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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絮纷飞掩重门，
凝雪冰道，阻隔远行人。
暖阁厅上览书卷，抱膝

灯下影伴身。

蝶去莺飞无处寻，
冷月夜长，数九似消魂。
喜尝汤圆饺子宴，应天

祭时盼春临。

故乡有两条河，泾河与渭河。人们
常去的河边是闻名于世的自然人文景
观——泾渭分明，也是成语诞生地。站
在河边台塬上，春风拂面，俯瞰两河，汇
流处的河水，一半青绿，一半浊黄，中间
一条蜿蜒百余米的分明线。此后，不分
彼此，浩浩荡荡，向东流去注入黄河。

一座小城，何其幸哉。千百年来先
辈们临两河而居。之所以人称关中白
菜心，真是一马平川，沃野千里。

河边四季分明。春有野鸭，夏有荷
花，秋有黄叶，冬有芦苇。河边风大，夏天
舒爽，隆冬也不刺骨。每次前来，河边的
花草，迎风招展地欢迎你。树叶沙沙响，
野雁嘎嘎叫，自然的声音里透着欢快。成
百上千的崖燕忙进忙出在觅食。偶尔会
光临几只朱鹮，更增添了几分惊喜。

河边的人，有的三三两两专门驱车
前来，一睹泾渭分明风采；有的独身一
人，僻静处支起帐篷河边垂钓；还有的
成群结队在油菜花开、枫叶绚黄的时节
拍照留影。附近村庄的人，挎着篮子挖
野菜、寻野果。夏夜，十公里外的人赶
来消暑，打着手电筒捉知了。周末，河
边更热闹了，也充满了活力。孩子们放

风筝，姑娘们跳起舞，网红在打卡直播，
商贩们不遗余力地叫卖……

其实，河边从清晨就开始清醒了。健
身达人们，来到河边迎着旭日锻炼。川流
不息的车辆与喇叭声，这是上班族。河是
奔流不歇的生命源泉，河边是生生不息的
生活。河北为阳，河边的土地潮而不黏，
湿而不旱。最好的土地种上红薯、土豆，
香甜了人们的肚子，填饱了牛羊的肠胃。
河边，从远古的船夫号声，变成了今日的
机器运转声。工厂里、流水线上、快递厂
房中，通宵达旦的人们为国为家，撸起袖
子加油干，把日子越过越红火。

生活好了，休闲时间多了，人们就喜
欢在河边散步。小孩子们拿着玩具和伙
伴在沙滩嬉戏，老人们坐在长椅上抬头
看飞机，低头唠家常。不管回忆起儿时

的下河摸鱼、凫水，拉上同桌手并排坐河
边，拨弄水、打水漂，还是带孩子捉蝴蝶、
采莲蓬，总之，说不完的话儿，写不尽的
趣事，芦苇风中摇曳，面对此情此景，你
就会舒展心情，嘴角上扬，从心底里露出
笑容，并且感受到微风拂面的美好。

即便凛冽的冬季，还有不畏严寒前
来河边冬泳的人。大爷居多，泳姿不
同，随性而自在。使你不禁感慨，河边
的人，有面对多舛命运的从容，更有追
求生活的勇气，着实叫人钦佩。

河边离得近，去得也多。隔些日子
不去，心里就想，眼眶里发慌。前几日去
正值初冬，河边树叶、竹叶，正一片一片
飘落河面。河床不宽，河流也不急，一个
人慢慢地闲走。十五公里的河边，或站
或坐或躺。午后的暖阳洒在泊靠河边的
小舟上，一荡一荡的。河水的波澜里，无
声的节奏里，鱼儿畅游，奇石闯镜，风儿
都笑出了颤音。轻轻闭上眼，时间静止
了，心情愉悦了，只余下轻风与静谧。

身在福中的我们，无论经历什么，
都该去成为中流砥柱。面对两河馈赠
的衣食无忧的生活，正值中年的我们，
有什么理由止步不前不去努力？

19岁之前是我人生的第一阶段，这
个阶段我很崇拜父亲。我记事的时候，我
父亲就是生产队长，管理着生产队200多
号人，从思想工作到农活安排、口粮分配，
全队人的生产、生活父亲都管。

村头柳树上系了个铁铃，只要父亲摇
铃，就摇响了全队的集结号，全队的劳力都
出工了，犁田、耙地、挑粮、撒种、插秧、割稻
等工作有条不紊地进行着，铃声再次响起
的时候，全队的社员都放工了，大家收拾农
具成群结队往家走。全队社员的家庭矛
盾、邻里纠纷、婚丧嫁娶都找我父亲。经常
是闹得不可开交的双方，在父亲的协调下，
又重归于好。父亲亲自参加生产劳动，脏
活、累活带头干，社员们很服气，不遗余力
地拥戴他。那时候父亲很忙，也很充实。

