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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市附近的青城山，远近闻名；坊
间有云：“峨眉天下秀，青城天下幽”嘛！
但相比之下，距离南宁市区更近的青秀
山，就少为人知了；其实，那里也是一个
足以让人心旷神怡的好去处。

2012年4月，曾来到南宁考察文化，
由于事先通过与广西文史研究馆的协
商，安排好了考察内容，加之又是公务活
动，所以来到斯地，就客随主便地东奔西
走，虽然也行色匆匆地亲近了那里的一
些美景，但目的纯粹是旅游的内容，却几
乎没有，也因此，便留下了南宁没什么好
玩儿的地方这么一种印象。

在这种印象的影响下，4 年以后，
2016年12月，我和老伴来广西玩儿，事
前确定行程时，尽管必须在南宁停留
两三天，参加 2016 亚洲邮票展览的相
关活动，但却根本没打算在这儿多呆，
此行的重点，放在了号称山水甲天下
的桂林，以及同样声名显赫的阳朔。
这两个地方，我已经去过两次，不过还
想再去，老伴儿则是一次也没去过，更是
一定要去。

不过，到达南宁以后，先是市区里的
南湖公园让我们眼前一亮，接着又听当
地朋友介绍说，距市区不远有一个青秀
山，景色也非常不错，不去一下有点儿可
惜，于是临时决定推迟一天前往桂林，12
月4日去了青秀山。

好大的一座青秀山，好美的一座青
秀山，短短一天时间，哪儿能玩得尽兴！

给家人发微信，传过去好多照片，并附言
道：“爱南宁，因为青秀山！”但第二天，却
只能依依不舍地去桂林了。不过这也
好，再来南宁又多了一个理由——另一
个理由是，尽管两次来到这个城市，却不
曾感受据说是美不胜收的南宁国际会展
中心的璀璨夜景。

距南宁市区不过10公里之遥、且公
共交通非常便捷的青秀山景区，座落在
邕江之畔，面积是13.54平方千米；而我
们西安市城墙以内的面积，是11.32平方
千米，两相比较，你说这个景区大不大？
地处北回归线以南，受海洋气候调节，属
亚热带季风气候的这个地域辽阔的景
区，阳光充足，雨量充沛，少霜无雪，六千
多种植物在其中蓬勃生长，游人来到这
里，举目皆绿，再加上开发的尺度拿捏得
当，有限的人工建筑不曾影响到大自然
的生态之美，山野之气洋溢在空旷的天
地之间，加之山不高（最高海拔不到300
米）、坡不陡，道路（包括车道和人行步
道）的等级又都相当高，我和老伴儿沿着
平缓的山路信步前行，也有几段路程，乘
坐了园区内的交通车，在旅游图上拣自
己喜欢的景点去玩儿。

半山腰处，有一块好大、好大的草
坪，可以任人在上面行走、嬉戏，我们安
坐于斯，久久不想离去；另一处，则有一
汪清澈见底的湖水，坐在湖边的石头上
晒太阳，心中洋溢着难以言状的安宁和
舒适。就这样，在景区里行走、游玩了六

七个小时，两个七十大几的老人，竟丝毫
没有疲惫的感觉。回到酒店，在网上搜
索，找到了一段显然是景区自己发布的
推介文字，说他们那儿是“山峦起伏，群
峰叠翠，泉清石奇，素以山不高而秀，水
不深而清著称”；写得真好，没吹牛！

青秀山景区里的自然景观和人文景
观，大大小小有50多个，简单说一说其中
的两个吧！

第一个是苏铁园。苏铁，民间俗称
铁树，是地球上现存最古老的种子植物，
被称作植物里的活化石。苏铁的起源可
以追溯到大约3亿年前，在侏罗纪时代达
到最盛期，曾与恐龙一起称霸整个地球，
可现在，已经是必须倍加珍惜、精心保护
的濒危物种了。2012年我来南宁考察文
化时，也曾来到这个苏铁园，但只是路过
时的短暂停留、拍了一张照片而已。

