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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平沟的春天
◎卢立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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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宝天高速西行 20 多公里，从
坪头收费站出，再沿 310 国道西行约
三四公里，便到了安平沟森林公园。

安平沟隶属宝鸡陈仓区坪头
镇，地处庙王山下，南依秦岭，北临
渭水，纵深约十公里，一条小河常
年从沟涧中潺潺流过，无形中为景
致平添了些许神韵。加之大水川、
九龙山旅游景点近在咫尺，公路铁
路交错穿过，是一处闹中有静、美
而静雅的风情小山沟。

公园门口石牌楼上，“安平沟
森林公园”几个大字遒劲醒目。进得
大门，沿山路蜿蜒而上，绿树成荫，
层林尽美，两侧山峰时而突兀冷峻，
宛若神话剧里的青面獠牙，挺在山
巅，抑或横亘路边，时而又舒坦平
缓，有如黄土坡塬的起伏连绵。山谷
果树间夹有杨柳、古槐等各种树木，
平淡中陡增几分新奇，也让安平沟
蒙上了神秘的面纱。复行三四里，便
到了安平沟村，一排排整齐的房子
宏伟靓丽，街宽巷明，绿树环绕，这

便是整体移民搬迁的农村别墅，在
坪头镇乃至整个西山区域，都是一
道靓丽的山村风景。沐浴改革的春
风，幽居山谷，宁静恬美，仿若仙境，
安平沟人真是福气满满！

越过村庄继续前行，山势更加
陡峭，山路愈加崎岖，水泥路的尽
头便是国家坪头林场的入口，封育
林区面积三千多亩，属秦岭北麓的
重要组成。而穿过一座古老的石拱
桥，向南跨越一处巨大的山隘豁口，
便来到了安平沟的南沟。地势豁然
开阔，林木繁盛，老旧的房屋坐落
其间，炊烟袅袅，花香鸟语，“土地平
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
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俨然
新时代的世外桃源。沟道边新筑的
土方炫目清新，围栏醒目，一派欣欣
向荣的景象。而涓涓溪流似乎不甘
寂寞，任凭山峰多么沉默，依然唱着
欢快的歌，奔流而下！

和老葛的认识也是在春天。
老葛其实不老，只有五十出头 ，一

个儿子读大三，在村上当过几年干
部，后来和老伴靠养蜂和办农家乐
致富，日子过得挺滋润的。两年前
我们有次进山，吃完农家乐发现汽
车渗机油，动弹不得，老葛骑摩托
来回跑了二三十里的山路，帮助我
们解了燃眉之急。春寒料峭呀，回
来脸上冻得青一块紫一块的，临别
还送了我们每人一小瓶蜂蜜。礼轻
情重哪！我们在内心感叹，山里老
乡还是纯朴厚道！

“老葛！”
停好车，拉开车门，老葛正在

门前摆弄他的蜂箱子。见是我们，
笑呵呵迎上来，依旧话不多，但欢
喜都写在脸上。

“喝茶，喝茶！”
摆齐凳子，刚在庭院坐下，一

位十一二岁高高瘦瘦的小姑娘已
经端上热茶。孩子眉清目秀白白净
净，略显羞涩。

“她是？”
“俺闺女，小名二丫。”

“闺女？”
老葛冲我们眨巴眨巴眼睛，我

们便不再作声。待二丫回了屋子，
老葛这才打开了话匣子，轻声道:

“二丫是我已故战友的小女
儿，她母亲去年也因病离世，二丫
孤苦伶仃的，我和老伴一商量，就
接了过来。”

老葛红着眼圈继续道:“谁让
我们是生离死别的战友呢？我每
年收入六七万元，日子还行吧。”

我们仔细打量起眼前这位低
矮坚强的汉子，内心涌起一股暖
流，一时语塞。

“儿子呢？”我问。
“去年刚毕业，在临近镇当

村干部。现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我们山沟沟里也大有文章可做
呀！”说完，老葛脸上又恢复了惯
有的微笑……

