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读 书

岁月笔记本朝花夕拾

地 址: 西 安 市 高 新 区 唐 延 路 6 号 北 办 公 楼 3 层 东 陕 西 交 通 报 社 邮 编:710075 电 话:(029)88869290 承 印: 陕 西 日 报 社 第 二 印 刷 厂

20222022..55..1010 星期二星期二主编主编 向晖向晖 邮箱邮箱：：sjbsjb44b@vip.b@vip.163163.com.com 电话电话：（：（029029））8886929188869291

 
























 

诗意人生

～～～～～～～～～～～～～

我村近山沟，山环水抱自然条件得天独
厚，包产到户后，土地被家家户户种到边缘
还嫌不够。夏收有早晚，还没等碾完场，附
近成群结队收完麦子的塬上人，就浩浩荡荡
地冲来我村后山去拾杏核卖钱，这大大增加
了村里人的紧迫感。山里杏树特别多，运气
好了每人一天能拾上半蛇皮袋杏核，无论是
干了卖杏核还是砸了卖杏仁，都能有二三
十块钱的收入。每到这时，村里人都起早
贪黑不肯浪费一天时间，好赶紧收完麦拾
杏核去。大家都想把光景过到人前头，你
追我赶。

记忆最深的是只要不用下地干农活，母
亲准会按父亲要求一大早收拾好干粮、水
壶、鋬笼和蛇皮袋子，打发我们赶早向深山
进发。

远离村落，初夏的山林非常幽静，燕雀
在头顶的树枝间来回飞舞，弄得露水不时滑
进脖颈。没膝的蓑（suo）草在眼前铺排开
一个油油的绒毯，那绿色被太阳光照得明丽
起来，伸手拨弄，顶尖的露珠就会顺着草茎
滑落，留下一道透亮的印痕。矮草刷着脚
踝，在布鞋面上留下湿漉漉的泥印。

大约走出五六里就到了一处山脊，父亲
得意地朝远处灌渠边一片杏林奔去，我们将
信将疑。谁知近前，那一簇簇果实就把我们
惊到了，有金黄的、有半红半黄的，还有半黄
半绿的，黄的通透，红的娇羞，绿的青翠。那
些杏子们或三五成串、或独占鳌头，似宝石
似珠串，个个在夏阳里顾盼生辉。摘一颗凑
近鼻翼，沁心的甜鲜瞬间窜入喉咙，让人垂
涎欲滴，小撮一口，味蕾便被唤醒，生出满满
的津液来。父亲告诉我们，杏树喜光耐旱抗
寒，春天花期最盛时他就留意到这里，现在
向阳处已落果了。父亲先摇一摇杏树，再走
近看，果然满渠金灿灿一片，活像一条缎带
沿高处铺排下来。两岸成熟的山杏已滚落
到地势低矮的渠间，堆积起厚厚的一层。我
们兴奋地冲进那金黄里，把双手伸进杏堆
里，一颗接一颗剥出杏核。每到这个时候，

父亲都会给我和妹妹讲故事听，讲他16岁
到天安门接受毛主席接见时的激动、讲红卫
兵大串联一路的见闻，也讲三国和水浒的故
事。待这一处杏核拾完已到中午，顺着灌渠
下到河道颇费周折，河谷湿滑，父亲把鋬笼
摁进落叶和湿土里，一步一步向下探路，叮
嘱我和妹妹当心。好容易才能找到一处干
燥地午餐。这时候，糊到指头上的杏肉也
干了，抬手入口竟是甜丝丝的味道。吃完干
粮父亲把杏核收集起来驮在背上，我们又开
始兴冲冲地翻山越岭，奔向下一个去处。

太阳下山前，父亲打包好一天的收获。
刚摘的鲜杏放到妹妹的鋬笼里带回去全家
吃；干净点的杏核装一些到我的鋬笼里替他
分担负累；其余的杏核收到蛇皮袋子里扛在
自己肩上。回家的路总是轻盈，父亲会用最
短的时间估算当天的收获，计划着卖完杏核
给妹妹买双雨鞋给我买支钢笔，给家里添置
几件像样的农具或其他。我跟在父亲身后，
眼见蛇皮袋子里杏核上粘稠的汁液一点点
濡湿他的肩背，那汁液混着父亲的汗水，顺
着衬衣的后襟一滴一滴地滑落，在地上留下
匀称的褐色斑点。

