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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家走笔

真挚情怀

沿终南山一线，有几个国家级的森
林公园遐迩闻名。太白山森林公园以山
显赫于世，楼观台森林公园靠道家老子
炫示天下，而新挂牌的国家级黑河森林
公园则尊水为名。

有了水，森林公园就有了无限生机，
上善若水嘛！你不得不赞叹选黑河为森
林公园的名字，平实而高绝了。

黑河之水如今已是西安的生命之
水。黑河水水质优良，清澈而甘甜，是地
表水中适宜人饮用的重碳酸盐软水。可
以说，黑河之水是上天恩赐给西安人最
大的福泽。

沿秦岭南麓的环山旅游专线，进东
汉伏波将军马援的侄孙——称誉汉代的
著名经学家马融受召进京之地的马召
镇，过曾任周至县尉的唐代大诗人白居
易写《长恨歌》的仙游寺。崇山峻岭围裹
着的黑河水库，就如同天池明镜一般，闪
亮在你的眼前。迷恋着车窗外灵山秀水
的我，不时要求停车，端上手中的数码相
机下去猛拍一通。镜头中，只见水波浩
淼，阳光初露之中，水面荡起层层鱼鳞般
的细浪，晶闪闪的滋润着你。大山中弥
漫的水气、森林之气让你周身每个毛孔
都透着舒坦。逆光中，山谷中一弘碧水，
一边墨绿，一边靛蓝，山水相映，色彩变
幻，让你捉摸不透其间的诡谲，山的暗影
处，黛色的水面沉稳得如入定一般，让你
感悟这里的奥玄，怎么在自然天籁中出
神入化。

到了黑龙潭，白居易“黑潭水深黑如

墨，传有神龙人不识”的诗才让我省悟
到，碧波荡漾的黑河以黑为名的来由。
这潭水之黑，分明是深不可测，是大山遮
掩之下的灵异之黑。下到潭边随手捞起
一掌水珠，只见那水清澈晶亮得让你有
转染成净、破除见惑之感。

车行龙骨峡，让你迷惑的是莫非黑
龙潭受惊之龙，跃出潭水，搁浅在这里，
凝固成一组龙骨石雕，这黑龙白骨十分
逼真、鲜亮，沿黑河之岸阵列约百米，磅
礴壮观，参观者无不感叹大自然造化之
神奇。

沿着黑河流经的深山老林，历史在
这里遗留有古栈道的痕迹，这古栈道就
是傥骆道，为秦蜀道，是从关中穿越秦岭
大巴山至汉中、四川的九大古道褒斜道、
子午道、陈仓道、连云道、库谷道、荔枝
道、米仓道、金牛道、傥骆道中的一条。

栈道一般沿河谷而建，因为河流起
着指南针的作用，同时也是穿越大山的
捷径，河谷一般平缓，少攀登之险。我们
就在这人迹罕至的黑河谷底，寻找着经
过数千年水毁火焚，风雨剥蚀，地震滑
坡，残留于河岸悬崖峭壁上的栈孔、台
阶、石梁。想象着那些凌空飞架的栈道，
就是在眼前的这些遗址上修建起来，蜿
蜒在崇山峻岭之间的绿波湍流之上。

“飞梁架绝岭，栈道接危峦”，长廊相
接，楼阁互联，五里一邮，十里一亭，三十
里一驿。鼎盛之时，那雄奇壮美、华丽考
究的栈道，让当年踏上这矫若游龙的空
中阁道的唐代诗人岑参都发出了，“一笑

忘羁旅，还如在京华”的幻觉。李白的
《蜀道难》从另一侧面说明了修建栈道工
程之浩大、之艰巨。我以为古栈道应该
是可以和万里长城、大运河相媲美的中
国古代劳动人民创造的伟大工程。

傥骆道是距汉唐京都长安城最近的
古道，发生在这里的故事传说也就难以
胜数。这里是三国蜀汉曹魏相争的古战
场，是唐代诗人杜甫入川之路，李白、白
居易、岑参等唐代诗人都在这里留下诗
歌和传说。当然这里最神奇的传说是：
为躲避安史之乱，西逃的唐玄宗在马嵬
坡赐死的杨贵妃，其实并没有死，被秘密
从这条道上偷偷送走，后流落日本。至
今日本仍有历史文献记载，有杨贵妃墓
和塑像。传说杨贵妃带去盛唐的文化礼
仪、生活方式等，她成了历史上中日文化
交流的使者。这民间传说，言之凿凿，又
神奇虚幻，影响海内外。她甚至被尊为
杨贵妃菩萨，供养在日本的泉涌寺。

到铁甲山庄，我没有光顾这里的小
木屋，就急着奔树龄超过二千年的长寿
之树铁甲树而去了。

从白石堆积的河滩上走过，河之深
处，夕阳映辉，照得一条河水流金泻银般
光灿。草木吐翠，青山如画屏，春之气息
令人陶醉。我闲坐在一亭中，远眺太白
山，忽然有了和唐代大诗人白居易一样
的心境，“西檐竹梢上，坐见太白山。遥
愧峰上云，对此尘中颜”。确实，人一辈
子愧处甚多，而我就更是愧上加愧了。
亭外小溪汇成泉，水面映出我近一甲子