一阵山风吹来，院子里的大杨
树哗哗作响。风，暖暖的，甜甜的，
安平沟又迎来了新的春天。

春雨如酥润我心
◎刘巧玲

春雨如丝，密密地斜织着，天
地间仿佛挂着一道道诗意的帘幕，
朦朦胧胧。田园、山川、草木，在春
雨的滋润下，焕发出勃勃生机。

隔窗赏雨，别有一番风味。
雨中的色彩，是多姿多彩的 ；雨
中行人，是鲜活灵动的。雨中，一
抹橘黄，那是一线的环卫工，晨
兴夜寐，风雨无阻，净化美丽的环
境，把街巷清扫得整洁干净 ；雨
中，一簇亮红，那是新时代文明的
红马甲志愿者，尽职尽责，严防死
守，为防疫筑起生命的堤坝。雨
中，把把花雨伞，梦幻般飘过街
道，如同戴望舒《雨巷》中丁香一
样的姑娘，忧郁又彷徨……默默
在祈盼，让雨能完全清除病毒，让

人们健康永驻。
捧杯香茗，斜倚窗棂，聆听雨

声，如丝竹入耳。多少关于雨的清
词丽句，涌入心头 ：“随风潜入夜，
润物细无声。”“渭城朝雨浥轻尘，
客舍青青柳色新。”“水光潋滟晴方
好，山色空蒙雨亦奇。”……应景
的雨、多情的诗，巧妙融合，浅唱轻
吟，心旷神怡。

雨夜，曼妙在瑜伽的舒展里，
放空自己。静坐冥想，赏鸟语花香，
听溪水淙淙，感受时间流逝……舒
展筋骨、放飞心情，烦恼、忧愁皆抛
之脑后。

雨过天晴，空气清新，万物复
苏。天空一碧万顷，轻盈的小燕子，
像闪电划过天际，打破寂静 ；成群

的麻雀在刚睡醒的柳枝上欢唱 ：
“春来了，春来了……”河岸，一只
长胡须的水獭倏地钻进水里，片刻
工夫，就抓了几尾小鱼，机敏地逃
跑了 ；河面，波光粼粼，几只野鸭
尽情地嬉戏，“扑棱棱”飞起，泛起
圈圈涟漪，水波兴起 ；一对恩爱的
白鹭，静立水中，长喙伸至水底，悠
闲觅食……

“天街小雨润如酥，草色遥看
近却无。”远处，枯黄的草儿、叶儿，
一夜间，冒出了星星点点的生命
色，绿茵茵的 ；田野里，麦苗喝足
了水分，绿蓬蓬一大片，润心养眼。
近处，一束束黄灿灿的迎春花，如
锦缎炫在枝头，散发着浅浅馨香，
沁人心脾 ；凤凰湖畔，人头攒动，

透透气、吹吹风、散散步，感受雨后
的清新、舒畅。

“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
春天是播种的季节。农人以大地为
纸、以犁锄为笔，辛勤耕耘，描绘着
美好未来，忙碌的身影勾勒出一幅
别样的春景图 ；农技员们早早深
入田间地头，上好“田间课堂”，服
务群众最后一公里，确保春耕春种
有序开展。工商业部门主动作为，
搭建平台，政企对接，规划蓝图，如
一场及时春雨，促进当地经济腾
飞、发展……　　

如酥的春雨，满载着憧憬和
希望，涤荡着心灵，呵护着万物生
长。被春雨洗礼的春天，定将璀璨、
靓丽, 欣欣向荣。

春天来了
◎王英辉

办公桌一侧的那盆绿萝，不
经意间抽出一瓣细细的、嫩嫩的茎
叶，起初，它娇羞地蜷缩成拇指大
小的一卷，挤在重重叠叠的叶蔓梢
端，那样的渺小，那样的不起眼。

我一阵惊喜，连忙取过墙角的
小喷壶，盛来满满的一桶水，将一
簇几近蔫巴了的绿植淋浇了个通
透，望着莹莹滴落的水珠和熠熠闪
烁的水光，我长长吁了一口气，心
里默默地念叨着 ：喝足了水，快快
长吧！

没过几天，小不点的叶片便兀
自绽开了，亮亮的，绿绿的，悄无声
息间伸展到我的电脑旁，默默地送

来新春的第一抹春色……
哦，春天来了！春天，就这样

笑盈盈地来到了我的面前，走进了
我的心田！

整日里蜗居在高高的办公楼
里，我被资料和文件包裹着，来去
匆匆的上下班中，从没有留意到身
边处处就是春色，此刻的自己就幸
福地生活在春天里。

午饭后休息时，踱进隔壁的
工作室，玻璃隔断的一排木板上，
春节前喝罢饮料的七八个小瓶子
一字摆开，里面注入了清水，插满
了一簇簇脆生生的吊兰，细细的
根须摇曳在水中央，狭长

