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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   刊

我从小就爱读书，尤其是“小人
书”，别人三天背不过的课文，我用一堂
课就背得滚瓜烂熟了。四年级的时候，我
就能把 48 册《三国演义》连环画的目录
一气背下来，还能对着画册，把那些骑马
舞刀弄枪的武将栩栩如生地画在图画本
上。于是我的才能稍稍得到了父亲的赏
识。只是每当母亲在邻居面前夸我时，父
亲就冷冷地抛下一句气人话：“能考上
中专才算真本事哩！”

那是 1983 年一个春寒料峭的早晨，
我和父亲赶着家里那头母牛，去十五里
外的乡镇配种站给牛接种。办完正事后，
父亲领我到镇上吃凉粉。那天正好逢集，
街道上早就摆满了各式各样的小吃、杂
货摊位。一阵眼花缭乱后，我一眼瞥见那
个摆茶水和连环画的摊子。这是 20 世纪
七八十年代街头一道奇异的文化景观。
五彩斑斓的画册整整齐齐地排列在一张
竖起的板架上，板架前摆上几排小条凳
和小桌子，桌子上摆满汽水、茶水，就成
为少年儿童神往的精神圣地。阅读一本
连环画、喝一杯汽水或茶水的价格都是
2 分钱。这样的摊位通常是人满为患，挤
满了好奇的小脑瓜，他们情绪高涨、兴致
勃勃、唾沫横飞。我正是在这些摊位上早
早熟悉了四大名著以及《岳飞传》《杨家
将》的精彩情节。此刻，凉粉的诱人味道
早已被冲淡，我迫切的心情早已飞到了
那一本本小人书中。我知道父亲也爱看
连环画，不过他只看《水浒》《岳飞传》和
《杨家将》，尤其喜欢武松、岳飞和杨七
郎。他也喜欢关羽、张飞、赵云，但对《三
国演义》的整体评价是：太乱，看不懂。
而我，除了读《三国演义》《水浒》外，又

过早地迷上了《红楼梦》。
当时我正迷恋那种五本一套的《杨

家将》，虽然故事只画到“智审潘仁美”，
但画家高超的技艺以及笔下的人物形象
早已在孩子们心中扎了根。尤其是杨七
郎的造型，与其他六兄弟截然不同，头戴
束发紫金冠，身披黑色战袍，剑眉倒竖，
英姿勃发。同一个爱好拉近了我和父亲
的距离。而且有时观察父亲扬粪的动作，
像杨七郎那招“回马枪”。于是我大讲
“杨七郎力劈潘豹”“杨七郎力杀四门”，
一讲到“两狼山”杨七郎遇害这一段，父
亲就不让讲了，他挥挥手说：“后面知道
了，杨七郎叫潘仁美给害了！”

父亲戴了石头墨镜，要了一杯茶，
正襟危坐，他不能参与到孩子们的阅读
行列，那样太不像个大人了，连我也这
么认为。他只能忙完地里活后，揭开我
的连环画箱子，偷偷去翻看。唉，我那时
想，当一个大人真难。他知道我已凑齐
了 15 本一套的《岳飞传》，30 本一套的
《水浒》，只有《杨家将》还差第三册《双
龙会》，有时翻着翻着就对我说：“什么
时候能买到《双龙会》就好了，那里面有
杨七郎力杀四门！”我感激地点点头。

此刻，《双龙会》就摆在眼前，我不
敢去翻看，害怕潜伏在心底的企图过早
暴露。我清楚地知道我的目标不是把这
本书看十遍或一百遍，而是把它带回家，

放进我的装满小人书的“百宝箱”。我在
翻看着别的书，不时抬头瞄一眼那本光
彩四射的宝贝。我口里咽着唾沫，眼里冒
着绿光，直想从书架上抢下那本书闪电
一般逃脱。可我不敢那样做！

父亲不动声色，却早已洞察了一
个少年的心思。他走过去，从书架上拿
了《双龙会》，反过来看了一下封底，我
知道他在看定价。“一毛六！”我扔下手
中那本书，脱口而出。摊主是一个机敏
的老头，一下看出了我们来者不善。“只
能看，不卖！”老头斩钉截铁的一句，给
我当头浇了一盆冷水。“两毛钱，卖不
卖？”父亲的话让我吃了一惊，他居然
要多掏四分钱买一本小人书。老头一怔，
随即又从牙缝中蹦出两个字：“不卖！”
“多少钱卖？”父亲紧追不放。老头低头
沉思了几秒钟，伸出五个指头晃了晃：
“要就五毛钱，少一分都不卖！”

