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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细品

楼下墙角生长着一棵毫不起眼的
蜡梅，树高一米五左右，树龄七八年，
在根部的地方衍生出若干弯曲的枝
丫，因为没有园艺师的染指，这棵蜡梅
倒也长得舒心率性、洒脱自然。

蜡梅生长在这里估计有好几年
了，靠近马路一边有低矮的篱笆墙的
遮挡和一些杂花生树的掩映，很少有
人注意到这棵蜡梅树，估计小区里只
有我和保洁大爷最熟悉这棵蜡梅了。

不管刮风下雨，保洁大爷每天总
是早早来到小区，一扫帚接着一扫帚
清扫飘落着梧桐叶的马路，每当饿了
累了的时候便来到蜡梅对面高大梧桐
树下的长条木椅上，倒一杯冒着热气
的茶水，啃着自带的馒头，尔后，点燃
一支香烟凝神静望着墙角这棵蜡梅，
回味着被梧桐叶卷曲的漫长时光。我
坚信大爷和我一样真心喜欢墙角的这
棵蜡梅，才乐意在风雨里看着它慢慢
长高。

我是在前年岁末的一天推开小窗
才蓦然发现这棵凌寒独开的蜡梅，从
那时起每逢闲暇时总喜欢看看窗外这
棵默默生长的蜡梅，而且每次推开小
窗映入眼帘的不是这棵茁壮成长的蜡
梅便是这位身板硬朗的大爷，二者交
替成为眼中的一道独特风景。

古城的春天来得快去得也快。
每当春风乍起，急性子的海棠迫不
及待地把喇叭状的小白花挂满枝

头，高调渲染着整个春天。矮墙下
的小草蠢蠢欲动泛起了新绿，一些
浅红色、淡紫色、鹅黄色有名的和无
名的小花竞相开放，争先恐后地爬
上篱笆墙探出娇艳的头颅。不甘寂
寞的几杆闲竹摇曳在温柔的春光
里，似乎在渴盼着什么，就连老实巴
交的梧桐树恍然睁开惺忪的睡眼回
眸对望着美丽的春天。

蜂来蝶去、浮光掠影，百花争春、
落英缤纷。一切显得闹哄哄的，只有
墙角这棵蜡梅沉默不语，它无意在这
个万物萌动的季节与繁花争奇斗艳，
只是紧紧拥抱着大地，沐浴着阳光雨
露，积蓄着绽放的能量，平心静气地等
待那个瑞雪纷飞的季节。

星移斗转、繁花散尽，梧桐一叶而
知秋。墙角这棵蜡梅在历经春天的悸
动、夏天的炽烈和秋天的落寞后，变得
更加成熟、淡定与自信，点缀于枝丫间
的片片绿叶更加娇艳、鲜活而有风韵，
含苞未放的暗红色花蕾蓬勃欲出，花
未盛开却暗香浮动。

当秋风带走最后一片黄叶小扣冬
的柴扉时，墙角的这棵蜡梅迎来了属
于自己生命里的春天。雪花开始漫天
飞舞，一片接着一片落在草尖上、落在
枝桠间、落在花苞上。这棵从四季走
过的蜡梅怒放在银装素裹、一尘不染
的冰雪世界里，朵朵娇艳欲滴的蜡梅
花像一团团燃烧的火焰映红了飘飘洒

洒的片片飞雪。
梦幻般的雪花很快给青砖灰瓦

的古城蒙上了一层厚厚的棉被，昔
日车水马龙的喧闹似乎安静了许
多，这是古城一年中难得一见的飞
雪，雪地上全是追逐嬉戏的孩子和
不怕飞雪打湿衣领前来踏雪寻梅的
人们。梧桐树下木椅上的大爷依然
悠闲自得地端着茶杯，独自欣赏着
不惧严寒甘愿把清香洒向人间而饱
含傲骨的蜡梅花。

洋洋洒洒的雪花吸引着居民的目
光，连平日里很少出门的盲人大叔也
静静地站立在雪地上，虽然眼睛看不
到这个洁白无瑕的美妙世界，但宁愿
以眉毛、胡须、盲杖和每一根敏感的神
经去触摸漫天飞舞的雪花。盲人大叔
同样看不到墙角这棵迎着风雪绽放的
蜡梅，只需以神思感知随风雪弥散的
若有若无的淡淡清香。