拾杏核是每年暑假最快乐和有成就感
的事，我丝毫不感觉苦和累，但也有过担惊
受怕的经历。

记得那天霁雨初歇，太阳像憋了很久似
的，突然光芒四射。我们沿西沟一路进山。
到杏树林要穿过一处草滩，荒草几乎要盖过
我和妹妹头顶，父亲在前面用镰刀开路，我
跟妹妹紧随其后。大约用了半个多小时时

间，我们才汗流浃背地穿过了那片草滩。刚
近杏树，父亲回头说了声“歇一会儿”，还没
等我把蛇皮袋子在树下阴凉地铺开，父亲
就倒在了我脚下，吓得我和妹妹大呼小
叫。父亲说头晕躺一会儿，便不再作声。
我和妹妹把父亲挪到树荫下的袋子上，心
也跟着跳到了嗓子眼。妹妹瞪大眼睛盯着
我，我的视线也丝毫不敢离开妹妹，怕一不
留神她哭出来。

暑湿随着阳光照射一浪高过一浪扑面
而来，四周弥漫着暴晒后旷野的草腥味。远
处崖头上乌鸦的嚎叫淹没了近处鸟雀的叽
叽喳喳，让我觉得头皮发麻。妹妹突然望了
望我，蹲下身抚摸起父亲的额头，怯怯地靠
过来说：“我想给爸喝口水。”我俯身过去，看
见父亲的喉结来回动，便跪下去试图把父亲
的头抬高一点，可怎么也搬不动。妹妹把铜
水壶凑近，水却沿着父亲的耳根流到了我的
膝盖上。父亲就那样有气无力地躺着，我和
妹妹护在左右。阳光从树枝的罅隙里漏下
来，在杏树下亮起斑驳的光点。鸟雀从一个
枝头跃向另一个枝头，抖落的杏子打在身后
的草丛里沙沙作响。我人生第一次体验了
恐惧和无助。我既不敢盯着父亲苍白的脸
又不敢盯着妹妹惊恐的脸，就故作镇定地起
身把我们的鋬笼和干粮挨个整理一遍，问妹
妹要不要吃干粮。看见妹妹眼里转动着泪
花巴望着我，我别过脸说：“没事，爸累得很，
睡一会儿就好了。”

那一刻，我心里生出些埋怨，第一次感
觉山里一点都不好，抬头只能望见巴掌大的

天，看不见山顶也看不见河谷，更看不见出
路。但当我盯着脚下的土地，抓起一把泥土
放在眼前，那掺杂着落叶的土里隐约有生物
在蠕动，凑近鼻翼，泥土的芬芳和着生命的
气息扑面而来，我心里突然又踏实了起来。

约莫一小时后，父亲微微睁开双眼，他
双手搓了搓脸，坐起身喝了口水，说自己好
多了。望着父亲的脸，妹妹“哇”地一声扯
开了嗓门，哭着要回家。父亲摸摸妹妹的
头，说他刚才可能是中暑了，现在没事了。
他带我和妹妹又翻过了一个个山头，我们满
载而归。

太阳下山前，我们赶回了家。远远地就
看见母亲已在村头候着了，父亲嘱咐我俩，
回家后谁也不许再提中暑的事。（作者供职
于宝鸡市秦龙运输集团有限公司）

我的老家罗窑村，距离洛南县城三十多公
里，位于秦岭原乡禹平川腹地，村名由最早居住
村民罗姓起名。听老辈讲，几百年前，罗姓的先
人逃荒，从潼关翻越秦岭后沿河而下，在这里停
下疲惫的脚步，鲜美的野菜驱走饥饿、甘甜的禹
平河水解除干渴、而半山腰的山洞就成了他们遮
风挡雨的家，他们沿用老家的习俗，把洞叫“窑”，
从此就有了罗窑村。几年间，他们用农闲时间，
修筑出了一座瓦窑，利用后面山坡丰厚的土层，
烧制砖瓦，修筑房屋，山洞只有在躲匪患时才回
去。后来，虽然逃荒来的人越来越多，但地名仍
就沿用，烧制砖瓦的手艺也被传开，成为罗窑村
人谋生之道。良好的土质和精湛的手艺，使罗窑
村的砖瓦扬名禹平川。慢慢的，人们便把村名中
的“窑”联系到砖瓦窑的“窑”，知此“窑”而忘彼

