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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学聚会定在城郊京都酒店。
几十年了，再忙也得见见当年的哥们姐

们，嬉笑怒骂的沧桑岁月，有更多的记忆和
念想。

放下手中改了一半的文稿，将柜子最显眼
地方挂着的西装穿上。镜子前面照了又照，发
梢再喷点摩丝，让几根白发由倔强变得柔顺一
些。依然那么帅，我暗叹到。

打车，唉，忘带纸币了。把手机递给师傅，
二维码支付吧。

酒店房间里，老秦、老肖、老任几个家伙油
光粉面，正和女人们调笑。这些当年的靓丽姑
娘笑得褶子里的粉掉了一地。

热情招呼后，人到齐了，大伙入席。
“老贾没来吗？”有人问。
“上周走了”，有人黯然回应。
“小雪呢？不是送儿子上学去了吗”，老秦

问道。
“哈哈哈，雪姑娘是送孙子上学，不是儿

子。”正在倒酒的老任纠正说。
哎，几个没记性的家伙都恍然大悟。
酒还未开喝，女人们围绕孙子、儿媳和男

人这老三样开侃了。从眉飞色舞中了解到谁
的孙子上大学了、谁的儿子又结婚了。

从忧虑焦急中明白了儿子们艰苦奋斗、忙
里忙外和生活不易。

从圆目怒睁中听到了儿媳妇们好吃懒做、
花枝招展和两面三刀。

当然，说到男人，几个女人调子低了许
多。除过胖梅男人瘫在床上外，其他的几位都
走了。

我举杯主持。各位老同学，为庆祝老年大
学毕业五周年，兄弟姐妹们再次相聚，为了明
天更幸福，生活更美满，干杯。

“干杯”，大家齐声应道。
旁边耳背的老肖扯扯我的袖子：“班长，咱

不是自乐班同学聚会吗？”
“你懂个鸟”，老任喊道，“上月遛鸟群群

友、养生大课堂聚会，下月还有国画班、社区演
艺队聚会……”

“对对，对对对”，大伙答应着。
“儿孙们不在身边，咱有的是时间，我都参

加”，老肖讪笑道。
“哈哈，哈哈哈”，大笑声中，十几个缺牙少

齿的老头老太太举起了酒杯，碰杯的叮当声每
次都是那么清脆。（作者供职于咸阳市公路局）

“五月江南碧苍苍，蚕老枇杷黄”。初夏时节，安康瀛
湖熟透的枇杷挂满枝头，黄似橘，亮如金，圆润清香。

枇杷，又称“卢橘”“金丸”等，蔷薇科常绿乔木，原产我
国，迄今已有两千余年历史。西汉时，司马相如在《上林
赋》中就有“枇杷十棵”的记载，被视为名果异树。唐代白
居易写道：“深山老去惜年华，况对东溪野枇杷。”枇杷冬月
作花，夏月果熟，古人称它是“秋荫、冬花、春实、夏熟，备四
时之气”。枇杷树形态很美，四季常青、枝繁叶茂，冬有香
花、夏有佳果，每逢果期，绿叶金果交相辉映，煞是惹人喜
爱，不失为绿化、美化、果化的优良品种。

五月瀛湖，青山含黛，碧水如镜。一棵棵秋天含苞、冬
天开花、春天结果、夏天成熟的枇杷树，在农家小院、山坳
水岸、田间地头，生出一窝窝黄灿灿的“金蛋蛋”。一阵阵
风吹进枇杷园，只见枇杷摇曳，此起彼伏，颇为壮观。

延着清泉村山间小道走向枇杷林，只见满山遍野的枇
杷树上，全都挂满了金灿灿的枇杷果。初夏的东南风，把
枇杷叶吹得瑟瑟作响，横成排，竖成行的枇杷树，也随风沉
缓地摇晃起来，那情形，好似一位十月怀胎的孕妇，正心满
意足地散着步，一摇一摆之间，都是满满的成就感、满足
感和幸福感。枇杷树并不高，果子生长低的话，伸手就
可以摘下一个，剥开枇杷的皮，露出嫩黄色的果肉，放
到嘴里咬上那么一口，诱人的、黄色的汁水渗出来了，软
软的，水水的，酸酸的，又甜甜的，那滋味让你“三步回头，
口水又直流”，那感觉真是一种享受，不由得让人感叹大自
然的恩惠。

