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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头摄影 房宝安商洛山商洛山

冬至这天，和往日一样，工作像孩子
一样仍然缠着我，揪着我，让我放手不
得。妻子打来电话，说冬至日要吃饺子
的，还要给逝去的祖先烧纸钱。儿子在
学校，这该死的疫情惹得封了校，我是家
里的男人，晚上无论如何都要回去哩。

我赶紧忙活工作的事情，等闲下来
时外面已是漆黑一片，交代了工作后，驱
车回家。自妈妈去世后，我已有十五年
时间没有尝到妈妈做的饭菜的味道了。
坐在车里，先给妻子发了个微信，想念妈
妈包的饺子的味道了！

星空没有迷上山野，有坎坷不平的
路基，有灯有正在冒着的炊烟，还有归
人。我工作的地方有点偏僻，道路弯弯，
居住分散，冬天是万物休眠的季节，这里
虽然正在加紧美丽乡村建设，拓宽了路
基，但没有成型的路面坑洼不平，稍有车
过，便是烟土飞扬，仿佛坠入尘海，辨不
清方向，只能是慢慢地跟着，心也悬着。

人生无根蒂，飘如陌上尘。妈妈在
时，冬至一定会让妈妈唤回去，现在正在
吃着萝卜大肉包的饺子哩。

车子在颠簸的路上慢慢地走着，我
思绪不断。

我是70后，生在一个很不富裕的农
民家庭。家里生活清苦，好在母亲是一
个善良、开朗，会过日子的女人，遇到困
难，在她的摆弄下，一切不算太难。

吃大锅饭时的事，我已经不太记得
了，依稀想起的是糊汤酸菜。好在妈妈

手巧，常常给我们做些玉米团子和角角
吃。她弄些玉米面夹杂些黑面，先用滚
烫的开水烫烫然后窝在一起，等十几分
钟后用手揉揉，要么加些用盐调好的酸
菜揉匀然后形成玉米团子，等糊汤熟透
滚圆后下锅煮着吃；要么用手把窝成的
面捏成薄面片，把用盐调好的酸菜像包
饺子一样包在里面，捏成老婆婆脚一样
的东西，等糊汤熟透后下锅煮着，煮熟
后，盛在碗里，每每用筷子打开，只见一
股香气扑鼻而来，胜人参、赛燕窝，咬在
嘴里，美在心里。

其实，妈妈会做的远不止这些。每
到年前，家家户户都要做豆腐。前一天
晚上泡好黄豆，第二天用石磨子推成带
沫的汤汁，将汤汁倒进一个用纱布做成
的斗笠里不断地摇，待浆汁流尽后，纱布
里的豆渣妈妈给我们做成可口的豆渣
馍，浆汁就倒入烧开的水中继续烧，妈妈
端来几盆酸菜浆水慢慢掺入，只见豆腐
花成块成块慢慢聚在一起变成了豆腐
脑。妈妈用勺子舀出来一小盆子，放到
案板上，调好让我们吃，我们姐弟四个围
着盆子你一勺我一勺争着吃。妈妈笑着

看着我们，叮咛着：“别抢，小心烫了！”
不知何处雨，已觉此间凉。车子到

了楼下，我从妈妈的记忆里慢慢走了出
来。下车后，眼睛湿湿的，我赶紧拭干了
眼泪急急地向家走去。

妻子等急了，刚一进门，就端起木
盘下起饺子来。几分钟后，热乎乎的饺
子端了上来，她为了逗我开心，就对着
我说：“老公，妈妈的味道，应该不错的，
快吃吧！”我端起碗狼吞虎咽地吃了起
来，虽然没有妈妈做得好吃，但确实有
妈妈的味道。

吃过饭后，我拿好妻子事先准备好
的纸钱和粉笔赶紧下楼。刚走出小区大
门，保洁人员正在收拾纸灰，地面上只剩
下粉笔画成一个一个的圈。

妻子让我画了几个圈，我们跪着烧
过纸钱，只见纸灰片在空中满天地飞着，
虽然没有看着祖先们来领，但我想，纸钱
已上了天，准是领着了。送过纸钱，心情
稍微平缓，良心也得到了一点点慰藉，但
始终没有缓和我对他们的愧疚和思念。