“窑”。
“文革”时期，烧制砖瓦被迫停了，瓦窑也被

闲置，村名也被冠以具有政治色彩的“红卫大
队”之名，一直到一九七八年后才恢复罗窑村
名。改革开放，一度闲置的瓦窑又火了，忙完农
活的人们，重抄旧业烧制砖瓦搞起第三产业。当
第一缕春风吹来的时候，窑工就爬上后山的十多
米高土塬，开挖砖瓦土料，将其打碎至拳头大小
土块，用笼担挑到自家门前场子堆积。一般一窑
砖瓦需要近千担土，都是窑工一担一担挑下来
的。等到天气炎热时，将土匀开晒干，全堆浇水
渗（方言读nin）透。接下来踩泥，一般都是由几
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挽起裤腿、排着队，一脚挨
着一脚的来回踩踏，直到踩和成泥，然后叠成泥
墙。开始制作瓦，用铁弓将泥墙削成1厘米厚的
泥层，用手轻轻地拾起围在瓦模上，用瓦拍轻轻
拍打使泥坯薄厚均匀，将多余的泥胎用木尺刮
去，摆在平整的场子上晾晒微干、套罐敲打整形、
再划分晒干分片，储藏在干燥的地方。

冬闲时，窑工们又进入最后的“烧瓦”，这是
最苦的一道工序。窑工们将瓦装进窑里，封好窑
门，用早已收集来的柴草开始烧窑，一般烧窑要
经过七天七夜，村里人也像过事一样，过来帮忙
烧窑，没事的就会围着火堆，男人抽着烟说着外
面的新鲜事，女人们话着家常纳着鞋底，小孩围
着瓦窑戏耍。

开窑那天，村里人早早聚集在窑前，在鞭炮
声中窑工们打开窑门，将烧好的瓦从窑里抱出
时，那青蓝的瓦色、脆响的敲击声，显示了窑工精
湛的火候，买瓦人是当仁不让，将车开到窑门口，
先交钱后装瓦，生意成交。村里人也不闲着，帮
忙抱瓦装车，收获的喜悦写在人们的脸上。

砖瓦成了罗窑村的招牌，“窑”的知名度进一
步提高，人们的生活改变了，但前后山以及周边
的树木被砍光、村子大块的土地消失了，雨天村
里到处流淌着泥水。看着这些，罗窑村人认真反
思，狠下心放弃烧制砖瓦技术外出创业，“窑”渐渐
淡出在人们的视线。遗弃的瓦窑在暴雨中垮塌被
拆除，经历百年的瓦窑从此消失，罗窑村也从此无

“窑”了，但村名中的“窑”字却保留至今。
今天，当你站在村子前洛潼公路上，回望着

美丽的小乡村和周围绿荫覆盖的青山、清莹透澈
的禹平河，罗窑人会为你讲述罗窑村的故事，用
亲身经历诠释“青山绿水才是金山银山”这一时
代理念。山腰的窑洞还在、“罗窑村”还在、罗窑
村的故事也将会代代相传。

（作者供职于洛南公路段）

古语云“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母爱应
该是这人世间最伟大、无私的爱。

打我记事起，母亲给我的印象就是无所不能
的，不管什么时候，身在何处，无论伤心的、痛苦
的，还是快乐的。只要喊一声“妈妈”，母亲就会
出现在我的身旁，让我偎依在那温暖的怀中。

小时候，喜欢和小伙伴玩到很晚才回家，但
每次回家总会有热腾腾的饭菜。那时候觉得母
亲好厉害，竟能每次都能算准我回家的时间。直
到后来才知道原来是妈妈把饭菜热了又热。只
为让我吃上一口热饭。每次做错事想着要挨骂
的时候，等来的却是母亲温柔的谅解和教导。记
忆中，母亲似乎总是能满足我儿时所有的想象与
快乐。当然，母亲也常常为了忙碌的工作而遗忘
了我快乐的假期，不能陪伴我，那时候，我会对母
亲有一肚子的埋怨。

