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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在岐山凤鸣路上
◎郑鼎文

在凤凰山和周公庙之南六公
里的地方，就是岐山县城。岐山县
城有一条路叫凤鸣路。每每走在凤
鸣路上，我总会产生无限的遐想。

众所周知，一部名著《封神演
义》，把“凤鸣岐山”的传奇故事推向
了神州大地，真个是“谁人不知，哪
个不晓”。岐山在哪里？就在陕西
省宝鸡市岐山县境内。岐山县的得
名，就因为境内有这座名山。此处山
有两歧，即东、西双峰对峙，中为缺
口，形如箭括，故得名“箭括岭”也。
又传，唐太宗李世民在开凿通往九
成宫的道路时，有一处很窄，石壁坚

硬，民力很难挖凿，于是就让大将尉
迟敬德用箭射，连发数箭之后，把一
堆土石豁开了，所以叫“箭豁岭”，后
口口相传，读为“箭括岭”，又名曰岐
山。《诗经》中的 《天作》 一诗，歌颂的
就是周王祭祀岐山和周先祖的事。

“凤鸣岐山”是怎么一回事？
这 可 是 一 个 重 量 级 的 历 史 典 故
啊！周人极其崇拜凤凰，称之为吉
祥鸟。凤鸣岐山是指周文王即位
时，有凤凰在岐山栖息鸣叫。当时
人们普遍认为，凤凰呈祥兆瑞，缘
于周王德政，象征周人兴起。岐山
是周朝发祥地，商代称为西岐。《竹

书纪年》 载 ：“商文丁十二年（周
文王元年），有凤集于岐山。”《国
语·周语》载 ：周之兴也，有凤凰鸣
于岐山。《诗经·大雅·卷阿》曰：“凤
凰鸣矣，于彼高冈 ；梧桐生矣，于彼
朝阳。”“凤鸣岐山”这一传说在当
时具有深刻政治含义，是周人借此
号召民众、兴周伐纣的策略。由于
周文王推行仁政德治，大得人心，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殷纣王暴
虐失德天怒人怨，因而天下诸侯像
百鸟朝凤一样归顺了周文王。到武
王时经牧野之战，一举伐纣灭商，
建立了长达八百年的周王朝。

据此历史典故，上海话剧团
在上世纪 90 年代曾上演过《凤鸣
岐山》的话剧，在当时产生了轰动
效应。岐山县人民剧团则一直把

《凤鸣岐山》的大型秦腔剧当作保
留节目，深受群众欢迎。所以在岐
山县一旦说起凤鸣岐山的典故，人
人津津乐道，眉飞色舞。如今，走
在凤鸣路上，对于熟悉历史的人来
说，就会情不自禁地想起这些经典
故事，进而生发出自豪之情。

凤鸣路在汉唐时期是丝绸之
路的必经之地。《岐山县志》“益店”
镇部分载 ：是镇为古代“丝绸之路”

的必经之地，建有驿店。这条汉唐时
代的丝绸之路，其东段从长安（今西
安）到玉门关，中途要经过益店镇、
岐山县城和凤翔府等地。据老一辈
人讲，那时经过岐山的丝绸之路，就
是从东大街 （今凤鸣东路）穿过的。

岐山县城东大街，即今凤鸣
东路步行街，自县城迁移到此千余
年来一直为繁华之地、交通要塞，
物流不绝，人文荟萃，曾有营销挂
面的顺天成号，经营传统风味名吃
的三义馆，有照壁背后臊子面馆，
还有著名的山西会馆等，当时享有

“金宝鸡，银凤翔，不如岐山一后
晌”的美誉。更有古代丝绸之路由
此穿行，驼铃声声 ；传布朝廷文书
的驿道必经此地，车马往来穿梭。
今逢盛世，为彰显历史特色，提升
城市品位，优化人民生活，特将凤
鸣东路改建为商业步行街，并于东
西两端各建亭楼以壮行色。