回到了家，刚想睡下，妻子却让我等
等。我坐在沙发上看电视，新闻中近期

疫情形势严峻，我对新冠病毒痛恨之极，
也对咱们百姓的生命有着莫名的担忧。
摩拳擦掌，说：“要是疫情需要，祖国需
要，我要上战场。”

刚到激动处，妻子走了过来，看看电
视，明白过来。严肃地对我说：“我理解
你的心情，但祖国的战场不只是在疫情
前线，你是一名教师，教好书、管好师生
也一样重要。”她的话让我有点震惊，言
语中有妈妈的味道，多少年了，在我陷入
焦虑时耳边、梦里总有妈妈类似的提醒。

21点多，外面的灯还亮着，妻子做好
了饺子说是孩子该下晚自习了，让我给
孩子送去，我说：“夜深了，还是别送了！”
她没吭声，提着饭盒就往出走，我只好随
她而去。

我开着车拉着她，一路上没有说话，
到学校门口，她
去送饭。

第 二 天 ，孩
子在希沃云班管
理群中留言，留
言中只有五个大
字：妈妈的味道。

妈 妈 的妈 妈 的 味 道味 道
金三学

蓄蓄 力力

白衣天使
挡住那股叫德尔塔的寒风
用尽洪荒之力，淘洗
人间的清欢

拥有消毒水，口罩
粮食和蔬菜
也会让人无比富足

北方的树木
彰显出另一种峥嵘
每一片绿
是最好的通行证
每一个人都是向阳的花木

爱与善，从来不曾缺席
这座英雄的城
正在蓄积起力量

守守 望望

每一盏亮起的灯
一次次把阴霾推远
很多人在给另外一些人
把身体里的火苗扑灭

每一个人
身上都有光的标记
大街小巷，一个个红马甲
正在铸成新的城墙

每一盏灯，连同头顶上的星光
照亮了城镇的每一个角落
地上有多少光，人间就有多少温暖

期期 盼盼

一些人在庙堂之上
洒下阳光，雨露
再过一些时日
春光就会温暖人间

仰望蓝天时
我们，更加珍爱
每一个自由行走的黎明

桃花依然妩媚
树木持续茂盛
我的亲人
走在春天的路上

在长安在长安（（组诗组诗））

孙惠莉孙惠莉

在万山叶落草枯的寒冬，陡见萧瑟的山峦
中，有一处叠翠涌绿的山洼，远观，好似一方翠
湖，风来，绿浪翻滚，几缕白纱带样的青烟在绿
浪上飘来舞去。忽而，伴着几声鸡鸣狗吠，传
来：“大哎，回家吃饭了！”的稚嫩呼喊，随即就听
到谷底隐隐传来就回来了的浑厚回应。

这是我最难忘的故乡记忆。这种场景伴我
数十年，直从幼年到少年，从青年到中年。

地处秦岭腹地的故乡，群山连绵，草木茂盛。
春天到来，满山青翠，处处花香，鸟鸣悦耳，虫嘶如
吟。夏日，更是繁荫蔽日，清泉悠悠。烈日下，处
处有阴凉，浓浓草木香。但是，一到秋冬，叶落草
枯，万山萧条。然，就在我的老家王家洼，有数十
亩的一片竹园，将全院五六户散落的人家紧紧包
围。房后的竹子低头倾向屋顶，护着后檐，门前的
竹子也一一向距离较近的前门和两边山墙倾立。
一个深山沟，这一园竹子不仅覆盖了沟槽场院，也
淹到一沟两边的山坡树林，与整个山沟的森林融
为一体。站在远处的山顶俯视，王家院子的五六
处房屋，好似荡漾在一顷碧波上的叶叶小舟。