父亲拉了我的手转身就走，气愤地
说了一句：“投机倒把！”走出十来步
远，听到老头在背后喊：“四毛，四毛钱
要不要？”我知道父亲的脾气，他绝不会
回头的。完了，我的《双龙会》！

夕阳在村道上投下两个长长的身
影，我和父亲一前一后，牵着那头黄牛往
回赶路。我无精打采地拖着两条沉重的
腿，耷拉着脑袋。父亲也一声不吭。走出
乡镇一里多路，我突然不走了。父亲说：

“还在想那本书？好，把牛看住。”他掉
头大步流星地向集市上走去……

月亮上来以后，我走累了，父亲把
我放到牛背上。借着微弱的月光，我蘸着
唾沫，一页页地翻看那本心爱的小人书，
那些字已辨不清了，只有画面还深深地
映在我的脑海里。父亲背着手，跟在牛屁
股后面，嘴里嘟囔着：“老家伙，不就是
几碗凉粉钱嘛！”

夜里，我把那本书放到枕边，美滋
滋地进入梦乡。梦中，父亲严厉的脸膛变
成一轮耀眼的太阳……

16岁那年，我考上中专，成了全村一
个惊天动地的大新闻——从此圆了我的读
书梦，也圆了父亲望子成龙的夙愿。但我永
远忘不了那本充满父爱的“小人书”！

对宝鸡的回顾和瞻望
莫伸

子弹

那是一颗空壳的子弹
宛如被抽空的伟大躯体
静默休养生息
滚烫的心去了哪里
我在时空中搜寻
我在墙壁中查找
我在草丛中寻觅
我在史书中观望
我在勋章中透视
嗒嗒的催促声提醒我战事正急
瞄准点，瞄准点——
正义需要它去征服
没有枪，没有炮——
沿河的石子都会创造奇迹
人心就是所向披靡的子弹

飞机

那只时光的铁鸟
静静地振翅待飞
锐利的目光依然那样痴情地巡视着
关中的麦禾，与农舍
那是一只怎样的雄鸟
枭雄般的站姿，我只能深深地遐思
我知道它的身世有点曲折
我知道它是一位让邪恶闻风丧胆的战士
我知道它是凭着赫赫战绩走向了不普通
我知道它是共和国钢铁长城上的雄鹰
绿草如茵，碧空万里
你依然志在追赶，心怀蓝天

荣誉

带血的玫瑰在时光里飘着香味
那是别样的召唤

“尖刀连”用忠诚铸就的力量刺向邪恶
“猛打猛冲立头功”
“分割穿插敌纵深”
“迅速勇猛”
“守如泰山”
“弹不虚发，压制敌人”
“尖刀直插，致敌死命”
“攻必克，战必胜”
精准解读战场精彩的一瞬

那是一枚枚
用生命磨砺的信念之盾
佩在胸口
温暖了民族的记忆
那就是一朵花
一朵由民族精神
滋养的太阳花

莫伸:本名孙树淦, 曾为宝鸡车站货
场装卸工，历任西安电影制片厂编剧、文
学部主任，陕西省作家协会副主席等, 作
品先后获全国首届优秀短篇小说奖，全国
电视剧飞天奖、金鹰奖等。

我不是历史学家，只能凭借着个人
有限的知识和经历来回顾宝鸡的发展。宝
鸡是个大概念，涉及的范围很广，我以自
己所熟悉的宝鸡铁路地区为例。

从前宝鸡根本没有铁路地区这个概
念，后来随着陇海铁路的建成开通，它逐
渐发展起来。历史地看，宝鸡铁路地区从
最初的孕育诞生，到以后的成长壮大，从
来都不是孤立的。它始终依附在中国铁路
这个大行业中，也始终依附在宝鸡市这个
大阵营里。这正像宝鸡市的变化和发展同
样融入在陕西乃至中国这个大阵营中一
样，在这个问题上，既不可整体与局部断
然切割，也不能连根带叶一锅烩煮。宝鸡
铁路地区的历史，既是独特的，又是整个
中国铁路发展中共有的。如果说小，它是
真正的“一隅之地”；如果说大，也完全能
够通过它来“一叶知秋”和“一览全收”。

