游走的一头牛，也
是沙窝里漫步的一匹骆驼。我胃里反刍的
是阳光沙滩，咀嚼与回味是我的本性。便捷
的日子让我偶然有措手不及的感觉，使我更
加想起温暖的午后，或是宁静的秋月夜写信
与读信的日子。我的微信有很多群，群里有
很多人，客户、合作伙伴、一面之交者、驴友、
跑友，都以好友来称呼。他们构成我生命里
四季的风景，使我平庸的生命有了耀眼的光
华。我感激他们正如我感激阳光、空气、水
一样。

信是生命的印记，有阳光的午后，骚动
的灵魂促使我提起笔：“见字如面……”信写
给日子里遇见过的所有人，收信的日子是未
来的某一天。

怀念信笺往来的日子，其实是怀念生命
里由心而起、生生不息的人世间温情。

□成宏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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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世界上，有人跑得快，有人跑得慢，
不管怎样，每个人都在路上。

快跑拼的是速度，必须投入全部的注意
力和爆发力，快跑能跑多久呢？步行又太
慢，缺乏热情，混混沌沌。慢跑是行者中最
理想的前进方式，相比快跑速度匀称，可以
持久；相比步行速度又快，亦可静心欣赏一
路的风景，还有比它更合适的行路方式吗？

就像酒友有酒圈，麻友有麻圈，跑步的
人也有自己的圈子。他们就像海洋中同
一个温度层里面的鱼，今天你跑了 5公里，
他跑了 10 公里，圈子里你追我赶、互为榜
样、热闹非凡，人们可以给予对方更多的温
暖和鼓励，沟通起来更容易，也更容易懂对
方。如果想加入一个圈子，需要有旗鼓相
当的实力。

曾听一个老师教育学生“你要多读书
啊，如果书读少了，连和有知识的人对话的
能力都没有。”其实想想，真正有知识的人是

非常平易谦逊的。人与人理想的对话，在于
深入的心灵交流。人在旅途，有个灵魂的对
话者那是多么幸运啊！

薇和糖是我的两位大学室友，也是资深
跑友。薇大学毕业去了深圳，从事国际贸
易，一个师范院校毕业生，改行做国际贸易
不是件容易的事。她艰难打拼了六年，基本
实现了财务自由。自从入行认识了许多商
界大佬后，她越来越感到自己业务知识上的
浅薄。如果是一个乐天知命的女人，可能就
一直做下去了，毕竟她已经过上了小康日
子。薇毕竟是薇，选择了远赴国外大学进修
的征途。初到国外，人生地不熟，倍感孤独，
最糟糕的是英语听力跟不上，课业任务相当
繁重，她的心情低落到了极点。在最晦暗的
时候，她开始了慢跑，在跑步中，慢慢舒缓着
情绪，舔舐着痛。一年后，生活学业走上了
正轨。跑步依然在继续，生活在前进，薇越
来越明媚。

糖的家庭优渥，长得优雅文静，是父母
的掌上明珠，大学毕业觅个好工作易如反
掌。当前段时间看到她到处参加全程马拉
松的消息时，我有些惊讶，在学校袜子都懒
得洗的人，会跑完 42公里的路程？但是，确
实是真的。她的跑步缘由我没有问过，只是
从她的谈话中，知道了她离异后的独身生
活和辞职创业的果敢。说起那些往事时，已
经是云淡风轻、波澜不起，甚至有点儿调侃
自黑。现在的她找到了心仪的另一半，当了
公司的老总，人还是那么优雅，只是多了一
分成熟和从容。逆水行舟阻力重重，舍舍得
得人生选择，是毅力和韧劲让积极的人完美
地完成了对自己的挑战。

坚持，是人一生要学会的品格，能把跑
步坚持下来的人，生活中就不会再有“困难”
二字。

一位跑友，周末中午经常去区一中门口
的城市运动公园长时间慢跑，享受跑步时的

自由和放飞，缓解一周的工作压力。公园草
坪上常常会有年轻的母亲带着孩子休闲。
他修长的身材、矫健的步伐、靓丽的装备，还
有周身散发的快乐气息，常常吸引着小孩子
和他一起奔跑。遇见心情落寞的朋友，他也
会邀请“来啊，来啊，一起跑啊。”一位跑者不
仅只是人们眼中的美丽风景呢！

我喜欢黎明时分在昭慧东路慢跑，这条
路是我行走过的无数条道路中的一条。天
色还不敞亮的时候，橘黄色的路灯下，不知
从哪里就冒出了一个又一个行者，有骑着电
动车出门揽工的农民工，有上学的学生，有
开着奔驰宝马前往高速入口的生意人，每个
人都行色匆匆。常常想，如果有个跟踪机器
能看到这些人一天的生活多有意思。努力
的、赶早的人，生活应该不会太差吧！