渐渐的，我长大了，有了自己的朋友和同事，
不知不觉中不再期待和需要母亲的陪伴，甚至不
耐烦母亲的声声叮嘱，偶尔草草应付了事都会觉
得疲惫。

直到后来我做了母亲，长成了她的样子。我
才忽然意识到，原来自己已经错过了她为我健康
长大而操劳的样子；错过了她为那个家幸福安康
而忙碌的样子；也错过了在我忙碌时她面对一桌

年夜饭而独自流泪的样子……我所从事交通事
业，逢年过节是最忙的时候，每次打电话给母亲
的时候，她总会说：你忙就别回来了，我和你爸都
好。我知道，她的宽容只是为了让我更安心地打
拼奋斗。

我的母亲很普通，但也很伟大。
是她，惊艳了我的时光，却白了她的头发。

（作者供职于绕城分公司绕北管理所）

“人，即使活到八九十岁，有母亲便可以多少
还有点孩子气。失了慈母便像花插在瓶子里，虽
然还有色有香，却失去了根。有母亲的人，心里是
安定的。”这是老舍心目中母亲的样子，不管你到
了人生的哪个年龄阶段，母亲永远是心中最温暖
的牵挂，只要有她家就在，也不管走到了哪里，有
了母亲，心便有了一份安定。

童年时，对母亲只是一种依赖；青年时，对母
亲或许只是一种盲目的爱；或许只有当生命的太
阳走向正午时，才会对母亲有了深刻的理解和爱。

母亲很喜欢养花。记得没搬家之前，她在老
屋的院子种了许多的花，有牡丹、月季、海棠、玉
兰、茉莉等等，每天精心呵护着它们，欣赏着它们，
看着它们成长，总说养花可以陶冶人的情操。每
到夏天，就会吸引好多五颜六色的蝴蝶满院飞舞，
我就会和邻家的小伙伴在院子逮蝴蝶，玩的不亦
乐乎。

母亲有一手好厨艺。小时候，我总是很顽皮，
常常玩到累了、饿了才想到回家，那时候，耳边总
能响起起母亲喊我回家吃饭的声音，而我只要一
闻到母亲的饭香味就会疾速回家。母亲特别喜欢
看我吃饭很香的样子，长大后，在我过生日时，她
总会做上一桌饭菜为我庆祝生日，满桌儿时最熟
悉的味道，成为我生日最幸福的收获。工作后，与
父母相伴的时间越来越少，总是错过很多重要的
节假日，每当我打电话表示歉意时，他们总是反过
来安慰我，要我好好工作，不要担心家里。每逢休
假前，母亲总是会提前打电话问我想吃什么。尽
管永远都是那几道简单的家常小菜，但那就是母

亲的爱。对我而言母亲做的饭菜不仅能饱腹，更
像是一种治愈的良药，在我沮丧、迷茫时，都会被
这带着烟火气息的温暖融化掉。

时间如一指流沙，在指尖上流淌，我从什么都
不懂的孩子，变成了有了自己孩子和家庭的大
人。但是在母亲眼里，我永远都是长不大的孩子，
时而任性，时而撒娇，她总是事事要为我考虑周全，
总说我是照顾不好自己的粗心人。尽管我总是把
最开心、最快乐的事情讲给她听，她却总能看穿我
生活的不易和艰辛。

不知不觉间，母亲那美丽的芳华早已逝去，蹒
跚的步履，布满皱纹的容颜，染成白霜的青丝，所
有一切都在她身上留下了岁月的痕迹，看到这些，
我的心中总有莫名的心酸。

龙应台在《目送》中写道：“所谓的父女母子一
场，只不过意味着，你和他的缘分就是今生今世不
断地在目送他的背影渐行渐远。你站立在小路的
这一端，看着他逐渐消失在小路转弯的地方，而
且，他用背影默默告诉你：不必追。”其实，很多
时候，长大的我们只一心在天空自由翱翔，从未
回头张望过他们，当某一天目送时，你会发现为
我们撑起一片天遮风挡雨的他们已经老了，他
们用佝偻的背影告诉你“不必追”时，心中会是何
种滋味呢？

生活历尽千帆，或许你过着安定幸福的生活，
又或许你一路走来颠沛流离，还未曾实现梦想，但
也要记得常回家看看，看看抚养你长大的母亲，多
陪陪她拉拉家长里短。

（作者供职于西延分公司铜川管理所）

因为书的作者是女子，她的年龄和我差
不多，并且她的性格温文尔雅，温暖阳光。
我是在被她每一段像日记一般的记录视频
所吸引，继而网购了这一本名为《徒手打造
一座园子》的书，书的作者叫刘娟。