老作家茅盾在上世纪40年代写过一
篇文章，文章的标题很醒目——《“战时景
气”的宠儿——宝鸡》，文章开篇写道：

宝鸡，陕西省的一个不甚重要的小
县，战争使它崭露头角。人们称之为“战时
景气”的宠儿。

陇海铁路、川陕大道，宝鸡的地位是
枢纽。宝鸡的田野上，耸立了新式工厂的
烟囱；宝鸡城外，新的市区迅速地发展，
追求利润的商人、投机家，充满在这新市
区的旅馆和酒楼；银行、仓库，水一样流

转的通货，山一样堆积的商品和原料。这
一切，便是今天宝鸡的“繁荣”的指标。人
们说：“宝鸡有前途！”　　

不能不赞叹茅盾先生的敏锐——
“陇海铁路、川陕大道，宝鸡的地位是枢
纽。”寥寥数语，提纲挈领，抓住了核心。

茅盾先生这篇文章是在抗日战争爆
发的背景下写的。那时候，陇海铁路已经
修到了宝鸡，为了保存抗战实力，国民政
府把中国最发达也最富庶的华北平津、
苏浙沪皖一带的人才资源和机械器具
都源源不绝地运送到西北后方来。这就
大大增加了人流物流在宝鸡的聚集和中
转，也无形中成就了宝鸡的繁荣和崛起。
这些情况，我年轻时不知，甚至年纪很大
了仍然不知。但是后来，当我阅读到一些
历史资料，尤其是我去采访并写作有关
西北联大的作品时，就知道了：抗战中许
多中华民族的精英，先是从祖国的四面
八方涌到了西安，又从西安启程会聚到
宝鸡，再从宝鸡顺着川陕大道进入汉中
办学——后来西安的高等教育在全国位
居前列，盖源于此。

其实，即使不发生抗日战争，宝鸡也
同样会腾飞，同样会崛起，原因就在于宝
鸡的交通枢纽地位。站在今天的角度看，
上世纪 30 年代的陇海铁路等级很低，而
川陕公路等级更低，但在当时，它们的出
现却丝毫不亚于今天建成了通往青藏的
铁路和跨越秦岭的高速公路。自古以来，
秦岭便横亘在川陕之间，被称作“天下之
大阻”。如今一条宽阔的、像模像样的道路
得到了开通，它不仅能够载车行马，而且
能够让汽车飞驶。于是大西南和大西北的
人流物流便本能地向这里集中，又顺着这
里朝四处扩散。谁能想象，“尔来四万八千
岁，不与秦塞通人烟”的格局就这样被一
举打破。在这个具有非凡意义的打破中，
宝鸡抢得了先机，也积蕴起底气。它在未
来岁月中的蓬勃向上，就成为事物发展的
必然。
“宝鸡有前途”——不能不佩服 70

多年前的茅盾先生，短短 5字，是智者的
预言，也是精准的前瞻。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宝鸡这座
城市发展得更加迅速。

之所以能够更加迅速地发展，离不

开两条。一条是战乱平息，人们能够集中
精力搞建设；另一条就是宝鸡交通枢纽
的优势得到了继续提升。

上世纪 50 年代初，国家规划了一条
贯通西北西南的铁路。这条铁路最初叫天
成铁路。是由甘肃天水通向四川成都——
是什么原因改变了最初的线路设计？又
是什么原因最终选择了宝鸡作为这条铁
路的起点，我没有深入研究，但是我知道，
就是这样一个改变，使宝鸡从一个“不甚
重要的小县”，继续跃升为陕西省除西安
以外的最大城市。1956 年，当宝成铁路
终于开通时，伴随着火车铿锵的轮轧和风
笛高昂的吼鸣，宝鸡无论形式还是内容，
都稳步提升，且与日俱增。