慢跑时间长了，会惊喜地发现，呼吸平
稳了，说话有劲了，更重要的是，眼睛里看到
的都是一路上的好风光。

慢 跑 前 行
□吴瑛

关于“结巴子话多”这句话，
我没从生理角度做过考证，但
知道我二叔是个结巴子，话就
是多。

他在屋门口坐着或干着活，
看到有人从门前过，会问：“吃
了没？进来喝水不？”看到有人
在村口迟疑或探头探脑，他会
走出屋，问人家：“乡党，你找谁
呀？我带你去。”村里谁家闹了
纠纷，他也爱去说道。看到有人
吵架，他也爱上前管管。嘴结巴
着，但不急不慢，村人还都爱听
他说。有的人正发脾气，一听二
叔说话火很快没了，一些人还会
被他的结巴逗得直乐。“双智，你
别说了，我们不喊叫了。”双智是
我二叔的名字，不喊叫就是不吵
架了。

对于二叔的过去，我是从父
亲嘴里知道的。二叔小时候个
子长得快、很淘神。爬墙打枣、上树抓鸟、吆狗撵
兔、下涝池摸鳖，没有他不干的。村里人，特别是奶
奶辈们看到二叔就止不住笑，有的会逗着问：“淘气
鬼，又抓了个啥？”又说：“俺娃慢慢说，别结巴。”可
二叔爱上学，读满了完小，十六七岁时被一个很有名
气的军工厂招去当了工人。

工厂距村子很远，交通又不便，二叔住在厂里，我
小时候对他没有印象。二叔结婚前，队里在村口给
他划拨了新庄基盖了新房。二娘很漂亮，村人说我
二叔娶了方圆数里最好看的女子。结婚后，二叔回
来多了，我常去他屋里，看他带回什么好吃的没，却
总见院子里坐满人，或问事，或聊天，或请他给写副
门联，或让他帮着给在部队当兵的后生写封信。对
了，在那时的村人眼里，二叔就是个文化人，也算个
干大事的人。

可能是住在村口的缘故吧，二叔遇到的怪事或突
发事多。

一次刚收完麦子，大晌午的，二叔端起二娘擀的
一老碗燃面只吃了一口，忽听塄坎地里传来孩子们的
哭喊声：“平娃掉井里了，平娃掉井里了！”他搁下老
碗就往外跑，一阵风似的到了井口。还好，这是人工
挖的一口豁口很大的废井，两丈多深，还有点水，但
水浅。平娃刚上一年级，在和小伙伴围追一只野兔时
跌进井里。平娃在井底边声嘶力竭地哭、边朝上蹦。
二叔说：“嫑怕嫑怕，叔下来了！”说着就出溜一下滑
到井底。他抱起平娃哄道：“有叔在，俺娃不哭了，不
哭了。”

平娃真不哭了，忽然问：“智叔，你咋不结巴了？”
后来村民们扛着梯子、拿着绳陆续跑来，把平娃和二
叔先后拉了上来。自此，二叔真的不结巴了，这件事
也在村里成了相传多年的美谈。

还有一次，正是玉米长高到杨花的时节。周五，
天快擦黑，二叔骑着他那辆人们都羡慕的凤凰牌自行
车下了一零八国道，刚拐上通村的土路，看到一男一
女两个陌生人，领着哑巴婶家五岁多的女儿急匆匆迎
面走来。二叔没往坏处想，但还是疑惑而警觉地问了
一句：“菊芳你去哪儿？”娃说：“去王村舅家。”王村
离我们村七八里路，二叔下了车子说：“这时候了去
你舅家？叔送你去。”一男一女中的女的，没等菊芳
回答便截住说：“我们是娃舅家门的，娃也叫俺们妗
子和舅呢。刚从娃家出来，说天黑了娃还硬要跟呢。
要不你再把娃带回去。”那男的说：“你知道娃家不？
你就带回去好，我们也省心。”

二叔把哑巴婶的女儿送回时，她爸正找娃呢。二
叔带着菊芳爸回返找那一男一女，骑了几里路没见到
踪影。后来镐京公安抓了两个偷娃的人，传说就是这
一男一女。提起二叔，好像村人都爱夸，掰着指头能
说出不少事例。

二叔退休后，完全成了村里人。他有一儿一女。
女儿大，按当时的规定和条件顶替进了工厂。儿子
小，上完高中没考上大学，在家务农。二叔闲不住，
在家旁边的自留地种了二亩半草莓。但好几年没卖
几个钱，多叫过来过去的乡党品尝了。我也去吃，滋
味儿很好。他儿子，也就是我的堂弟曾笑着说他：

“爸，看你把地都糟蹋了，给咱挣的钱呢？”二叔也笑：
“爸有退休金呢，够咱使唤呀！”全家人包括二叔的孙
子孙女都跟着笑。

一零八国道与通村路交叉处，太平河拐了个
弯。河上架了座桥，桥边的大柳树下有个饭馆，是
村北头的田永辉开的。饭馆时间久了，是改革开放
后周围村子第一家民营饭馆，生意好。永辉上了年
纪，饭馆几经扩大，先交给女儿，再交给外孙女经
管。一天下大雨，摘下的几篮子草莓没处理掉，天
黑前，二叔把草莓推到饭馆，心想能卖掉就卖掉，卖
不掉就让顾客吃了。

