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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望无际的河流
我把河中的
夕阳作为季节的礼物
送给我最爱的小黄狗
漫步在青山和清泉间
那种清凉透彻
让我想到她那颗冰冷的心

始终无法捂热

阳光永远遮不住秋天的萧瑟

土灰色的咖啡厅墙面

青色的砖瓦

复旧的窗木，我的笔下

就像一幅即将褪色的秋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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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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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

很快雨滴打湿了一切
花草笑了
鸟儿倦了飞回巢穴
我很想看看大海和翻腾的海浪
看海滩上的红云
我想让这场雨带我远走
回到故乡看看我亲爱的外婆
走在乡间小路上

看看雨季过后发芽的种子
每一粒灰尘都很熟悉
它像亲人一样存在我的身边
我想把自己变小
装在风里
在空中看群山和森林

（单位：宜君县天兴新能源
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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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年没有回绥德了，今年趁丫
头高考完，终于可以抽出时间陪妻子
回一趟绥德了。绥德是妻子的家乡。

岁月飞逝，一转眼丫头已经十
八岁了，可在我的记忆中，这十八年
里我只陪妻子回过两次绥德——第
一次是我们结婚后的第四年；第二
次则是我二妈病逝的时候顺道回去
了一次。

其实，不论你与家乡相隔多远，
分别多久，当你踏上故乡土地的那
一刻，鼻腔里就会弥漫着熟悉的气
息。眼前那一座座山峁、一条条山
路都会在记忆里重演，依旧是那么
亲切，那么真实。

驾车四个小时，终于到达了绥
德县城。一路上，我欣赏着窗外
的风景，感受着故乡的变化。高
速公路穿梭于黄土高原，像一条
柔软的黑腰带缠绕在腰间，在黄土
的衬托下格外醒目。道路两旁一
栋栋现代化高楼大厦拔地而起，一
座座现代化企业应地而生。陕北，
曾经以贫穷而闻名天下，如今却以
煤炭而富甲一方。曾经土里土气
的陕北话，成了今天人们追捧的

“贵族口音”。
进入绥德县城，由于对道路的

陌生，我们驾车跟着导航在绥德县
城绕了两圈，硬是没有找到停车位，
便索性停下车观察一下
四周。抬头一瞬，“天下
名州”四个红色大字映入
眼帘，我和妻子相视一笑，
曾经最熟悉的地方，如今
却显得如此陌生。这里曾
是绥德县城最繁华、最热
闹的步行街，道路两旁挤
满了商贩，如今商贩不见
了踪影，取而代之的是高
端大气的商铺，却显得有
点冷清。

绥德是一座历史悠
久的县城，其名始于北魏
时期，取“绥民以德”之
意。早在秦朝时为“上郡
古邑”，随后汉统一全国
后，沿袭秦制。清道光二
十八年（公元1848年），江
士松手书“天下名州”四个
大字，故后名“天下名
州”。因此，绥德就有了

“天下名州”“秦汉名邦”、
陕北“旱码头”的美誉。秦
太子扶苏、大将蒙恬、汉代
李广都曾率部驻守这里。

来绥德一定要尝一
下绥德的美食——刀刀
碗饦、抿节、四十里铺羊
肉面、黑粉、油旋都值得
一尝。要尝绥德美食就
一定要来绥德县义合镇，
刀刀碗饦一定要吃上一
碗。何为“刀刀碗饦”？是因为食用
碗饦之时，不使用传统的筷子，而是
要用铁丝捶打或者铁片加工成的小
刀。记得我第一次来义合镇，妻子
就是请我吃的刀刀碗饦，那时5毛一
碗，现在已经涨到5块了。

碗饦的制作方法，先将荞面用
温水和成面团，然后逐渐加水、反复
揉搓，使面和水慢慢融为一体，成为
糊状，一般有经验的师傅将面糊用
手试抓，拽起来能吊成线即可盛入
碗中，上锅蒸大概一个小时后就能
出锅了。碗饦热着吃时，软而黏，放
凉了吃，则多了几分韧劲。

说话中，老板拿起一碗碗饦，取
一个铁丝自制的小刀，横划几刀、竖
划几刀，把碗饦划成“井”字形的小
块，浇上两勺特制汤料，撒上一撮韭
菜、几丝黄瓜，再浇上一勺油泼辣
子，一碗正宗的义合刀刀碗饦就制
作好了。此时，红的油泼辣子、绿的
黄瓜韭菜、油亮亮的汤汁，再配上碗
饦块，实属色、香、味俱全，谁还能忍
得住不赶紧往嘴里送上一块呢？

义合镇位于绥德县东部，从绥
德到义合大概需要半个小时路程，
途中要路过满堂川。满堂川是路遥
小说《平凡的世界》双水村的拍摄
地。义合镇很小，从街头到街尾大
概只有三五百米的距离，但它是一