的叶子发得正旺，年轻时尚的同事
惬意地倚在椅子上，目光所及，皆
是一片赏心悦目的绿色，让敞亮单
调的办公室的台檐桌边，全都镶上
了一道道活力十足的花边，被兰叶
环绕着的她不无骄傲地向我炫耀：

“王哥，看到没？我把春天装进了
瓶子，种在了案头！”

乍闻此言，甚为感动，
朝夕相见的理工科高才
生，真是让人在这一刻刮
目相看了！
看来这

季节，这绿色，
这兰草，足以让
一个成天对着
图纸埋头忙碌
的人也能感慨连

连、妙 语 迭
出啊！我立
即竖起了大拇指，发自肺
腑地赞赏着 ：“难得啊，
这可是两句好诗，从内

心自然流淌出来的佳句
啊，看来春天真的

会让人萌生诗
意呀！”

让春色常驻人间
◎刘亚萍

出门散步，春光乍泄，有光
有暖。

南陌春风早，东邻曙色斜。万
物已复苏，一阕阕新词、一首首新
韵、一句句新曲，已在枝头酝酿、铺
垫，并拉开春的序幕。春来，花来，福
来，一场场美丽的遇见正在发生。

柳梢鹅黄，榆叶梅芽孢呼之
欲出，玉兰花蕾毛茸茸的可爱，羽
衣甘蓝紫气东来，蓝天竹还给春姑
娘藏着一枚红红的秋果呢，石楠枝
窈窕娇小，叶色玫红，春光落在上
面，精致也好看。

田野旷远，万物随风，辗转处，
光影薄透，大面积的山川由着春
风、春意、春雨，添枝加叶，染花染

草，温婉留香。
春意阡陌缓缓归，春动大地

一片情。风物如此，人亦如此，让生
命里的美好和期盼，在春天里开
花、生长，便是一场繁花盛世，便是
一场心安理得。

路上游人往来，轻松自
如，沿着路边随意向前，清
风贴面，舒服极了，阳光落
在身，酥酥软软。他在左，我靠
右，对影重合，晃动着向前，有浪
漫，有梦幻，有美在心间。

春天就是这样，内涵太美，无
法一一表达，只能淡淡相随、默默
痴迷，也种一粒美好在心中，让春
色常驻人间。

拥抱春天
◎王红霞

随老公回家过年，我发现每到儿孙环绕的
时刻，年过古稀的公婆总是最为开心。看着欢腾
在身旁的一双孙儿孙女，老人满脸的褶皱掩藏
不住心底的舒展熨帖。他们一边身先士卒追在
孙儿后面拍照，一边时不时哈哈大笑感叹着这
好那好。把忆苦思甜当成一种思维方式的老人，
常常在对比中，自然而然对当下的幸福就有了
成倍的满足和领受。

我与婆婆的相处，应该说是超越了很多婆
媳之间约定俗成的家长里短。结婚二十多年来，
不论是我生孩子，还是平时生病或是出差，婆婆
总是我工作生活中最坚强的后盾。而我，不论是
回家一头扎进厨房的勤快，还是给婆婆花钱的
慷慨，都是心甘情愿的。唯一欠缺的，就是我与
母亲在一起时的那种亲昵。

我和婆婆都心照不宣地感受到了这种欠缺
的存在。我能体会到，这样的欠缺，在母亲在世
时，曾经是婆婆不愿承认的“心病”，甚至她为此
在背地里没少吃我母亲的醋。刚结婚时，婆婆逢
人就说 ：“我一辈子又没有生下个姑娘，咱就把
媳妇当亲姑娘哩！”记得我结婚第二年，见流行
皮夹克，婆婆舍不得给自己买，花 600 元给我买
了件，这可是婆婆将近两个月的工资。二十多年
细细密密牙齿舌头般的相依相存，我与婆婆的
感情在日久见人心中愈加亲切。尤其是在我母
亲走后，我能感受到，婆婆在努力地弥补我心底
母爱的缺失。在我生日时，婆婆会叮咛公公在前
一天夜里上好闹钟，为的是提醒她在第二天早
晨 6:30 就给我发来祝福红包。并且，老两口买
好菜，坐着公交来我的小家，赶在我中午下班前
给我做一碗香喷喷的长寿面。