谁知刚到饭馆门口，却见几个人拽着一位年轻妇
女走出来，其中一人对着那妇女还踢踢打打。永辉外
孙女跟在后面喊：“不要打呀，有事好好说嘛。”二叔
见状，放下推车就奔上前去，三下五除二就将那几个
人拉开，并喝问道：“你们是哪里的？这么野蛮！打
听去，我们这里还从没发生过这种打人的事。”到底
是车钳铣都干过，手劲大，加上退休了仍一身利落装
束，那几个人有些怯火，只问了问：“你是个干啥的？”
就乖乖地随二叔又走进饭馆。询问得知，他们是一家
子人，家在城边，城中村改造后不缺钱。刚才踢踢打
打的小伙子是年轻妇女的丈夫，爱玩麻将，常输钱，
还经常夜不归宿。爱人气不过要离婚，昨晚吵了架跑
了出来。二叔听了，对那小伙子怒目圆睁，吼道：“你
如果是我娃，看我不打断你的腿？”然后就讲法制、举
例子，规劝那小伙子坚决不要沉迷赌博，再下去会家
破人亡的。

过了三个多月，这夫妻俩竟然找到我们村，提着
礼物来感谢二叔。女的夸这几个月小伙子像换了个
人，男的说从那天后再没吵过架，全家都和顺……

二叔今年八十多岁了，仍然是村里的活跃分子。
前几天我回村看望他，他院子坐着七八个人，有的我
认识，有的年轻我不认识。经介绍，几个年轻人是村
委干部，他们正在商量创建和谐生态文明村的事哩！
二叔建房时给院子栽了棵石榴树，石榴密密麻麻，结
得很繁。其实，这棵石榴树我很熟悉，年年石榴成熟
时节，再怎么用竹竿撑，一些枝条儿仍然似要匍匐于
地，大有“一树石榴压枝低”之势。

石榴很甜，能甜透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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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张庆相识，缘于我闯的祸。
2016年夏天，我到邮政局邮寄物品，关

车门时顺手把箱子放在了地面上。包裹箱
子时，邮政员工发现崭新的柜台面沾上了白
色油漆，我的手上、衣服上也有，油漆来自我
的箱子底。我才想起来，下车时，附近有市
政工人在地面刷油漆停车线，我不幸“挂
彩”。我忙和邮局员工一起用卫生纸擦油
漆，但是，柜台面还是留下了明显的大片擦
痕。虽然他们没有让我赔偿，但是，我是“肇
事者”，负有一定的责任，内心充满愧疚，手
足无措。

“同志，您办理过邮政储蓄卡了吗，如
果办理了，邮寄物品费用可以优惠。”这时，

也许是为了消除尴尬的局面，旁边一位青
年员工问我。他稍胖，壮实，体型、眉目神
情像是亚运会吉祥物熊猫“盼盼”。他是为
顾客着想，心里有些感动，于是就感谢地回
答没办过。

他接过我的身份证开始在电脑上查询，
给我办理。“是不是我得赔偿柜台？”我忐忑
不安地问他，“算了，您不是故意的，确实是
市政人员没有放置警示牌造成的，以后欢迎
多来我们邮政局办理业务就好了……”听到
如此宽容、暖心的话语，霎时觉得他比“盼
盼”更可爱！这一天，我惹了“祸”，不过也有
幸结识了一位邮政“小兄弟”。

从此，我邮寄物品、储蓄、办理信用卡经

常打电话咨询他，他都一一耐心解答。聊天
中，我才知道，他的名字叫张庆，老家在渭
南，铜川出生长大，是一名退伍军人，怪不得
他健壮如牛。结婚后媳妇告诉他，第一次和
他相亲见面心里就特有安全感。一次，我问
他：“邮政工作忙不忙？”“唉，忙得晕头转
向。一次单位搞元旦‘开门红’储蓄活动，凌
晨5点多就赶到了大厅布置场景。邮政局目
前没有设灶，中午我一般不吃饭，为了服务
好群众，双休日、节假日也减少休班。不过，
每次回到家，一看到九个月大的儿子，疲劳、
烦恼都瞬间烟消云散……再忙、再累我都可
以扛得住！”没想到，他不但是一个顾家型暖
男，还有军人特有的坚毅的性格。

2019年，新冠疫情突然来袭，铜川全城
设卡，高度警戒。大年初三，张庆给我打来
电话，说他看到公安民警日夜值守岗位，想
起了自己在部队站岗执勤的情景。他想买
点口罩、火腿肠、方便面等抗疫物资给辖区
几个派出所送去，但不知道通过什么渠道，
托我打听一下。于是，我联系了王益公安分
局政治处。联系好后，他将价值三千多元的
物资一一送到了红旗街、七一路、桃园、青年
路、王家河派出所。

和朋友聊起这件事，朋友疑惑不解：“他
咋这么傻，花了这么多的钱，不图名、不图
利，图个啥？”是啊，我也纳闷，想问张庆，到
底图个啥？

□黄志

“傻小子”张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