春夏之际，一园竹子铺翠堆绿不被人注意，但
到了秋冬，这一大片翠绿的天地就显得十分耀眼，
十分悦目。倘若一场雪后，满眼一片银装素裹，唯

有这园竹子，一个个肩靠肩，手拉手，身披一层厚
厚的积雪，白里透绿，显得格外青翠，一派生机勃
勃。一阵寒风吹来，也许你忍不住要打一个寒噤，
而满园竹子，则正好借助一阵北风的肆虐，抖擞一
下身子，将压在头顶的积雪摔落地下，又直直地昂
起了头，迎接下一朵落雪，迎战下一阵寒风。也许
你会问，沉重的积雪，呼啸的北风难道就不会压劈
竹子，折了他的腰杆，让他一命呜呼？我告诉你：
会。“夜深知雪重，时闻折竹声。”然而，我还告诉你，
就在积雪压枝之时，万千新笋早已在他们深埋地
下的根茎上孕育发芽。往往越是劈叉的老竹旁边，
新一年越会拱出土更多更壮新笋。也许是劈叉的
老竹为新笋腾出了更广阔的空间，提供了更多的
养分肥料。你看，一场春雨过后，万千新笋破土而
出，一夜飙三尺，三天长高一丈，迅速脱壳伸枝展
叶，一天比一天骨骼硬了起来，很快就与身旁的老
竹比肩，很快就冒头高过身边的老竹。

其实，在我的故乡，不光是我王家洼翠绿的
竹林成了一片气候，翻过山梁的朱家洼，再翻过
一道道山梁的张家洼、刘家洼、周家洼、魏家房
前屋后，何处不曾植竹成林！

古往今来，人们把竹和梅、兰、菊并称四君
子，又把松、竹、梅称为岁寒三友，赋予他们众多

中华传统文化高尚人格的象征内涵。然而，于
我那偏僻的小山沟，为何要在山旮旯有限的地
方培育一方竹园？

听父亲讲，1958年的夏日连降大雨，七月半
夜间，瓢泼大雨，电闪雷鸣。那晚，房后垮鳖子，正
是那万千竹根断裂发出叭叭的响声，惊醒了一院
子的人，大人背小孩，壮年牵老人迅速出逃，竹根
断裂声报警，救了三十多口人的性命。父亲还
讲，当年土匪上门抢东西抓壮丁，正当年轻的他
赶紧溜进房后竹林，土匪追不上他便开抢，是一
根竹子给他挡了飞来的子弹，让他死里逃生。

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家家生活困难，父辈
们得空就在竹园里疏林，砍伐竹子去城里卖了
补贴家用，看病抓药。在我家，卖竹子的收入来
给我兄弟们交学费，维持学校生活开支。

其实，在我的故乡，人们的日常生活一点也
离不开竹子。家里的农具背篓、挎篮、笼子、笊
篱都是用竹子编的，打核桃毛栗、晒衣服的杆
子，走山路拄手的拐棍、引水浇灌的水管用的也
是竹子，地畔扎的篱笆，搭的黄瓜、豆荚架，扎顶
棚、扎灯笼、箍桶还是用的竹子，盖土房竹子是
百年不朽且耐实的墙筋，夜行照明的火把竹子
是首选材料。寒冬腊月，焚烧竹梢竹枝取暖，噼

里啪啦爆竹声，比起鞭炮少了一份污染，多了一
份浓浓的竹油香。更奇特的是，若是烧伤烫伤，
用火烤翠竹滴出的竹油一涂就好；头疼牙疼眼
睛疼，用翠绿的竹叶泡茶，一喝就好。

我爱竹子，山里的鸟儿，家里养的鸡啊、羊
啊也爱这竹园。一年四季画眉、喜鹊总是在竹
林间穿梭往来，筑巢繁衍，一天到黑，叽叽喳喳
叫个不停。鸡们把偌大一片竹园当作它们的乐
园，在园里觅食、打盹、调情，天空盘旋的老鹰和
大雕想抓它们，可不等鹰雕俯冲下来，老母鸡领
着一群小鸡仔早已钻进竹林深处，这时，这竹园
是它们的避难所。

辛丑深冬，古都西安遭遇新冠病毒肆虐，我
一家七人，六人在西安，且被封在城南城北的两
个不同的地方，我也因为前期曾在西安办事，回
家居家隔离。时令刚交冬至，气温骤降，又迎来
一场落雪，雪声偏傍竹，寒梦不离家。失眠的夜
晚不由想到西安人民，想到自己的家人，既担心
他们的健康，又束手无策。这个时候就怀念当
日在老家一家大小团聚一起的日子。当然，更
期盼更祝愿家人和所有古都人民，一定能和我
那故园翠竹一样，抗住严寒，迅速甩落头顶积
雪，经冬更苍翠，新年更旺盛。