这一次则不然，我们在这个面积达
100多亩，汇聚着50余种、上万株苏铁，
其中树龄千年以上者即有近百株的园子
里，呆了半个多小时，找到了那棵高寿
1360多岁的苏铁之王，郑重与其合影，一
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惊叹、敬畏、尊崇之
情，在心中升腾！在民间，历来把铁树开
花视为难以见到的稀罕事，可青秀山苏
铁园里，好多株铁树同时开花的事，几乎
年年都有出现，好像不是什么稀罕事；不
过仔细想想，上万株铁树每年才有几株
开花，概率的确很低，仍然是难以见到的
稀罕事！

另一个是雨林大观。
雨林，是甚多的雨量所促成的森林

类型。雨林依位置不同，分热带雨林和
亚热带雨林等种类。在赤道经过的非
洲、亚洲和南美洲，都有大片的热带雨
林。充足的雨量、湿润的气候，保证了树
和其它植物的快速生长；同时，树和多种
多样的植物，也为雨林中的成千上万种
生物提供了食物和庇护所。我曾通过视
频，见识过南美洲热带雨林的雄阔和壮
美，真是让人向往不已！至于亚热带雨
林，大多分布在南、北纬10度之间的迎风
海岸，其气势比起热带雨林来，可就是小
巫见大巫了。

青秀山景区里的雨林大观于1998年
建成，占地500多亩，物种繁多，植被层
叠，拥有各类植物 200 多科 2500 多种
300多万株，尽管是一个人造的玩意儿，
但也依稀有那么一些雨林的模样。年过
古稀的我，自然是无缘同天然雨林亲近
了，那么，在青秀山的雨林大观里，漫步
几十分钟，也算是聊胜于无吧！

一晃6年过去了。近3年来。由于
疫情捣乱，别说再去南宁、再游青秀山
了，连省内的市、县，也不敢轻易前往；
那就在电脑上阅读过去的旅游文字、
旅游照片吧，此之谓古人所说的卧游，
同样算是聊胜于无。刚刚，与 2016 年
12月 4日南宁青秀山的一组留影不期
相遇，6年前的美好记忆遂涌上心头。
是为记。

亲爱的老朋友：
见字如晤，展信舒颜。
首先，我要先祝贺一个三十岁

的老朋友生日快乐，这是今天的主
题。这段日子里，我一直在纠结该
是一份怎样的生日礼物才显得特
别又有心意呢，几番思量后我决定
给你写一封信吧。

这不是我第一次给你写信了，
时至今日，我仍清晰地记得当年第
一次写信给你的情景。那是二十
年前，我在商洛公路局下属的厂队
从事工程试验工作，常年驻扎在施
工项目部，工余时间常埋头灯下，
写出一篇篇小文章，带着敬畏感贴
上邮票寄给你，一旦被刊发，就会
欢欣鼓舞。虽然都是些小豆腐块，
但足以慰藉那些孤独漫长的夜晚。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
电脑、手机都是奢侈品，更别说网络了。那时候邮政信件业
务还很繁忙，通信完全靠手写，想要看到新鲜的报纸对我而
言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道路畅通的情况下，每隔一周左右
才会有厂部的同事送物资，顺便捎带来一些报纸。那一年是
312国道改扩建，我们的项目部临时驻扎在武关道班，收不
到报纸，我就给编辑部写了一封信，如实告知身处道班看不
到报纸的遗憾。没想到过了一段时间，真有报纸寄到道班，
那是一个牛皮纸大信封包装的，厚厚的一沓集合了几期的
《陕西交通报》。捧着你，我的心情难以描述，狂喜之外更多
的是感动，一个基层职工的小小诉求被编辑部重视并立即兑
现让我感动不已。我把你贴在胸口迅速跑回道班，把这些报
纸郑重地一张一张分发到每一个工友手中。