如今，凤鸣岐山的历史典故
已被赋予新的意义，蕴含着美好和
谐、吉祥如意的韵致。

回 味 着 厚 重 的 历 史 文 化 意
蕴，承载着对家乡深切的挚爱，走
在凤鸣路上，哪一个岐山人能不油
然而生自豪感呢？

太白云海
◎王君汉

太白四季长情悠远，诗意盎
然，春 如 梦、夏 如 翠、秋 如 醉、冬
如玉。

太白县城海拔 1500 多米，是秦
岭山脉中最高雪域之县城。山峰林
立，峡谷纵横，构成了云雾滋生的天
然条件。而植被茂盛、飞泉流瀑的独
特地貌特质，又为云雾生成提供了
充足的水汽。水汽在山间上升遇到
冷气流，变成了小水滴。数不清的小
水滴在山间汇聚、升腾、奔涌，就形
成了气势磅礴的太白云海。

泉瀑皆成雾，山水必有云。太
白云海一年四季都可见，尤其是夏
秋两季最美。

2020 年 11 月初，我同摄友摸
黑攀登翠矶山。登上耸立在山头的
塔顶，俯瞰远山如黛，东边的山头
上那抹橘红色晨曦，愈来愈浓，愈
来愈亮，泛白的天空和山头，也都
晕染上了璀璨的金边。

看山谷近地面处，涌动飘荡起
一大片薄薄的云雾，轻柔如纱，迅速
向县城上空漫了过来。云雾在穿越
县城上空时，瞬间就被山下的灯光
点亮，像一个巨大柔软的白色透明

纱幔，一下子笼罩在整个县城，景物
无影，仙气蒸腾，仿佛在呵护着山下
人甜蜜的梦。纱幔的四周渐渐泛起
了淡蓝色，似乎给梦中人平添着长
情浪漫 ；马路上闪烁的灯光，透过
纱幔，霓虹朦胧，若隐若现，让梦中
人又多了玫瑰色的诗意温暖。

天色渐变亮，山间的气流也在
不断变化着，笼罩在县城上方的轻
纱雾幔也在逐渐升腾增厚。忽然，
从山的西南方向奔涌过来十多米
高的云团，如决堤之水，一副汹涌
磅礴之势。转眼间，与山下上升的
云雾融汇在一起，聚成了一片茫茫
云海，把大部分青峰秀岭都淹没在
云底，只有不多的山峰露出黛青色
山顶，忽高忽低，在云海上如轻舟
飘荡。云在天上涌动疾驰，如万马
奔腾 ；在峰峦间呼啸冲突，似惊涛
骇浪。不承想，平日里柔弱缥缈的
太白云，竟如此豪迈洒脱不羁，一
起几十里峡谷翻滚，一盖几十座山
峰无踪。

山间风骤起，丝绵般松软的
云海在山间加快了流淌的速度，团
团卷卷的云，像从脚下涌动铺开的

牛奶海，琼浆玉液，柔滑如丝，了无
边际。时而凝练如银装素裹，时而
汹涌似白浪滔天。山高云飘逸，云
阔山深邃，这灵动诗意的太白云，
把淡淡的云飘逸和厚重的山深邃
就这样缠绵在一起，化为天上云的
海洋。让深邃的山多了云的飘逸灵
动，也让飘逸的云多了山的深邃厚
重，激荡千万年，亘古不曾变。

抬眼望东山，云海升腾，朝霞
满天。万道天光乍泄云端，像火球
一样燃烧在云絮翻飞的雪浪之上，
朵朵云絮好像盛开的金芙蓉，斑斓
多姿。座座山峰也流光溢彩，披金
戴银。天着霞衣迎日出，峰腾云海

作舟浮，我的心醉了！此刻用任何
语言和文字都无法形容太白云海
的神奇瑰丽。

日光渐强，奔涌的云海像潮水
一般，在渐渐退去，云层变薄了，也
温柔了许多。时而如团相衔，像放
学晚归的孩童，贪玩随性，浮游荡
漾 ；时而如玉带飘落，似羞涩的少
女，轻纱曼舞，躲进山间。原来隐没
在云海中的山头和山下楼宇村庄，
此时也都露出了朦胧的身影，伴随
着金黄的晨光，隐约含情。