的“尘中颜”，沧桑之感油然而生，我这类
慵懒的对一切都无所谓的闲散人，此时
突然就有了面对自然的渺小和观照自我
的丑陋，此时的“遥愧”，虽不至于“少小
不努力，老大徒伤悲”，但绝对是深切的，
这种“愧”和唐代大诗人的“愧”也绝不是
一个等级可比拟的。

向南行经厚畛子“象鼻吸虹”，沿傥
骆道，溯黑河源，可见传说中三国名将姜
维驻扎过的营盘寨址，还有杨泗庙、钓鱼
台、佛坪老县城；向西北，直通太白山最
高峰的拔仙台，加上大蟒河上的蹦鱼潭、
观音庙、殷娘娘庙；正北方的东西老君
峰、老君庙、千年玉兰树。范围之大之广，
可以说是无愧于国家级的森林公园了。

这里森林覆盖率95％，人文历史积
淀深厚的景点100多处，其壮美秀丽的
独异景色，古朴原始的自然风貌，引起世
界自然基金会（WWF）的特别关注，该组
织引进国际最流行的生态旅游理念，正
和我们携手共建生态保护与可持续发展
的陕西生态旅游示范区。

这些听来，都让人特别地感到欣慰，
生态保护与可持续发展的和谐统一，是
森林公园发展的最根本保证，我默默地
祝愿着，因为这里是维系西安的生命之
水，黑河的水源地呀！

如今黑河森林公园升格为国家级的
森林公园，所取得的令人瞩目的成就，无
疑已经奏响了一曲最为华彩的乐章！我
们期待着，这一曲乐章将响彻三秦，传颂
中国！

黑河华章 ■ 朱文杰

我的父亲热爱土地，他常在春天种下玉米，翻土、除
草、施肥，然后耐心等待玉米一节节的长高，等苞谷里藏满
嫩嫩的颗颗玉米粒，这时候也已经是秋季了，年幼的我会
跟随父亲去田里掰下一个个玉米。午后两点一刻的烈日，
将玉米的叶子晒得像把利剑，脚下是滚烫的土壤。父亲没
有多余的言语，但就是与父亲在那玉米丛中一起穿梭的光
阴里，我深切感受到了粮食的来之不易与珍贵，田间头的
喘息，夕阳下玻璃杯中舒展的茶叶，也成为了最最惬意的
时光。

老话常说“棍棒底下出孝子”，父亲却不信这个。小时
候上幼儿园，内心是极力抵触的，起初是爷爷奶奶和妈妈
一起送我去上学，我还比较顺从，等到父亲送我去学校的
那天，我终于爆发了。到了校门口后，我使劲摘下戴在头
上的帽子，重重地摔在地上，哭着闹着告诉爸爸：“我不要
上学。”父亲第一时间没有责打我，而是耐心地询问我原
因，在得知我是因为年龄太小跟不上学习课程，他没有逼
迫我继续上学，而是让我休学了半年。在父亲看来，我是
个独立的个体，应该得到尊重，人生这条长长的路，他希望
我慢慢地走。

等我懂事了，父亲对我也就多了一份严厉。在一个炎
热的下午，我们走在大街上，路过一个卖饮料的老爷爷，我
上前买了两瓶饮料，慌忙之中，老爷爷多找了我一块钱。
我在父亲面前炫耀的时候，父亲很是生气，要求我立刻还
回去。我非常不情愿，觉得不就是一元钱吗？没有那个
必要。几个回合下来，父亲执意带我将一元钱还给了老
爷爷。他告诉我，一个人拥有良好的道德远比金钱更重
要。在人的一生中，善良和诚信是我应该学会的最重要课
程之一。

读书的时候，我每年把秋天新学期发的课本带回家，
父亲总会拿来往年的挂历铺在床上，把课本逐一放上去，
后将纸从中间裁开，往上轻轻一折，一套漂亮整理的书皮
就做成了，父亲在书皮上逐一认真地写上科目与我的名
字。那时候，别的同学书皮包装的五彩缤纷，而我的书皮
看起来总是整洁大方，显得格外特别，我的内心无比自
豪。在生活上，父亲也教导我节俭，出门关灯，节约用电；
减少剩菜剩饭，节约粮食；洗衣服的水可以用来冲厕所，节
约用水……父亲良好的生活习惯熏陶着我，良好的家风在
生活的每一处生根发芽。

父亲也喜欢看书，他不光是自己看，也时常给我讲书
中发生的趣事。随着年龄的增长，我认识的字也慢慢多了
起来，父亲会让我独自朗读，遇到不会的字将拼音标注在
上面。炉火旁，炭火烧得很旺，稚嫩的声音在冬日的房间
里飘荡，父亲也会耐心地坐在身旁阅读，用行动告诉我读
书的重要性。