座有着千年历史文化的古镇。义合
出自《论语》“朋友以义合”，早在秦
汉时即为边郡兴盛之地，隋唐以后
誉为雕阴首镇，西夏、宋、金设义合
寨，金正大三年（公元 1226年）升寨
为县，明清设义合驿、义让里，为绥
德州四大集市之一。

来到义合镇就要好好逛一下，
感受一下千年古镇遗留下来的文化
气息。著名的景观东门楼、西门楼
坐落在镇区街道东西两侧，是义合
镇街头一道亮丽的风景。最有名的
是西门楼南边的宗教圣地——紫台
山娘娘庙，每年阴历三月十八日是
这里的庙会，香火旺盛，每逢庙会，
交通都堵得水泄不通。

娘娘庙还有一个感人的传说。
北宋中期，义合镇上有一位贤惠坚
强的女人，其丈夫在赶考的路上不
幸遇难，留下一个儿子名叫兴娃。
兴娃聪明伶俐，爱好读书，从小就懂
得孝顺母亲。长大后考试中榜，在
汾阳当了官，为了报答母亲的养育
之恩，给母亲带回来一份贵重的礼
物，母亲见后不悦，对其说道：“大丈
夫怎能这样做人？我原指望你能有
用于国家，不想你刚为官就为自己
谋私利，是这样的不成器！你虽然
取得了功名，但你对古今世事道理
尚有许多不懂，还得留在家里再从

头学起。”在母亲的批评
下，兴娃只好又留在家
中，苦读诗书。过了几
年，恰逢西夏侵犯中原，
国家危难，兴娃又在母亲
的劝导下从了军，因为对
儿子的思念，母亲天天站
在紫台山，遥望儿子远行
的方向，期盼儿子归来。
一天天、一年年，母亲风
雨无阻，岿然不动，最终
没有等到儿子归来，却老
死在紫台山上，羽化成
仙，归天而去。

在义合逗留片刻后，
我们继续沿着307国道驱
车东行，走了 5里路便来
到虎墕村的山脚下，这个
小村子就是妻子从小生
活过的地方。记得第一
次来的时候，此处还是一
条崎岖而陡峭的土路，全
凭两条腿往上爬，如今变
成了一条宽敞平坦的水
泥路。岳父说：“村村通
公路的好政策使这里的
交通便捷起来，道路两旁
也安装了路灯，让僻静的
山村有了勃勃生机。曾
经去镇上赶集，凌晨四点
就要从家里开始走，天明
才能到镇子上，如今家家
有了摩托车和汽车，再也

不用起早去赶集了。”
进入村子，一切都是那么熟悉，

每一块田埂、每一眼窑洞、每一棵枣
树，都依旧静静地站立着，仿佛在等
待回家的人。村口一眼眼用石头拱
砌的窑洞沉淀着历史的厚重，似乎
在诉说着这里曾经的繁华和没落。

虎墕的由来也有一段故事，传
说西汉时期时任上郡太守的大将军
李广，一日带领几名轻骑随从，从定
仙岭由南向北而行，行至虎墕村已
是夕阳西下，忽遇五只猛虎向自己
冲来，李广整定心神，目光如炬，抽
弓搭箭，“嗖嗖嗖”几声，五支箭流星
般齐飞，刹那间五只猛虎应声倒地
毙命，虎墕因此而得名。明末的时
候，一个叫田见秀的绥德汉子，为了
生计，在虎墕开了一家骡马店，由于
讲信誉、善经营，生意做得风生水
起，一日偶遇破落的李自成，随后抛
弃家业与李自成一起打天下，成为
了李自成最信任的二帅，虎墕村因
此而增辉不少。

说话间，岳母便做好了一桌香
喷喷的饭菜，钱钱饭和炖羊肉。一
家人坐在炕上，围着饭桌，一边享用
美食，一边聊着这些年的变化。月
亮渐渐从山对面升了起来，故乡的
夜空真的很美。

（单位：黄陵一号煤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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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王今天特别高兴。在县城当教育局长的儿子前

脚刚迈进家门，闺女山杏后脚也跟着回来了。
兄妹俩围着父亲谝了好一阵子，都聊得挺高兴。
老王抬头看天色尚早，说了句：“你们兄妹谝，我每

天遛弯可是雷打不动的。”说完便倒背双手，踱着方步
出了家门。

“他五叔，听说你家局长回来了，我孩子上学那事
你给他说了吧？”没走多远，迎面碰上邻居徐嫂。

前院的石头也闻讯赶来，左手烟、右手火，恭恭敬
敬地给老王点上：“大伯，我工作的事你没忘吧？”