可是，不论我怎么说服自己，我对婆婆的感
激总是不能取代我对母亲绵密的思念。甚至，我
越是投桃报李地回敬婆婆，却又越发自责母亲
在世时我亏欠母亲的太多。尤其是春节假期里，
暂时卸掉工作负累的我，更有大把时间陷入思
念里无力自拔。我会在公婆全家老小对着满桌
丰盛的酒菜举杯欢庆时，突然眼眶湿润 ；会在
一大家子谈笑风生中，感受到一种只有自己能
懂的茕茕孑立。“我没有父母了”，像一个魔咒，
无孔不入地纠缠着我。

我以为人到中年的我，对情绪的掩饰还不
错，但还是被细心的儿子看出了端倪。大年初二
的夜晚，这个正在读大三的大男孩，站在阳台上
和我深谈的那番话，才算把我从情感的冬天拯
救了出来 ：“姥姥姥爷已经不在了，这是无法改
变的事实。可是只要奶奶爷爷还在一天，咱们全
家人的天伦之乐就多一天啊 ! 你的妈妈虽然不
在了，但还有一个妈妈在爱你，这不是更值得庆
幸和珍惜吗？”

春天回来了，我，选择拥抱春天。

老屋新年
◎白桦

“箫鼓追随春社近”“九州瑞气迎春到”——
经过了“年”这个特殊边界线的跨越、加油站的
加力、避风港的休整，人们又雄心勃勃、生龙活
虎地出来“弄事”了，大家踌躇满志、意气风发！

有的人将打响他千载难逢的产业翻身仗，
有的人要提前去新的单位上班，有的人期望儿
女来年能携伴带侣回家过年……每个人对新年
都有新期盼，也发出了由衷的感慨 ：2021 年，
我们要康安，要喜气洋洋，要生活更加美好！

我在老县城有一间斗室，1996 年入住，迄
今 20 多年了。那间屋子黑了、破了，显得狭窄
了，但无论我们什么时候回来，都可以随时入
户，在那里做饭、休息、会客，它就像一位安详、
包容的老人，随时接纳我们。熟悉的气息构局，
熟悉的家具用品，熟悉的厨房阳台……过年团
聚在一起，说笑声、呐喊声、吆喝声、碗碟声、电
视声、炒菜炝油声、搬动座椅声……构成了一首
温情、绵长、贴心、纯天然的亲情交响乐。每个人
都是推手和歌手，在岁月的长河里，生活的旋律
优美浑厚地流淌，流过我们柔软的心田，流过我
们的岁岁年年。我们在这里得到休养生息，得到
扩充提高，得到加油鼓劲，得到宽慰勉励，得到
警策指教。年，其实就是那一间充满了嘈杂声的
老屋子，就是那愉悦氛围中的碟子、筷子、盘子
和凳子，开开心心，随随意意，无拘无束 ；就是
那亲情的面孔、热心肠的话语、拉扯间的谦让、
不假思索的嗔怪，就是一个亲手包的饺子、一块
亲手做的压肉、一口香喷喷如丝线一般的肉汤
手工面……

老家更多的新人成长起来了，让我看到了
无穷的希望。他们基本上不再依靠父母，都能独
当一面地撑起生活一片天，这也给了我关于生
活最为曼妙和瑰丽的愿景和想象。

而上辈人更加苍老，“人生易老天难老”
啊！我在村庄中心见到了伯和叔，他们的年龄
已经逼近八十，但他们精神矍铄，喜形于色地与
我打着招呼，在对于年龄的共同惊呼中，我们确
认来时之路的艰难、可贵和无悔！生活就在这
老中少的更替中绵延不断，而曾经我眼中的平
庸之辈们，如今已经走州过县、闯荡南北，富裕
殷实……

老家、老屋、老人、老友……在新的一年里，
我祝福他们也能春风拂面，依旧生生不息！

西府春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