每逢出刊日，我就会急迫地在一堆叠放的报纸中翻找
你，那份期待至今回想仍清晰如昨。一版登载的行业新闻、
行业动态对我熟悉工作、开阔视野非常重要；二版、三版的安
全生产、经营管理、党建文明、行业风采等内容成为同行之间
借鉴、学习、交流的天地，我在你这里学习揣摩优秀通讯员的
写作方法，和工友们一起了解其他同行的新技术、新工艺，感
动于他们的勤劳与奉献；而拜读四版副刊则更像是赴一场盛
宴，细读慢品一篇篇精美文章，不想漏掉一个字。你刊登的
精短小说、散文、诗歌及其它题材的文字，是洒进基层职工庸
常日子里的一束光，照亮了我和工友们寂寞的生活，陶冶了我
的情操，升华了我的思想。在你这里，我也“认识”了许多本行
业的知名作者，读他们的文章，亲切、朴实、接地气，就像是听
娘家人聊工作、唠家常，我想的她能理解，我说的她都包容。

有一次在项目部参加周例会，有个环节是好文分享，那
次我分享了商洛公路局党办主任杜会琴发表在《陕西交通
报》的一篇《泪飞飞》，那篇文章写得真好，朴实无华，字字真
情，文章中写到的很多人物就是我身边的工友，他们的故事
在场的每个人都有相同的经历。当时恰逢五一，分享文章之
前，我简短地介绍了作者并多加了一句话：“谨以此文献给劳
动节奋战在施工一线的建设者们”。当我动情地读完文章，
会场一片寂静，大家仿佛有所触动，不知谁带头，会场想起了
热烈的掌声。我想，那掌声不仅是送给文章的作者，更是送
给建设者自己的。普通一线职工的奉献被看见，被肯定，被
颂扬，他们内心是感动的。那一刻，我知道，是你承载了记录
与传播的使命，让很多平凡的一线职工热爱着自己的职业，
找到自己工作的价值感和认同感。

三十年，于人是而立之年，可于你而言，则是成长之时。
在而今这个通讯发达、日新月异的时代，就这样做一股清流
吧，因为你的坚持，让许许多多平凡的我们，仍然愿意用一腔
赤诚的文字述说我们对这个职业的情怀与热爱。

纸短情长，书不尽言，祝福我的朋友一路向前，越走
越远。

你的一位忠实读者
2022年11月11日

（作者供职于陕西华通公路工程公司）

时间如同沙漏，不会停止流逝。光
阴中的故事，总似一幅储存久远的画卷
一般，会在人静静的回忆中随着思绪的
飞扬，慢慢被打开……

在我的相册里，珍藏着一张三十多
年前的照片，这是一张祖父和我们七个
兄弟姐妹的合影。照片的中间位置，是
我的祖父。他的周围是我哥和我，还有
三个堂哥，一个表哥和一个表姐。我是
最小的那个，所以就蹲在祖父正前方的
脚下。每一次看着这张照片，那些记忆
中的往事就会带着我回到从前。

当年的我们，最小的我也只有九
岁。在祖父的膝下，我们是一群快乐的
孩子，没有优越的物质生活，却能够有滋
有味地品尝到生活中的乐趣。

在祖父的房间里，我们一起写毛笔
字，一起背诵古诗词，还给在外地工作的
大伯父写信。我们从一起写的毛笔字里
挑出写得最好的，和最先背过古诗词的
一起分享奖励。奖励是祖父买的花生或
者点心，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有份。只是
祖父用了不同的方式，既鼓励了我们，又

不动声色……而我们一起写给大伯的
信，也会被祖父不分彼此，都装进一个大
号的信封里，写上收信地址和大伯的名
字，贴上邮票，投进邮箱。过不了多久，
我们就会收到回信，大伯寄回的信里有

对我们这些孩子殷切的期望。那时候的
信件，是亲人之间传递感情的最常见的
方式。

街道的集市上有一家老字号的油糕
店，店主的年龄和我祖父相仿。他家的

油糕是炸出了声望的，总是生意兴隆的
场面。那时候，会有秦腔剧团的著名演
员在街道中心位置的戏剧院演出。祖父
带着我们去看秦腔戏，给我们买上那家
老字号的油糕。现在想起来，就好像如
今的电影与爆米花，堪称绝配。懵懵懂
懂间，我记住了许多秦腔里的戏词和剧
情。不知不觉中，这些看似日常的东西
已经融入了我的血液，即使如今往事不
再，也依然熟悉。