瀛湖枇杷熟了。这几天，不管是超市还是蔬果店，也
不管是在繁华的街区，还是在僻静的乡下，到处都摆满了
金黄的枇杷，价格也从刚上市的不菲，慢慢地往下降，果农
们一个个乐得眉开眼笑，因为应季水果赚钱也就是那么一
半个月的时间，无怪乎大家都争相品尝购买。果贩们也都
不想放过一个顾客，一个劲地招呼着各路客商品尝，热情
地接待着每一位顾客，倒真应了那句“和气生财”。我亲眼
看着路边一家水果摊的一大篓枇杷不一会儿功夫就卖出
去了一大半，生意特别的好，也不由得让我感叹现在人们
的生活的确好了，不再是那个家家都捉襟见肘吃不起水
果，也舍不得吃的年代了。

小满刚过，从天南海北赶来的游人，蜂拥在瀛湖周边，

在枇杷树下拍照，在山峁上游玩，在碧波中划船，在农家乐
吃饭，尽情享受这人间美景、自然馈赠。好客的瀛湖人因
势利导，顺势而为，以枇杷为媒，在青山绿水间搭建舞台，
让人们游园赏景，载歌载舞，享受丰收的喜悦。于是，俊俏
的“金蛋蛋”变成一张张红票子，一张张红票子变成一条条
水泥路、一幢幢新房子、一辆辆小汽车，瀛湖人过上幸福美
好的新生活，心里乐开了花。

说起瀛湖枇杷，不得不提起一个不能忘却的人——朱
平风。20年前，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教授朱平风退休后，放
弃都市生活，告别家人，来到瀛湖，择临湖荒坡建房修地，
进行“南果北种”试验。经过15年艰辛努力，朱教授为当地
引进了枇杷、杨梅、火龙果、柠檬、龙眼等59种南方水果品
系，打破了南果不能北种的地域限制，用实际行动把论文
写在了大山上，让昔日荒山野岭变成了金山银山，为秦巴
山区农民找到了一条依托当地资源脱贫致富的新路子。

如今，瀛湖枇杷获得国家农产品地理标志，成为当地
群众致富“摇钱树”。今日瀛湖，春有茶叶、夏有枇杷、秋
有柑橘、冬有核桃，如诗如画，富足殷实，真乃人间洞天花
果山！ （作者供职于安康市公路局）

那是一场美丽的邂逅
黑白的童年
宁静的小院
你的火红，外婆的笑容
是这样让我们出落成
优美的少年
悠长的日子
寂寥的时光
你的热烈，鼓荡的梦幻
是那样让我们
憧憬无限

小小的石榴花啊
多久没有听闻你的芳名
淡淡的石榴花啊
好久没有亲吻你的笑靥
却在一个寂静的地方
又见你悄然地开放
红彤彤，亮闪闪
在阳光和风的和弦里
舞动起优美的华尔兹
飞扬的裙摆
飘逸出夏日的激情

清冷的角落里
你不气馁
醉人的花丛中
你不萎靡
不争艳于夏荷的雍容
不自怜于无人的孤独
在季节的一隅
那样火红，那么蓬勃
小小的火把
点亮一方世界的天空

盛开的石榴花啊
你是往事的一缕乡愁
你是生活的一抹惊喜
你是夏日的一捧礼赞
你是一颗颗跳跃的心
激荡起岁月的微澜
鲜艳着我们
最初的感动
久别的相逢

（作者供职于蒲城
县交通运输服务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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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最美 摄影 / 孙小锋
（作者供职于宜富分公司富县南管理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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瀛湖枇杷 ■ 张 辉

八川分流绕长安，秦中自古帝
王州。

长安的历史地位与华夏民族的起
源、生存、发展密不可分；也是由3000
多年前周、秦、汉、唐时期政治、军事、经
济格局所决定。

我们常说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摇篮，
黄帝陵、炎帝陵都在陕西境内，说明我
们的祖先最早就在黄河流域、黄土高原
繁衍生息。这是因为从当时人类的活
动半径看，再也找不到一块比八百里秦
川更为优越的形胜之地。同时，古人讲
究国都应为“天下之中”，即位于全国内
陆腹地的中心。

时至今日，打开地图，便可清楚看
出陕西位处河南、山西、湖北、重庆、四
川、甘肃、宁夏、内蒙八省区之中，这在
全国30多个省市中绝无仅有。20世
纪90年代测定建设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大地原点，距西安市直线距离仅45公
里。可见古人眼光是何等智慧远大。

八百里秦川是由黄河最大支流渭
水冲积而成的带状平原，它西起宝鸡，
东到潼关，长达700余里，宽约100余
里，南有巍峨秦岭屏障，北有渭北高原
襟怀，其间渭河横贯，水草丰腴、土地肥
美，周人和秦人的祖先很早就在这里繁
衍垦殖，加之四塞皆关，也被称为关中。