作为个人，我感到荣幸的是，我从小
就生活在宝鸡的上马营铁路地区，这恰好
是宝鸡铁路行业最集中的地理所在。如果
说汇成宝鸡铁路地区的源头是一股股巨
大的水流，那么我可以算作水珠一滴。水
珠虽小，却融汇于巨流；一路起伏跌宕，
一路磅礴行进，这使我亲历了宝鸡铁路
地区相当一段历史时期的衍变和发展。虽
然我于 1979 年调离了宝鸡东站，但由于
老母亲始终在上马营铁路地区居住，这使
我每年都会多次回到这里，尽管只是匆匆
忙忙的探亲，尽管只是蜻蜓点水的飘掠，
但毕竟，那些从小便烂熟于心的形式和内
容，已经形成了我对这片土地的特定记忆
和特殊感情，也使我对这里一草一木的变
化有着非常直接的捕捉和触觉。

公正地说，在我亲身经历的 60 多年
中，无论是宝鸡上马营铁路地区，还是整
个宝鸡市——面貌改变最大、建设成就最
突出、民众生活水平提高最快、各类技术
进步最迅捷、综合实力达到最高水平的时
期，是自 1978 年以来直到今天的改革开
放时期，这是一段注定将被历史所记载并
盛赞的时期。用日新月异、天翻地覆这些
字眼来形容这段时期，完全不是夸张——
早在 20 多年前，当我离开宝鸡东站货场
10 多年后再去探望它时，竟茫然无措地
完全找不到我原来工作过的房屋，找不
到我曾经挥汗如雨干活的站台，找不到
四周那些原本非常熟悉的附着物和参照
物——或许置身其间的人们对这种变化
感觉会迟钝些，但于我而言，这一切如狂

潮翻卷，令我感慨之极，也惊讶不已。
如此巨大的变化，使我常常不由自

主地产生联想。不谈整个宝鸡市，只说宝
鸡铁路地区和铁路行业，它们的未来会是
怎样的？

坦率地说，放在从前，许多事物比较
简单，也就容易认识。那时我们张口就能
够得出结论：它会继续进步，会朝着机械
化的方向发展；但是当时代走到今天，预
测宝鸡铁路行业的未来却变得不那么简
单了。首先，它已经远远不能用机械化来概
括，它正朝着信息化和智能化的方向发展。
这种发展包含了机械化，却又远远超越了
机械化。这种变化将不仅有力地改变铁路
工人以往的工作节奏和工作效率，甚至完
全有可能颠覆铁路工人以往的工作手段。
其次，随着各种运输工具的迅猛进步，宝鸡
铁路的交通枢纽地位也面临着新一轮的挑
战。高速铁路已经让西安和成都直接挽起
了手臂，而高速公路则分别从不同的角度
轻松地跨越了秦岭。就在我写这篇文章的
同时，兰州到重庆的铁路已经在秦巴十万
大山中横刺里斜穿——客观地说，宝鸡铁
路地区和眼下中国几乎所有的城市一样，
既面临着难得的机遇，也面临着全新的挑
战，还步入了一个更加开阔也更加全面的
发展平台。在这个全新的发展平台上，中国
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宝鸡会发生什么样
的变化？宏观的铁路运输和具体的宝鸡铁
路行业又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已经越来
越深邃，越来越博大，越来越不可思议，也
越来越让人难以预测。我只能说，从清朝开
始，当欧洲工业化的成果让中国人胆战心
惊地发懵时，当现代化的思维被有识之士
陆续接受时，就不断有志士仁人发出感慨：
中国，正处在千年未有之变局中！

如今，我们正处在这个空前大变化
的漩流中心！

这就是历史。
这就是现实。
如何认识历史，把握现实，从而更好

地进步和发展，可以说，气象将万千，任重
而道远！

 （本文是作家为《宝鸡东站站史》写
的序言，发表时有改动）

肖像作者 陈亮

再到延安  聆听历史铿锵的回声
枪刺  锄头  土窑洞  信天游和腰鼓 
紧紧地纠缠一起  汇成巨大的洪流
撕开了天边厚厚的黑暗 
阳光磅礴而出
 
我到过延安许多次  每一次
都有热流从心里流过
都会借一碗烈酒  给诗歌
安妥灵魂  仰望宝塔
深情地触摸一个民族的疼痛
 
我到过延安许多次  每一次
都会让自己陷进江山  然后
顺着延河寻找幸福的源头
信天游唱起来的时候  心里
就浮现出山峁峁上迎面伫立的千年柳
 
我到过延安许多次  每一次
都会被腰鼓的鼓点击中
心中的柔软 然后沉默
精心地  咀嚼蕴蓄了
许多年的情愫
 
于是
我以泪水表达景仰
我以誓言表达坚定
我以歌声表达热爱
我以文字表达忠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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刀刃上的光辉
—— 参观扶眉战役纪念馆有感