幸福地置身于太白云水之间，
云海洗胸襟，清风荡凡尘，唯留下
无限纯粹在心里。

眉县的质感
◎马飞

眉县在陕西、在关中都算不上
一个大县、名县。过去民间流传着一
句顺口溜 ：“金周至、银户县，石头瓦
渣烂眉县”，不知因何故流传出这样
的顺口溜。前几年，又有“社会主义在
眉县”的说法，说的是眉县的政策好、
社会秩序好、农村环境好，也许就是
从那时候开始，眉县人的幸福感、自
豪感慢慢地滋长……

眉县是个有山有水、有川有
塬，三季有果、四季有花的小城。
从上世纪 80 年代开始，眉县人又
尝试种植猕猴桃，从此一发而不可
收，截至目前，全县 90% 的耕地种
植猕猴桃。

眉县依太白山之势和渭河之利，
打造全域旅游胜地，为眉县人又增添
了生活的另一份乐趣。太白山高、寒、
奇、秀，“一日历四季，十里不同天”。太
白山脚下的西汤峪拥有丰富的地热资
源。凤泉神汤早在唐朝时就是皇家御
苑，唐玄宗和杨贵妃三幸凤泉宫的故

事广为流传。依托太白山自然资源和
地热资源而建设的太白山国际旅游度
假区现在已经是国家 5A 级景区，享
有“中国温泉之乡”的殊荣。太白山如
诗如画的风景、完善的旅游设施，让每
一位游客流连忘返。眉县利用秦岭自
然资源开发的另一处生态景区是国家
4A 级景区——红河谷森林公园，一个
休闲度假的绝佳去处，峡谷幽静，壁立
千仞，峰回路转，别有洞天。眉县沿渭
河建设的千亩荷塘“接天莲叶无穷碧，
映日荷花别样红”；龙源湿地公园青
草碧绿，生机勃勃 ；平阳湖波光粼粼，
水天相映，经常会让人产生“落霞与孤
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的感觉 ；平
阳阁古色古香，雕梁画栋，飞檐反宇 ；
蒹葭台“蒹葭姑娘”含情脉脉，窈窕淑
女，君子好逑。每逢春夏季节，渭河两
岸一路花海，姹紫嫣红，徜徉其中你会
心旷神怡，乐不思蜀。眉县人以自己敢
闯敢试的勇气和勇于创新的精神把山
水文章做足，把自然资源利用到极致，

使全县呈现一幅“山水眉县，创意田
园”的优美画卷。

眉县不仅有物质的、自然的质
感，更有内在的、精神的内核。眉县人
的精神也是丰富充盈的。张载，北宋
理学家、一代大儒、关学创始人，其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
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人生追求 ，
不仅影响宋代以后无数有识之士和
广大知识分子，成为中国人的精神标
识之一，更成为眉县人至高至圣、高

山仰止的精神领地，不断追寻、汲取
养分和精神的食粮。如果说，张载关
学思想和文化是阳春白雪，是知识分
子和文化人的饕餮盛宴，眉县的眉户
戏、秦腔、高跷赶犟驴、下河寨道情，
这些地方剧种、曲子，则是眉县的下
里巴人，是群众生活之余的精神享受
和文化美食。

秦腔戏《法门寺》中称眉县为
“眉坞小县”，但如今这里却是一个
宜居宜游宜创业的好地方。

麟游槐花蜂蜜甜
◎韩星海

宝鸡东北部的麟游县，春夏之交时
节，绿水青山，百花烂漫，一派世外桃源
景象。尤其是那满山遍野的槐花，如银似
雪，铺天盖地，清香扑鼻，招惹来无数蜜
蜂，张开轻盈的翅膀，穿梭在万花丛中，
给这里的人民带来了口福，也甜透了无
数人的心田！