早在春秋战国，秦国便修筑了郑国
渠，利用渭北高原二级台阶引泾水自流
灌溉泾阳、三原、高陵、临潼、富平、渭南

等县土地多达280万亩，使关中大地连
年丰收，水旱从人，不知饥馑。成为当
时最为发达的农业经济区。古代的史
书称关中为“海陆之地”和“天府之
国”。司马迁在《史记》中写道：“关中之
地，于天下三分之一，而人众不过什三，
然量其富，则什居其六”。又说关中“南
山（秦岭）有竹木之饶，北地有畜产之
利”，关中平原更是“男有余粟，女有余
帛”，可以说是公元前十世纪至公元八
世纪全世界经济最为发达、社会高度文
明的地区。

正是由于关中地形之胜和物产之
丰，长安常被作为建立国都的首选地，
从公元前1000多年的西周开始，八百
里秦川便为多个王朝修建规模宏大的
都城提供了理想的用武之地。西周、
秦、西汉、新莽、东汉献帝、西晋、前赵、
前秦、后秦、西魏、北周、隋、唐等十三个
王朝在此建都。

早在西周修建丰、镐二京时，已有
“前朝后市，左祖右舍，街道则有九经九
纬”的规定，把敬祖的宗祠、王宫、市场、
道路统一规划，相当完备考究。既有城
堡，又有街市，筑城卫君、造廓守民。这
是最早诞生于中华大地上的城市。同
时，西周对京畿之地的道路修建也有严
格的规定和标准，把道路分为经、纬、
环、野，并与田亩面积、水渠长短、城邑
大小、物流多少统一规划，整齐而富于
变化，统一中透出威仪，充分显示出礼

仪之邦的高度文明。
秦王朝崛起后，更是在关中平原，

渭河两岸大兴土木。把这些宫殿“以空
中阁道相通，自殿下直达骊山”延绵百
里不绝。公元前206年，刘邦灭掉项羽
后，统一天下，定国号为汉，并在秦都咸
阳东侧，渭河南岸修筑了汉长安城。这
是一座规模宏大，结构完整的都市。仅
是长安城中市场便有九个，六个在西，
三个在东，各有围墙，店铺林立，排列有
序，并有宽阔平整的道路相通。

公元582年隋统一天下后，在汉长
安城东南龙首原下新修宏伟壮丽的大
兴城。唐长安城正是在隋大兴城的基
础上，经过几次大规模地修整，使城市
面积达84平方公里。一条长达十公
里，宽达155米的朱雀大街把长安城一
分为二，全城有南北方向大街11条，东
西方向大街14条，街道宽度都在几十
米到上百米不等，这些整齐划一的街道
把全城区划为109坊。“百千家似围棋
盘，十二街如种菜畦”。这是白居易对
唐长安城的描述，从近年发掘的唐长安
城遗迹，又经专家的复原图纸看，诗人
的描写十分真切。唐代还十分注重绿
化，街道三丈而树，栽种国槐，从贞观到
开元，百年间树木皆长成环抱巨树，浓
荫如伞，整个长安城中宫殿巍峨，绿树
掩映，曲江环绕，市井繁荣，文化昌盛，
尤其诗歌、绘画、书法、音乐、歌舞、雕塑
都内容丰富，风格多样，美轮美奂，绚烂

夺目，达到经典性的完美，让我们今天
都为之骄傲，为之自豪。

长安作为多个王朝国都的首选，为
版图完整、政令畅通、委派官吏、征收赋
税、调集军队、沟通京都省府与边城远
地，必然要修筑四通八达的驰道驿
路：有通中原三川的函谷古道；荆楚湖
湘的武关古道；直逼塞北的秦直道；穿
越秦巴大山的多条蜀道；横跨欧亚的丝
绸之路，和通往雪域高原的唐蕃古
道。这些国道经多朝筛选、维护、修整，
形成选线科学、布局合理、驿置完备、功
能齐全的交通网络，如同庞大帝国的血
脉，把京都首府与边城远地沟连起来，
不仅保障这个东方帝国的安定团结，欣
欣向荣，同时多条古道在国家政令畅
通，边陲安定，版图统一，商旅贸易、民
族融合及东西方文化交流等诸多领域
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源于对古道历史文化、风情风物的
兴趣，在对多条古道的考察后，我很高
兴在《陕西交通报》及公众号“大秦交
通”不定期地与大家分享、交流探讨，通
过古都长安辐射出去的多条古道的起
始、方位、形制、变迁与所起作用钩沉梳
理，探幽发微，力求展现中国古代交通
深厚久远的历史，和波澜壮阔的人文
画卷。

（王蓬，曾任省作协副主席，汉中市
作协主席、文联主席、《衮雪》主编，“文
学陕军”重要骨干）

长安话古道 ■ 王 蓬

陕西历史博物馆一角

关中自古帝王都,此为华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