那时候我家还没有电视机，但不缺
报纸。祖父订阅了《陕西日报》，我总会
跟着他看那些报纸上的新闻，听他唠叨
着那些关乎民生的话题……如今有了互
联网、手机微信，新闻随时随地可以获
取，亲戚朋友之间想要聊天也可以视频，
写信的时代更是不复再见了。对于今天
的孩子们来说，写信，大概是他们眼中维
系情感较为陌生的方式，他们无法体会
和想像在我们当年成长的时光里，那些
如同传奇故事一般的寻常琐碎。而这样
的琐碎于我，都已成生命的注脚，与我难
以分割。 （作者供职于富平公路段）

那年夏天，麦黄瓜熟，刘启科以全县第一
名的成绩，考上了县里唯一的高中。让娃继续
上学好呢？还是进城打工好呢？启科他爹刘
岁锁没了主见，在地头蹲了三天，脑仁就像地
里的大西瓜，沉甸甸的。

两天后，一群亲戚不请自到，围坐在门口
的柳树下。村妇女主任锁琴姑，像干部那样干
咳一声开了腔：“这年头大学生都不包分配了，
咱农村娃上高中能有啥出路？何况咱家这条
件……”再看岁锁叔，在树下抱头圪蹴着，花白
的头发上落满了柳叶。

锁琴姑再次干咳一声，语重心长地说：“你
看！他锁定伯家建科，学了厨师，去年在陈仓
大饭店掌勺了；他锁怀叔家栓科，去南方当保
安，把媳妇都找好了。岁锁，咱少受三年熬煎，
趁早给启科学个手艺，成家立业才是正主意！”
人群中，锁定伯、锁怀伯用近乎优雅的姿态啃
着西瓜，似乎要用心头的坦然和神情的安逸，
肯定锁琴姑的远见卓识。

“姑，听我说两句。”一个清瘦的少年端着
一盘西瓜走来，咧嘴一笑，细长的眼睛、细白的
牙齿放着光，正是“小秀才”刘启科。“我登科哥
说，咱中国加入WTO了，马上就是经济大发
展、知识大爆炸的时代，上大学、干大事不再是
农村孩子难以企及的梦，他还给我申请上了希
望工程助学金。要不，教我给咱上一学期试活
一下，不行再退学，到建科哥那儿打下手去！”

登科哥，说的是县中学副校长刘登科，村
里唯一的大学生。锁琴姑对登科哥什么欧、大
爆炸无力辩驳，但仍心有不甘，把目光投向旮
旯里的岁锁叔。

岁锁叔拂去头上的柳叶：“那就让娃试活
一下，我身子骨还硬棒，再供娃几年碎碎个
事！”话音一落，众人相继散去，留下满地西瓜
皮和锁琴姑的嘟囔：“这爷俩都没主见！”

三年后的夏天，麦粒清香，瓜大水甜。岁
锁叔在地边磕了磕烟袋，对晒得黝黑的启科
说：“听你锁琴姑说，考完试要报志向哩……”
启科一笑道：“爹，那叫报志愿。”“那你报了
没？”“报了！”启科还想说些什么，但岁锁叔转
身摘瓜去了。

回家后，登科哥坐在堂屋里，白净的脸上
挂着怒意，眼镜片、白衬衣全被汗濡湿了。“启
科，报志愿是大事，也不和我商量！你这个县
文科状元，上西京大学也绰绰有余，为何要申
报陈仓师范学院英语专业？”启科正色道：“哥，
陈仓师范学院过联系我，动员我申报免费师范
生，学费全免、还有生活补贴！你就教我给咱
试活上一学期，不行再退学，考西京大学去！”