翠 竹 萧 萧 是 吾 乡翠 竹 萧 萧 是 吾 乡
王荣金王荣金

淡淡的云飘荡着，微微的风吹拂着，一
切都是那么平静。我坐在窗边，眼睛看向窗
外，一切都是那么美好。客厅里的电视打开
了，传来主持人播报抗疫新闻的声音，脑海
里浮现了许多天使般的笑容，不禁鼻子一
酸，思绪万千……

2021年12月9日，新冠病毒把魔爪伸向
了十三朝古都——西安。可怎能让它如愿，
至此，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拉开了序幕。而
在人心惶惶、阴霾压顶的时刻，一支逆行者
队伍出现了，他们跟时间赛跑，跟死神竞争，
把一条条生命从死神手中夺了回来。

星海横流，岁月成碑。总有一种精神让
人肃然起敬，总有一种力量让人勇往直前。
虽然可能有生命危险，可他们却逆流而上。
没有豪言壮语，没有出征仪式，他们放弃休
息，顾不得安顿家人，冲在防疫第一线。你可
知，他们被汗水浸湿的后背在寒冷的冬夜瑟
瑟发抖，疲惫的双眸边罩上了黑色的眼圈；你
可知，那护目镜下肿胀的脸庞，你可知那防护

手套内红肿麻木的双手……每当这一幕幕情景在我眼前浮现，我的心中
异常疼痛。他们是人民心中的英雄，是寒冷夜空中最灿烂的星。

逆行的不单单是他们，还有许多跟他们一样的人，他们虽然不能和
病毒正面对抗，却在各个服务领域贡献着自己的力
量。有的坚守在社区，有的坚守在高速公路进出口
处，严防死守，防止疫情内入外溢；有的奔波于社区和
粮油蔬菜等生活物资供应点之间，把关爱送到千家万
户；有的慷慨解囊，把抗疫急需的物资捐献给西安。

此刻，无论身处何方，我们的内心满是美好。那一
个个逆行的背影，温暖着西安，也守护着大家的平安。

（本文作者系商洛市初级中学七年级学生）

最
美
的
背
影

张
云
驰

我的家乡竹林关，在秦岭山中丹江与银花河交汇的三角地带,是一
个“一鸡鸣三县，两河注一关”的边贸重镇。

河奔向江面之前，总会留下爱恋。于是，山丘为它让路，就造化出
了我们几个村庄赖以生存的银花河北岸数平方公里的平原。

这一平原，从几何形状看，是以河岸为中心的一个半圆。二十世纪
五十年代大兴水利建设，乡亲们因势利导，将河岸的弦变成了河堤，形
成了长数里、宽丈余的河堤路。

河堤路的两侧栽满了国槐，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时，河堤路在国槐
的护卫下变成了林荫夹道，人们行走其间，夏不遭日晒，小雨不受淋。河
堤路是几个村庄人赶集、去镇上办事的大道，是附近人们农耕的主要道
路，也是乡亲们休闲的好去处，据说那里曾经诞生过许多乡村爱情故事。

很久以前，人们按照中国人传统的水利智慧，在银花河中游的茂水塬
村对面月日岩，修建了一个拦河坝，沿三个村庄自上而下修筑了数里长的
堰渠，将河水引入，使堰渠与河堤路所夹区域近千亩农田变成了水浇田，
方便了数千村民的生活饮水，美化净化了村容村貌，其终端还建了小型水
力发电站，虽是陕南山区，周边村庄数百户人家很早就用上了电灯。

三十余年间，每年入夏，这里槐花香飘数里，蜂儿在这里酿蜜，乡亲
们在水田里插秧，年轻人在河里打江水，于槐树中徜徉；秋收时节，这里
稻穗飘香，农夫忙收割，一派丰收的景象。

1987年，一场无情的洪水，毁掉了河堤路，也毁掉了部分水浇田，
乡亲们痛心疾首，失去了心中的宝地，好似失去了灵魂。后来，人们在
整修重建河堤时，退让了二十多米的领地，恢复了部分农田，但水浇田
和堰渠已永久失去。

时光进入二十一世纪，2011年政府又将这块水稻田征用整理，变
成了镇上移民搬迁的建设用地，昔日的稻田如今成了移民搬迁群众的
家园。现在，竹影婆娑护两岸，江中碧水清澈轻舟现，岸边楼房林立，搬
迁群众笑开颜。

人类在文明进步的同时，总会面临诸多纠结的选择和难取难舍的
纠缠，亦会有这样那样的遗憾。

稻田与家园
张 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