“你们放心，都是低头不见抬头见的乡亲，这点事
我都办不成，往后咋还在村里混？”老王轻吐烟雾，一脸
得意。

转脸，眼瞅见山杏气鼓鼓地走过来。
“咋了，闺女？谁惹你了？”
“还能有谁？哼！还不是你那当局长的儿子？我

那亲哥哥！”山杏气得直翻白眼，“刚才我跟他诉苦，说

我们学校太远了，让给我调个离家近的学校。你猜他
咋说？他说他管的全县学校、老师，想调单位必须通过
公开竞聘，违背原则的事他坚决不干。我好说歹说，让
跟竞聘组打个招呼，他死活不松口！”

“臭小子，官不大架子不小，亲妹妹的事也打官
腔。”老王火气上涌，涨红了脸说：“闺女，你等着，我找
他说理去！”

“爸，你别去！我丢不起这个人了！”山杏一把拽住
老王胳膊说：“他话既然这么说了，那以后，他是他，我
是我，他眼里没我这个妹妹，我也不认他这个哥哥。”说

完，一咬嘴唇，扭头就走。
老王急得直跺脚，“闺女啊，吃完饭再走啊！”

“吃啥吃？气都气饱了！”山杏头也不回，声音里带
着哭腔。

望着山杏走远的背影，徐嫂和石头面面相觑，用眼
神交换着意见——瞧见没，人家对亲妹子都这样，我们
更排不上号了。

“他五叔，我家的事你就别提了，一家人和气最
要紧。”

“大伯，我哥他这么讲原则，你也当我啥都没说过。”
老王苦着脸说不出话，只能摇头叹息。
晚上，山杏手机响了。

“好妹妹，幸亏今天你演了一出好戏，替我解了
围。不然，在爸和乡亲们面前，哥这工作不好做啊！”

“但你把爸给得罪了。咋办？”
“放心吧，爸的思想工作，我刚做通了。”

（单位：大佛寺矿）

□尚乡宁

一 出 好 戏

对于我这个奔六的人来说，“情侣装”这个词，是个
很年轻的词汇，第一次听说它，是在10年前。

那时，我刚调到醍醐学校担任工会主席。过完
年开学前，县教育局要在县青少年校外活动中心召
开新学期动员大会。我要参加会议，妻子也上县城
办点事，于是我们便乘坐客车到了县城。会前，我们
正坐着等待，忽然，一同参会的年轻女同志惊讶地叫
起来：“哎呀，赵主席，你跟阿姨俩人今天穿的还是情
侣装呢！”

这一声喊，大家顿时全朝我和妻子看过来，然后都
笑了起来。我和妻子低头一看，我俩的确各自穿着一
条黑色的条绒裤，上衣都是西装。我们对看了一眼，颇
有些不好意思。其实这样的装扮，在当时算是挺有范
儿的，虽然算不上是太过上档次的服装。

第二次听说它，是今年清明节的前两天。
那天要去县城给装修好的新房装窗帘，天气渐暖，

我便穿上过年时妻子为我买的黑色羊绒外套，妻子也
换上她去年买的黑色双面呢外套。出门时，她建议顺
路经过镇上，给儿子一家带点东西。

我们到达镇上时，街道正在修建，听说是重修下水
道，站西街用蓝色铁围挡封了大半个街面。近些年我
们小镇变化很大，除了街道不断整修拓宽，各项配套设
施不断完善，镇子北边的老破房子没有了，变成了一幢

幢楼房，南门口的老街道也改造成了一排新铺面。菜
市场也规范了，街道不仅干净卫生，绿化面积逐年增
加，周末也能带孙女去周边逛逛玩玩。

在硬件设施不断提升的同时，镇上群众的精神文
化生活也比以前丰富，小长假带孩子出门旅游的人多
了，晚上在电影院门口跳广场舞的人也多了，政府为调
动群众参与的积极性，甚至还每年举办广场舞大赛。
儿子也时常感叹说，我们小镇是个安常处顺、堆金积玉
的好地方。不然，他也不会选择在镇上做棉被生意。

街道修建，停车不方便，我便把车开进儿子的
棉被店后面新建的市场内，打算等送完东西就走。
这时，《作文指导报》的张编辑发来消息，催问我五
期春天主题阅读稿的写作情况。我回复说已写好，
随后发给她。考虑到县上新房还没来得及联网，我
便从汽车后备箱内取出笔记本电脑，打算去儿子店
里把稿子发给她。

上楼进入客厅后，儿子和孙女正在吃面。我插上
电脑等待开机联网。忽然，孙女嘴里嚼着面条，惊讶地
叫起来：“哎呀，爷爷奶奶，你俩穿的还是情侣装呐！啧
啧！这么上档次的衣服，酷毙了！”说着还跑到我跟前
用手摸了摸。