岁锁叔大致听懂了二人的对话，眼角湿
了：“都怪我和他娘没本事，耽搁了娃的前程
啊！”登科哥释然一笑：“岁叔，启科做得对，你

以后就知道了。这娃有主见哩！”
入学后，英语系状元刘启科，在院方的精

心培养下，开启了他的开挂模式：学科成绩全
优，各类最高奖学金拿了个遍，娘的药钱、爹的
种子钱，全被启科“承包”了；学院组建文学社、
校园BBS、英语角，启科分别用笔名“琪轲”、网
名“契科夫”、英文名Zico，在这些领域“试活了
一下”，便成了全院的风云人物；学院运动会，
令人生畏的万米跑项目鲜有人问津，启科又

“试活了一下”，便一举打破了校记录，还代表
学院参加了省大运会。直到有一天，启科的

“试活一下”，让所有人捏了把汗。
那年十月，陈仓市作为国家西部大开发战

略的重点地区之一，争取到世界青年企业家论
坛的承办资格。年轻有为的潘市长信心满满，
在筹备会上说：“既然是青年人的盛会，就应该
让青年人多出彩。欧阳院长，大会的翻译和礼

仪工作，就交给你们陈仓师范学院的青年才俊
了！”忧心忡忡的欧阳院长刚回办公室，学生会
主席刘启科便推门而入：“院长，大会翻译这
事，教我给咱试活一下！”

大会盛况空前，一切进展顺利。最后一
天，肤色各异、兴高采烈的各国企业家们济济
一堂，听取潘市长的答谢辞。启科西装笔挺、
气定神闲得端坐翻译席。会场上，除了欧阳院
长，还有一个人为启科悬着心。那就是大会首
席礼仪、英语系系花、学院院花柏佳颖。因为
她知道：潘市长讲话从不看稿，尤其擅长即兴
演讲。

神采奕奕的潘市长出口成章：“陈仓古地，
人杰地灵，南依巍巍秦岭，北衔滔滔渭河，乃
中华青铜器之乡！”当潘市长把目光投向启科
那一刻，欧阳院长额头见汗，柏佳颖甚至悄悄
捂住了嘴。他们深知：这洪钟大吕般语句，直

译不难，但很难让外国友人们get到其中的气
势和意蕴，故而更难出现预期的互动、热烈的
共鸣。

启科微微一笑，一口标准的伦敦腔里，不
带一丝火烧寨口音。译文再译后，大意如下：

“陈仓是一座古老而美丽的城市，南边有高高
的秦岭山脉，北边环绕着长长的渭河。更令人
骄傲的是——这里的地下埋藏着古代的青铜
器。你知道这些青铜器有多长的历史吗？
You guess！”

各国青年企业家们的好奇心被点燃了，纷
纷抢答“200 years！”“500 years！”“1000
years……”待会场安静下来，启科细长的眼睛
里放着光：“no！Five thousand years！”顿
时，会场里各种woo、great、oh my god此起
彼伏，继而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还有人用带
着卷舌音的中国话喊道：“我爱陈仓、我爱中
国！”刚刚还一脸困惑的潘市长笑了，起身向会
场的嘉宾们致谢。欧阳院长、柏佳颖也笑了，
直到拍疼了巴掌。

一年后，启科顺利毕业，留校任教。三年
后，陈仓师范学院改名为陈仓大学，并与韩国
首尔大学结为友好学校。再三年后的中秋
夜，欧阳院长摆了家宴，为陈仓大学、首尔大
学联合培养的首届博士毕业生刘启科接
风。启科爹娘、登科局长来了，柏佳颖也受
邀出席。

醇厚劲爽的西凤酒最能给人壮胆，两腮泛
红的启科说：“佳颖，这些年我忙于求学、你忙
于教学，现在都单着呢，要不咱俩也……”

话音未落，佳颖气哭了：“你还要‘试活
一下’吗？我都等了整整七年了，为谁呢？”
在众人的笑声里，启科娘轻抚着佳颖的秀
发：“都说科科娃有主见，其实咱佳佳才更有主
见哩……” （作者供职于宝鸡分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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