成长的岁月里，父亲总是以身作则，质朴的家风潜移
默化地影响着我。一言一行之间，我从父亲身上懂得了许
多做人的道理，那所谓的“家风”早已刻在了心里，它成为
我的一部分，也开始化作我的一言一行，传承下去。

（作者供职于陕西路桥集团）

父爱传承
■ 赵 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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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秋时节，丹桂飘香，也是丰收
的季节。

周末去菜市场买菜，发现一家正
在现做现卖手工月饼的小摊位，摊位
上的一家三口正分工明确地忙着各
自手里的活计。摊主二十来岁的儿
子负责将刚出锅的五仁、豆沙、枣泥
馅月饼分类摆放整齐，售卖给摊位前
过往的顾客。母亲则根据儿子的销
售情况，看哪种馅的月饼卖得快，就
忙着把哪种馅包到月饼皮里，再用模
具扣成好看的月饼。而父亲，则在旁
边的火炉上掌握好火候翻烤着月
饼。刚出炉的手工月饼让我流起了
口水，便上前去买了两个尝鲜。

突然想到，中秋节马上就到了，
作为中国人的传统佳节，按照习俗，
无论你身处何地都要吃上一口圆圆
的月饼，意在祝愿全家人能够团团圆
圆，健健康康，来年风调雨顺。

买完菜，我跟媳妇坐到车上，各
自拿一个刚买来的手工月饼津津有
味地吃起来。当我咬下第一口的时
候，便感觉吃到了小时候中秋节爸妈
手作月饼的味道，太香了。我一边细
嚼慢咽，一边回味着月饼的酥香四
溢，便给媳妇讲起了小时侯家属院邻
居聚在一起做月饼的情景。

记忆中，每年中秋节前的一两周
内，院子里关系好的三四家甚至六七
家人就商量好日子，集中在一起给大
家做月饼。按照约定好的时间顺序，
各家把准备好的月饼面和馅，都拿到

指定的一家去，按照事先约定好的次
序开始做月饼。那时候住房都紧张，
一家也坐不下太多人，基本上每天都
分几摊，做完一家再换另一家轮着
做。像这种自发的集体做月饼的场
面非常壮观，一般会延续一周左右，
有时甚至会更长，浓浓的节日气氛就
随着月饼的出炉达到高潮。

手工月饼最常见的就是每家必
做的五仁馅。制作时先将采购好的
花生米和核桃仁炒香后用碗背在案
板上压碎，然后根据自己的口味喜
好，跟炒熟的芝麻、白糖等按比例搅
拌在一起，更为讲究的，也有给月饼
馅里加青红丝、瓜子仁或杏仁等配
料的。还有做枣泥馅和豆沙馅的。
准备馅料的同时，要把面粉用小火
炒黄后，加入少许凉白开水和食用
油，和成软硬适中的面团做月饼酥皮
备用。

准备好馅儿料和面团，各家女主
人和爱干家务活的姑娘们就围坐在
一起，把面团分成包子大小的面剂
子，再擀成皮，放进馅料捏紧，最后用
用模具把包有馅料而的面团压平后
倒在案板上，月饼就做好了。

这时候，各家参与做月饼的父亲
们，便戴上劳保手套，在院子里用柴
火搭起火，待火侯均匀后，在火堆周
围放三四块红砖围住，然后把二十寸
左右的平底锅架到火堆上。锅烧热
后，刷上一层食用油，再把做好的月
饼整齐地摆放在平底锅里，盖上大锅

盖，锅盖上方也均匀地加着一层燃烧
着的木柴火。烘烤的过程中，过几分
钟就要把锅盖接开，把锅里的月饼翻
面着烤，十几二十分钟，差不多一锅
就烤熟了。出锅后，继续往锅里刷油
摆上做好的月饼胚，如此四五个锅轮
翻地烤着，直至凌晨一两点才结束。

烤月饼是个技术活，把握不好火
候就会把月饼烤焦了，既不好看又没
人吃。所以不会烤的就帮忙提锅盖、
翻月饼，在一旁烧柴火，听从烤月饼
师傅的安排，帮忙打下手。总之，大
家一边聊着家常，一边分工合作，配
合默契，既拉近了邻里关系，又传承
和营造出了传统节日的气氛。咬一
口刚出锅的月饼，真可谓香气氤氲，
酥脆可口，甜度适中，回味无穷。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民群众
生活水平不断提高，街坊领居聚在一
起做月饼的场面一去不复返。现在
市面上经常见到的月饼馅品种繁
多，形状各异，但却都觉得没有了
家的味道，这也许就是我胃蕾中记
忆的乡愁吧。

有幸在菜市场小摊位上吃到的
手工月饼，这不仅让我回味到了儿时
的月饼味，又见到了传统手工月饼的
制作工艺，这不仅是民间风俗习惯的
传承、手工制作工艺的延续，也一瞬
间解了我的乡愁。我要为这三口之
家的手工月饼摊点赞，也祝他们生意
兴隆，中秋快乐！

（作者供职于安岚建设管理处）

手工月饼
■ 默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