我一愣，转过头又高兴得哈哈大笑起来。我和妻
子竟然两次无意穿上“情侣装”。

想想10年前穿“情侣装”的情形，那时我们家的交
通工具仅仅是一辆摩托车，还是攒了好久的钱才买的，
家里刚刚拆了父母留下的两间简陋移民厦房，住进新
盖成的宽敞明亮大平房，儿子女儿还正上学，手头根本
没余钱，日子过得紧巴巴。

而这一次穿“情侣装”时，我家的交通工具已换成
小轿车。儿子在镇上买了商住两用的两层临街楼房，
做起了棉被生意。我和妻子还在县城南头新区购买了
电梯楼房，手头也有了一些积蓄。

与 10年前相比，我家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日子
过得幸福又红火。不光我家，周围的亲戚朋友们，日子
都是越过越好。百姓生活水平的普遍提高，是我国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缩影。

我相信，再过几年，如果有机会，我和妻子再次穿
上“情侣装”时，我们的生活一定会更加富裕，国家也一
定会更加繁荣富强。 （单位：渭南市澄城县醍醐学校）

□赵学潮

“情侣装”

一日晌午得闲，游玩之瘾大发，便骑车兴冲冲沿
310国道华州区赤水镇路口北拐，去感受秋日里渭河
的魅力。

不知不觉行至位于赤水镇街道的扯面馆前，此时
虽未到饭时，但店内传来“腊汁肉半斤，扯面两碗”的
吆喝声，还是勾起了我的馋虫，特别是那“碗”字，拖着
关中人特有的长尾音，关中人生、冷、蹭、倔的品格跃
然其中，忽然产生出一探究竟的念头……

挑起门帘入店，顿觉生意真红火，未到饭点却坐
了不少食客。紧邻门口一张三斗桌上扣着玻璃罩，几
个瓷盘内的腊肉呈酱红色，鲜香味道扑鼻而来，一位
女服务员正忙着在一方有些年头的树墩案板上给顾
客切肉、称重，系着白底红色碎花围裙的跑堂服务员
穿梭于后厨、客堂之间，刚收拾完残羹，变戏法似的又
端出一碗碗香气四溢的扯面。

“乡党，坐嘛，一个人？来碗扯面？再来点腊汁
肉？”服务员连珠炮式地招呼，更加刺激了食欲。关中
女性始终缺少印象中江南女子那小巧玲珑和婀娜灵

秀，标准的关中女人脸颊透着红晕、骨骼粗壮、粗喉咙
大嗓门，像男人一样趿拉着拖鞋、卷着袖子和裤管，扛
起一袋粮食虎虎生风地从你身边走过，浑身上下满透
着黄土高原黄沙漫卷的豪放与彪悍。

细呷了口冒着热气的面汤，这才细细打量起扯面
馆的摆设，100余平方米的前客堂摆放 7张餐桌，红平
绒餐布上扣着玻璃板台面，高靠背椅墩重厚实，靠背
漆面斑驳透出木质本色，似乎有些年头。整体布局透
着古朴气息，只有依南墙而立的碗筷消毒柜和小菜玻
璃柜彰显些现代气息。

正在寒暄，只见门帘一挑，又进来几位操着陕北
口音的食客，“老板，老哈数，一盘腊汁肉，四碗扯
面，四个酥油饼。”只见后厨房两位女厨师正围着 8
尺见方的厚实案板在拉扯面，案板左侧灶台上一口
大铁锅冒着热气，水花卷着白生生的扯面不停翻滚
着，偌大案板上整整齐齐摆着七、八块小孩手掌宽的
面饼。一位操起一块面饼对角轻轻一拉扯，柔韧性
极好的面饼便成了面条状，把面条往空中一弹形成一

道弯曲的弧线，接着又往面板上“啪”一摔，面条就又
长了一倍，两手相对，食指一勾，面条便成了两根，重
复在面板上再“啪啪”一摔再一勾，面条又变成了四
根。顺着惯性左手一甩，一丛面条在空中划过一道美
丽的弧线，准确落在热汤翻滚的铁锅中。二人娴熟
的扯面手法让我目瞪口呆，心中只有佩服的份。谈
话间，一位服务员手托一盘刚出锅且浓香四溢的腊
汁肉放到菜板上切块整理。夹一块入口，瘦肉筋道，
肥肉不腻，满口生香。

当夕阳的那抹光辉穿过重峦叠嶂，洒向这赤水小
街时，喧嚣一天的街道顿显清静许多。紧邻的滔滔渭
河滚滚东去，河面的清风挟着袅袅炊烟在街面上飘
荡，将门额上方“赤水扯面馆”的牌匾衬托得更加古朴
肃穆，不变的依旧是那扯面馆内大快朵颐的食客们爽
朗的笑声和拖着“秦”味的吆喝声。

“腊汁肉半斤，扯面两碗……”那吆喝声成为心中
难以释怀的一种情结，久久不愿散去。

（单位：陕煤运销建宏公司）

赤 水 镇 的 吆 喝 声
□马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