■孟石代

再到延安
■郁枫

二十世纪初叶
闽浙一带
方姓是望族名门

“方”字注解为：方正或方向

人世间几乎所有的伟大
都来自悲壮
所有的离题和荒诞
源于孱弱的邪念
一位革命者
以怎样的生命操守
点燃天下朴素的良知
对峙灵魂龌龊的阵营
以怎样的凛然正气
迫敌人深度恐慌

解放后
方志敏的遗体被挖出来
骨骼依旧
铁镣早已腐朽

方志敏
■王文乐

本报讯 我市岐山籍著名

作家宁可的第二部长篇小说《日

月洞》，近日由中国文史出版社

出版，堪称其 2014 年出版的《日

月河》的姊妹篇。 

宁可系中国作家协会会

员、陕西省“百优”作家、陕西文

学研究所首批重点研究作家，曾

在《延河》《天津文学》《青年文

学》《当代小说》《滇池》等 20 多

家文学期刊发表 60 余部中、短

篇小说，已出版长篇

小说《日月河》、中短

篇小说集《明天是今

天的药》，曾获第六届

秦岭文学奖小说奖。

《日月洞》语言幽默风趣，描摹

状物精准深刻，细节安排曲里拐

弯，既有大起大落、冲冠之怒，

又有柔情蜜意、刻骨之恋，实实

在在一幅醋海扬波、情天恨海的

人生百态世相图。该书责任编辑

全秋生这样评价：小说家宁可

就像一个善于编织罗网的能工

巧匠，以醋为媒，以情做线，把地

处偏僻的日月镇三女三男硬是

串起来，编织了一个另类的“世

外桃源”；宁可还是一位技艺高

超的画家，善于把虚无缥缈的梦

境涂抹得五彩缤纷，令人深入其

境、眼花缭乱而又流连忘返。

     本报记者 周勇军

宁可长篇小说《日月洞》面世

一本“小人书”
孙剑波

本报讯 12 月 14 日下午，宝鸡籍知名编

剧、诗人张弓惊携诗集《伤诗止痛稿》来到宝

鸡理想国独立书店，与近百位家乡文朋诗友

畅谈诗文创作与人生感悟。

本次研讨分享会由宝鸡文理学院陕西文

学研究所、市作家协会、市职工作协主办，宝

鸡理想国独立书店承办，市朗诵艺术学会、宝

鸡文学网协办。

张弓惊阅历丰富，早年系宝鸡师范学

院火鸟诗社骨干成员，后当过报人，做过编

剧、制作人，现任社戏控股（北京）有限公司

CEO，是一位跨界艺术家。由他担任编剧并

导演的《平西地下交通线》《五道口》等话剧广

受好评，由他担任编剧、总导演的《中关村往

事》获得北京市 2018 精品创作奖励，由他担

任编剧、总导演的大型史诗舞台剧《后稷》还

成为第十一届中国艺术节展演剧目。多年来，

他将对故乡的思念一一写进热爱的诗歌，整

理出版了诗集《伤诗止痛稿》。

这次诗歌研讨分享会由我市著名诗人

白麟主持，李广汉、渭水、孙新峰、范宗科、

秦舟、李喜林、胥建礼、赵智劳等嘉宾，从不

同角度对诗集进行了解读分析，认为张弓惊

的诗歌具有明显的辨识度，通透而深刻，充

满对生活的体验，又饱含对人生和世界的思

考。刘进锁、王金辉、安瑛等朗诵艺术家还

声情并茂地朗诵了诗人的《青铜家书》《老

酒》《何尊》等诗作，将现场气氛

推向高潮。会上，张弓惊向市图

书馆、宝文理图书馆等单位赠送

了诗集。 
本报记者 王卉

张弓惊《伤诗止痛稿》研讨分享会举行

芳草地
fangcaod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