麟游县过去曾是国家级贫困县，近年
来，在脱贫攻坚行动中，全县人民齐心协
力，坚持植树造林不放松，严禁乱砍滥伐，
努力恢复并保护绿色植被，终于摘掉了

“贫困县”的帽子。麟游也是“藏在深闺人
未识”的“俏妹子”，不被外界人所了解。每
年“五一”节过后，各种野草闲花、狼牙刺
灌木和数万亩槐树林，陆续萌芽开花、泛
绿长叶，争奇斗艳，那浓郁的花香，吸引来
浙江、福建、江苏、四川、宁夏等地几千人
的放蜂大军，来此山谷沟壑中安营扎寨，
过着“赶花人”的勤劳生活。

你看那通往山里的公路两旁，随时
可以看到那一排排白色的蜂箱和一顶顶
临时搭起的简易三角小凉棚，这些颇有
点田园风味的景致，给这美丽寂静的山
区小县，增添了一种野趣和生机。养蜂的
人们更为高兴，三人一组、五人一堆忙碌
着，姑娘们一边摇蜜糖，一边哼着流行的
歌曲。这边河南梆子还没唱完，那边又唱
起了黄梅戏，不时还有老陕在吼秦腔，一
时在整个山沟中回响。这些放蜂人各自
带着数十个蜂箱，两三天就可以摇一次
新蜜汁液。他们将新酿出的槐蜜装在各
式各样的桶里，直接送往收购点，立即换
成了大把的票子。这甜蜜的事业，让人拍
手称赞。

每年我都要趁此时间重回麟游，因为
曾在这里工作过多年，感情深厚。当然，顺
道选购这里新鲜地道、正宗的蜂蜜必不可
少。前几天，我们来到麟游县的崔木梁一
带，一位来自四川的蜂农向我们诉说 ：“麟
游县蜜源广，生态好，无污染，加之山里人
厚道，县上每年都要举办槐花节活动，蜂
蜜销路很广，还有专人接待服务我们这些
放蜂人，送吃、送喝、送蜜桶，解决了后顾
之忧，确保了我们的利益，今年我已是第
六次来这里了。”

此刻，我也看见了当地许多农民和游
客，拿着早已准备好的瓶瓶罐罐，闻着花
香到槐树下尝买新蜜，卖者笑脸相迎 ：“你
瞧瞧，这蜜多透亮……”买者随口品尝，乐
滋滋地回应道 ：“嗯，这蜜真解馋，就是价
格有些贵！”

卖蜂蜜者操着四川口音说 ：“在这崔
木山梁上，成群结队的放蜂人三十多家，
哪个人不知道我老王。我每年春夏前来，
深秋回家，在此卖蜂蜜十多年了。一分钱
来一分货，槐花蜜，没麻达！当地土蜂蜜，
每公斤还卖到六十多元呢……”他这番诚
挚的说辞，一下子打开了游人的钱包。

后来我还从麟游县外贸公司了解到，
这几年麟游放蜂的人越来越多，县上设有
三十多个收购点。一天鲜蜜收购可达六万
多公斤，每年下来也能收购蜂蜜上百万公
斤，年年超额完成省市下达的外贸计划。
麟游蜂蜜成特产，还漂洋过海，卖到了日
本、英国、俄罗斯等国家。由此可见，这“绿
水青山”的良好生态环境，滋生蔓延出的
槐树和灌木林，成了今天的“摇钱树”，与
这大山交相辉映，不由得让人感叹起这幸
福的新时代！

美在县区
编者按 ：厚重的文化底蕴，绮丽的自然

风光，经济的快速发展……彰显着宝鸡这座城
市的品位与魅力，其管辖的四区八县也是禀赋
各异，美得丰富多彩，美得日新月异。尤其是近

年来，各县区坚持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展现出
了强大的生机与活力，并各具特色。本期副刊，
让我们在一组美文墨香中感受它们在经济、文
化、城建、农业等方面取得的累累硕果。

卢志平  摄

于浩  摄

安伟东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