家乡流行一种地方戏叫琴书，父亲听
一遍就能记住，他经常讲给我们听，如《杨
家将》《岳飞传》《隋唐演义》等，他讲一遍，
我就能复述，就讲给其他小朋友听，我良
好的记忆能力就是那时候练就的。

我12岁的时候，生产队变为村民小
组，我父亲任组长，村里开始包产到户，家
里承包了36亩责任田，又开了20多亩荒

地，就凭这60亩地，养活全家9口人。父
亲种地的特长再次得到发挥，地里的庄稼
打理得井井有条，家里的猪牛鸡鸭也都养
得很好。我们家也成为全村有名的冒尖
户、万元户，家里的土房变成了楼房，我的
哥哥姐姐先后成家立业。那时候，我以父
亲为荣，提起父亲我脸上有光，我觉得父
亲是个了不起的人。

19岁到40岁是我人生的第二阶段，
身上多了几分傲气，觉得父亲也很一般。
19岁的我考上了大学，在上世纪80年代，
农村孩子能考上大学，绝对算得上百里挑
一。我考上大学，吃上了商品粮，而父亲
只是一个农民，优越感由此而生。参加工
作后和父亲聚少离多，父亲对我特别客
气，一见面就给我发烟，还经常夸我，说我
有本事，比他强。每次回家，他都亲自上
街买菜，让妈妈给我做好吃的。父亲有时
还叫上哥哥们陪我喝酒，高兴了还和我划
拳，他的拳划的很好，经常赢，赢了拳，他很
开心。父亲依然当他的村民组长，依然经
营着他的几十亩土地，依然没日没夜地在
地里劳作。那时候，我觉得父亲很普通。

40岁以后是我人生的第三阶段，在

经历人生几次挫折以后，我又开始佩服父
亲。我母亲77岁得了脑血栓，直到87岁
离世，一直在卧床，那十年时间，父亲不离
左右，照顾母亲的生活起居。母亲病重的
那几年，已经完全不认识人了，整天躺在
床上大声呻吟，父亲不离不弃，天天守在
母亲身边。十年的相守，儿女们越发敬重
父亲的坚毅、执着和伟大。我不得不重新
审视父亲，父亲文化不高，是因为他小时
候生活在旧社会，家里穷，没有条件读
书。父亲当了40多年的生产队长（村民
组长），一直到70岁才退出，连续40多年
能得到村民的信任，这是非常了不起的事
情。父亲和母亲一生养育了7个子女，一
直到他们都成家立业。我 1992年结婚
时，父亲给我寄了5000元，那是他卖了3
万斤稻子换来的。父亲在母亲病床前坚
守了十年，让我见证了什么是真正的爱
情，这一点尤其可贵。

如今我55岁了，父亲今年90岁了。
我的血糖比父亲高，血压也比父亲高。打
起麻将来也是他赢得多，我输得多。我总
结父亲高寿的原因，心胸宽广，心地善良，
真诚无私。比起父亲，我自愧不如。

父亲 ■ 梅方义

河边 ■ 高涛

人间六七月，
田家正麦忙。
月明过南岗，
原野尽麦黄。
待到晨露起，
老幼端壶浆。
三两垧田去，
青壮是主场。
足轻暑气蒸，
肩挑手扇凉。

挥汗不知累，
徒惜夏夜长。
贫妇拾遗穗，
气喘口微张。
麦捆堆成山，
农人笑声扬。
举族同努力，
脱麦最风光。
念此心茫然，
半晌不能忘。

偶忆童年收麦
■ 周重龙

张维迎是我国著名的经济学家，这位
老先生之前在北京供职。如今，他回到了
家乡陕西省榆林市吴堡县辛庄村。他想
办法筹集了200万元，修了一座桥，从此，
父老乡亲们进城再也不用跨沟了。现在，
他又在村子里办了个辛庄课堂，给大家讲
课。听课的人大部分是企业家以及他多
年来攒下的人脉。

中秋节那一天，我给他送了一些书，
他托人来向我问候，还带了一些自家树上
打下来的枣。后来，我又给他送了一套
书，附赠两句话：进一步可以成为大师，退
一步可以回到民间。我很敬仰回到民间
的张先生。张维迎先生回答说：“道不同，
不相为谋。我只想回到家乡，给父老乡亲
做一点儿事情。就像作家赵树理回到他
的山西老家，用稿费给村子建了一座化肥
厂一样。赵树理曾说过，他亲眼看到化肥
施在农民的地里，才有一点儿成就感。”