过了一会儿，盲人大叔用盲杖试
探着脚下的盲道，大概是受积雪的影
响，盲杖发挥不了应有的作用，他似乎
迷失了方向。这时坐在木椅上的大爷
见状快速起身走向盲人，两人寒暄了
几句之后，大爷便搀扶着盲人向远处
走去，一路留下两串歪歪扭扭、深浅不
一的脚印，很快被花香与飞雪淹没了。

无非凡人小事，而这一幕瞬间温
暖了我，如同绽放的蜡梅花温暖了整
个冬天。

墙角一棵梅
■蒋仪洁

近日，张征新作《清峪河
畔》由陕西新华出版集团三
秦出版社出版发行。

此书类属传记文学，分
人物传记和报告文学两大部
分；附录书评五篇；共计四十
四万余字。

该书的最大特点是以文
学的笔触活化了历史人物，
从文化的视角讴歌了现实人
物；文笔优美，人物形象鲜活
生动，能让读者在愉悦的阅
读体验中增加文史知识、汲
取经验智慧、获得人生启迪。

该书写法新颖，引人瞩目。
人物传记题目均采用四

字炼语加人物姓名的方式拟
定，如:铁骨端毅王恕、一代
联圣孙髯、大篆魁首刘自椟，
这样的题目形如凤头，概括
精当、主旨鲜明，能起到先声
夺人、激疑增趣的作用，吸引
读者进一步深入阅读。文中
又用联句或提炼的核心词语
作为小标题，数个小标题形
成文章骨架，彰显传主的主
要事迹和突出节操，勾勒出
他们的典型形象和精神风

貌，有提纲挈领之效用。文
尾往往用一首赞诗作结，对
传主的品行功德进行高度概
括和褒扬，恰似豹尾，言已尽
而意无穷。

该书内容精彩，引人入胜。
六十篇人物传记，传主

均为历史文化名城三原的历
史名人，或三原书院培养的
三原籍或外籍著名学子；十
篇报告文学，主人公皆为三
原当代知名人物。读人物
传记如览历史画卷，还原了
传 主 在 时 代 中 的 弄 潮 形
象。看报告文学似观生活
影集，再现了人物在事业中
的奋斗身姿；古今人物交相
辉映，构成了三原这个历史
文化名城的整体人文精神
风貌，足以让人对三原厚重
的文化底蕴和丰硕的人文成
果心生崇敬之情。

作者张征已出版《清心
随笔》等十余部专著，《清峪
河畔》是他年逾古稀而笔耕
不辍的又一力作，殊为难能
可贵。故将《清峪河畔》热诚
地推荐给广大读者！

清峪河畔赞风流
——《清峪河畔》简评 ■周宏

举杯
聚焦卡塔尔世界杯

北京时间 24日晚，最后一支亮相
卡塔尔世界杯的亚洲区球队——韩国
队，终于在万众期待中登场。面对世
界杯双冠王乌拉圭队，孙兴慜领衔的
太极虎未能延续亚洲球队的胜势，0：0
与对手握手言和。

二十年前，世界杯首次降临亚洲
大陆，坐镇主场的韩国队神奇般闯入
四强，创造亚洲球队历史最佳战绩。
如今，拥有世界顶级前锋孙兴慜的

“太极虎”迎来重现辉煌的绝佳时机，
被寄予厚望的他们身上肩负的责任
不仅于此。

韩国队与乌拉圭队上次在世界
杯赛场交手，还要追溯至 2010年的南
非。双方在 1/8决赛相遇，最终乌拉
圭队以 2：1获胜。此番再战，乌拉圭
队“黄金一代”即将迎来谢幕，意欲复
仇的韩国队自比赛开始便对对方球
门持续施压。

第 19分钟，希门尼斯中场送出过
顶斜长传，费德里科·巴尔韦德前插精
彩卸球顺势凌空抢射打高。第 34分
钟，韩国错失良机！郑又荣直塞肋部，
金纹奂接球横扫门前，黄义助无人盯
防推射打高。

进攻屡次无功而返，韩国队的防
线却出现险情。第 43分钟，乌拉圭右
侧角球机会，戈丁抢点甩头攻门击中

立柱，蓝衫军距离进球只差一步之遥。
下半场比赛，乌拉圭队开始逐渐

掌握场上主动。第 63分钟，作为乌
拉圭锋线双子星的卡瓦尼替补登场，
换下苏亚雷斯，球队锋线再次发起冲
锋的号角。第 80分钟，卡
瓦尼中场抢断，努涅斯带
球内切一脚兜射偏出球
门右侧。