开始田园生活，打造出了一个有规模的园
子，并且历时七年，一直没有改变过初心，逐渐
活成了自己想要的样子。这些都是这本书中
向大家分享的内容。从田园的选址、规划到建
设、装修，抛去都市喧嚣，远离人世纷扰，读
书、写作、种地，是作者的理想和如今的生活
状态。辞掉了一份待遇优渥的工作，一切从

“心”开始，种地、写字。居然有人可以这么
不惧自己的年龄、处境、以及对前路的无法
预测而做出一个选择。她的内心该是有多
么的强大；而她对自己所执着偏爱的事情又
是该多么的想要坚持。“心无旁骛地去做一
件事情，两年时间，足可以看出这件事情是
否能做，并且能做到什么份上。但你如果不
开始，就永远不知道将来是什么模样。”作者
这样说。

田园建设是一个看似风生水起的过程，
其中的一些艰辛与不易，不亲力亲为是无法
体会的。而作者刘娟用她每一天的经历，一
点一滴的铸造出了一个美丽的田园。于她
而言，一只落在树上栖息片刻的鸟儿，一棵
奋力生长的树，一株黄瓜和豆角，一排篱笆
墙上的牵牛花，都是生命中的故事。走进书
中的“田园”，一切都是充满了生命力。我看
着田园中发生的每一件事，既平凡又温馨；
既让人设身处地，犹如身居其中，又让人万
分向往，甚至迫不及待的想要再看看，后面
还有什么有意思的事情发生。其实书中的
情节并不是多么曲折离奇，只是主人公的立
场永远是一种热爱生活的寻找中，寻找人生
的价值，收获其中的喜悦。

建一座小木屋，置身其中，周围种下二
十多种蔬菜，一切都是绿色的，连那一段时
间都是绿色的；刚出土的菜苗可以让人蹲在

那儿看许久；蝴蝶的颜色、麻雀和喜鹊筑的
巢也可以写出焕发生机的文字；一次平常的
运送中竟然也有着暖人的理解；建一座园子
困难重重，很多时候都是在被“上课”，因为
社会这个大课堂里面有形形色色的“老
师”……在该种植的时候种植，该收获的时
候收获，该发现的时候发现，有序进行着园
子的建设。雏形的园子也是一个阶段性的
进展。黄瓜和豆角，甜瓜和蘑菇，谷子和半
夏，白菜和冬瓜，番茄和南瓜……所有的庄
稼没有任何关联，却是因为整天生长在一
起，而有了可比性。发芽、生长、开花、结果，
各有各的特色，相互比较之后，就像性格不
同的人，有着不同的生活方式。野草也可以
当花养，西红柿的果子可以是青涩的，枣树
可以在夏天发芽。只要是抱有希望，就总会
有着惊喜。

“我做的是向大自然索取的事情，不能
贪，不能嗔，需时时心存善念，怀有一颗感恩
之心，大自然才可能给予我它所珍视的。”这
是书里最让我心动的一段话，“我的田园”在
书中。一本书已经阅读完毕，其中并没有大
道理，只有小事情，小感悟。还有就是——
有些事情不必等到万事俱备，才开始去做。
循序渐进，在过程中的经验积累起来，也是
一笔价值不菲的财富。

（作者供职于富平公路段）

母
爱
的
温
柔

■
崔

静

我的时光 她的白发 ■ 赵 蓓

真
挚
情
怀

风柔柔的
不寒不燥
午后灼热的骄阳
在夜幕降下时
落入青冥深处

万家灯火的空隙里
黑夜寂寂如漆
一颗叫不出名字的星
闪烁着
似调皮的精灵
眨着眼睛

我说，你看它好亮啊
可惜只有一颗
才不是呢！你看这边
儿子不屑地回应我
我转头
望向身后的夜空

那么多星光闪耀着
一颗，两颗，三颗……
已数不清
原来有时候
转身便是繁星辉映

（作者供职于华阴公路段）

罗窑村

的故事
■ 杨永宏

晚
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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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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峰

书 中 的 田 园
■ 李晓静

拾杏核 ■ 刘小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