北京有很多来自陕西的大评论家，其
中有两位年长的，一位叫阎纲，一位叫周
明。包括我在内的许多陕西作家都得到
过两位老师的帮助和栽培。阎纲原来在
人民文学杂志社当编辑，后来在中国文化
报当总编。每当有陕西的作家找到他，阎

老就会说：“乡党来了。”而今，阎纲回到他
的家乡礼泉县居住。我去看他，给他写了
一副对联：苍龙日暮还行雨，老树春深更
著花。我说你老人家如今回到了家乡，把
最后的一点光也献给了家乡。如今，阎纲
和村子的那些老人，在路边一起参加自乐
班，敲锣打鼓唱秦腔。阎纲马上九十岁
了，在故乡的土地上，他生活得很自在。
我明白，阎老的心愿就是有一天倒下了，
悄悄地埋在礼泉的后稷山下。

周明先生同样对我帮助很大。那一
年，关于我的书的研讨会在北京召开，周
老师费尽心思，亲自帮我请到了陈荒煤老
人，陈老还给我写了一段文字。这件事让
我久久不能忘怀。

我认识焕军也有10年了。当年，他
来到我的工作室拿着《闲坐高处》。我当
时看了以后，感叹这个人不一般。孙犁曾
说过，作家一拿架子就先失败了一半。生
活中我们也看到过一些例子，某些作家因
为摆架子、不踏实而在文学的道路上越走
越远，再写不出好东西了。所以，我们一
定要把自己放下来，用心灵真诚地和世界
对话。毫不夸张地说，焕军在这一点上做
得很好。

但同时，焕军还要努力，争取创作出
有深度的作品。而且不光是张焕军努力，
咱们都要努力，尤其是我要努力。

我一再讲，支撑起中华文化大厦的不
是一些所谓名家们，而是这些踏踏实实搞
创作的人，他们不图名利，不怕辛苦，毅然
决然选择了文学这条路。

今天我想说，文学就是一种使命。就
像一个陕北人到了过年的时候，抬着猪头
抬着整羊去给土地庙山神庙献牲。文学
家们，是把自己献给了文学这个事业啊！

大约三年前，我来到德国的杜塞尔多
夫。这里是德国大诗人海涅的家乡。公
园的尽头，有一个诗人的雕像，他披着一
件睡袍，手持鹅毛笔，面色忧郁。

同行者问我，海涅在创作哪一首诗？
我说，是这一首。然后我站在海涅雕像
前，背诵了这首诗：

再见了 油滑的男女。
我要登到山上去，从高处来俯视你们。
我想，所谓文学，就像登山一样，让我

们拾级而上，一步步地登高，一步步地脱
离低级趣味。所以，在整理这篇发言稿的
时候，我给它取了一个标题《我们因文学
而崇高和简单》。

我们因文学而崇高和简单 ■ 高建群 蝶恋花·冬至
■ 刘民安

今日大雪
■ 李永刚

一

和许多节气一样
这个节气
美得只需要两个
仪态万千的汉字
表达

“大雪”啊
好大的雪
雪，真的好大
就两个字
便把沧桑农事
人间冷暖

写成白茫茫一片
笔画之间
一望无际
有与没有
下与不下
已经无关紧要
日子到了这一天
已是大雪无痕
无需眼望
满世界只有一个
白

二

在北方的机场
登机的一刻，雪花
微飘，古人的智慧
开始纷纷扬扬
神奇 ，总会在最恰当的
那一刻，让你折服
不管风云变幻
古老的流传
总会灵验
天与地
古与今
小到一片叶子

一只蚂蚁
大到山川河流
日月星辰
就在那个特定的时间
沿路而来
抑或顺路而去
天经地义
自然而然
节气，逢到那个节
便有那个气
大自然总是胸有成竹
心中自有盘算

三

没有雪花的雪花
实在是一种大美啊
只可意会
不能言传
可以零零星星
轻姿漫舞
柔美尽显
如少女般的娇嗔
羞涩而无声的微笑
浅浅，浅浅
可以纷纷扬扬
鹅毛般尽情飘洒

在天地之间
肆意浪漫
把昼夜落满
让世界归于宁静
让色彩回归本源
这一生
最美的景色
也 许 就 是 在 一 场 大

雪中
你和我从此刻出发
走向白茫茫的
从前

四

屋外，大雪纷纷
屋内，围炉煮茶
灯下夜话
这是大雪这个节气
最合适不过的场景
可以是野草一样
绿意茂密的闲话
也可以是穿越无数风

霜的
一枝枝粗壮的谚语
因了大雪的召唤
在时光里会聚
离奇的故事

迷人的传说
曲折的姻缘
惊险的经历
人间烟火
爱恨情仇
都在雪花中绽放
又在雪花中收场
厚厚的大雪
让无比狡黠的人世
一夜之间
变得纯洁而古老
此刻，万物无语
天地大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