第 89分钟，巴尔韦德
在大禁区前沿远一脚远
射，皮球再次打在立柱

上。伤停补时阶段，韩国队球星孙兴慜
在对方禁区前沿也尝试远射，却偏出球
门右侧底线。

随着主裁判的一声哨响，全场比赛
结束。韩国队与乌拉圭队 0：0握手言
和。亚洲球队在卡塔尔世界杯小组赛
首轮战绩，最终定格在2胜1平3负。

中新

乌拉圭队球员埃丁森·卡瓦尼（中）射门。 新华社发

据新华社电 西班牙队 23日迎来
了卡塔尔世界杯E组的首轮比赛，“斗
牛士军团”6人破门，7:0横扫哥斯达黎
加，创下了球队在世界杯历史上的单
场进球纪录。这也是本届世界杯开赛
以来的最大分差。

本场比赛，西班牙队彻底压制
对手，他们完成了超过 1000 次传
球，哥斯达黎加队则尴尬地未完成
一脚射门。 18 岁的西班牙小将加
维闪耀全场，他不仅打进一球，成
为西班牙队最年轻的世界杯进球

者，而且全场多次在前场主导了西
班牙队的攻势。赛后他也成为本场
最佳球员。

西班牙队将在 27 日的比赛中
对阵德国队，哥斯达黎加队则与日
本队交锋。

西班牙七球完胜哥斯达黎加

25日起，卡塔尔世界杯
小组第二轮的较量将渐次展
开。在B组首轮大比分惨败
的伊朗队与威尔士队展开对
决，而在A组东道主卡塔尔
队将遭遇非洲冠军塞内加尔
队。此外，荷兰队与厄瓜多
尔队，美国队与英格兰队的
比赛将在26日凌晨上演。

伊朗VS威尔士
25日18时

有过五次世界杯参赛经
历的伊朗队原本被寄予厚
望，然而在首轮的比赛他们
却遭遇了一场惨败，以 2：6
的悬殊比分输给了英格兰
队。不过，从目前本组的积
分形势来看，伊朗队尚有出
线的希望。

目前，在 B组英格兰队
以 3分领跑，威尔士队与美
国队均积 1分排在二、三位，
伊朗队则以零分垫底。依据
各队在首轮的综合表现，威
尔士队与美国队要比英格兰
队逊色很多，因此伊朗队接
下来的压力要小一些。

现在对于伊朗队来说，
重点是要调整好心态，重拾
比赛的信心，只有这样他们
才能发挥出正常的水平。威
尔士队虽然拥有“龙头”贝
尔，但首轮与美国队的比赛，
他们在场面上并不占优。

卡塔尔VS塞内加尔
25日21时

自 2006 年德国世界杯
以来，还没有东道主在揭幕
战中落败。这就是所谓的

“东道主首战不败定律”。然
而，这一定律在本届世界杯上
失效了，面对南美二流球队厄
瓜多尔队，卡塔尔队 0：2脆
败。要想避免成为继2010年
南非世界杯之后，第二支小组
未能出线的东道主，现在留给
卡塔尔的时间真的不多了。

首轮比赛，新科非洲杯
冠军塞内加尔队虽然也遭遇
了一场 0：2的完败。但面对
实力强大的荷兰队，“特兰加
雄狮”全场完成了 15 次射
门，展现出了良好的竞技状
态，以及强烈的晋级愿望。
次轮，面对东道主卡塔尔队，
相信塞内加尔队一定会将自
己的状态“拉满”，全力以赴。

荷兰VS厄瓜多尔
26日零时

“橙衣军团”荷兰队是中
国球迷心目当中的人气球队
之一，他们曾经全攻全守的
打法令人痴迷，然而，他们却
总与奖杯擦肩而过，所以他
们还有另外一个称谓，“无冕
之王”。不过，荷兰队也在与
时俱进，在时间的涤荡下，现
在的“橙衣军团”有了些许功
利的痕迹，但正因为如此，他
们才成为了本届世界杯的夺
冠热门球队之一。

个人能力突出，战术纪
律强。这是荷兰队首轮顺利
拿下非洲杯冠军塞内加尔队
的主要原因。本轮迎战实力
稍逊一筹的厄瓜多尔队，“橙
衣军团”有望成为本届世界
杯第一支小组出线的球队。

本报记者王战荣

0:0 韩国乌拉圭握手言和 留给东道主的时间不多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