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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周刊

岐山周礼村落为何因民

俗旅游而闻名遐迩？这大概

与周礼村落毗邻举世闻名的

周公庙风景名胜区有关，而

岐山周公庙因为祭祀中华文

化的奠基者周公姬旦声名远

扬。中国古代历史上有两大

圣人——周公姬旦和孔子。

周公制礼作乐、建官立政，集

大德、大功、大治于一身，而

被后人尊称为元圣。 

岐山周公庙位于古卷

阿，《诗经·卷阿》有记载。说

到这里有一则我未经考证但

在岐山广为流传的故事。岐山

周公庙在上世纪 60 年代以前

为周公中学校址，大概地灵人

杰之故。周公中学有一学生考

入了北京大学中文系，那时入

校都要复试。因其考入的是北

大中文系，复试题目自然有作

文，而作文的题目就是 ：《我

的母校》。这位岐山籍学子洋

洋洒洒写下了《我的母校——

记岐山周公中学》。开篇就写

道 ：“《诗经·卷阿》云 ：‘有

卷阿者，飘风自南。’我的母

校就位于古卷阿之上。”此生

虽然下笔口气很大，但言之

有据。试想哪个中学在几千年

前的周代有载，《诗经》有据。

岐山如此厚重的文化底蕴、

丰富的旅游资源世所罕见。

然而就是这样一个风景名胜

之地，游人甚少。1997 年我

到岐山任职的时候，周公庙

仍然是两扇破旧生锈的大铁

门，泥泞不堪的道路。更有甚

者此乃公众敬仰元圣周公姬

旦之地，有管理者竟将其父

亲的棺材放在岐山周公庙的

乐楼之上，管理不善让人触

目惊心。

当县委、县政府领导一

行人去四川考察天然气项目

之时，发现成都都江堰一带

的农家乐蔚然成风，深受成

都广大市民青睐。这些农家乐又有

别名谓之 ：“点杀”或“点刹”。我问

当地人为何？当地人告知我，“点

杀”乃是指吃饭人现点现杀，绝对

新鲜。“点刹”是指这些农家乐都在

成都近郊，司机只要轰一下油门，

立马要踩刹车，否则就错过了，意

思是很近的餐馆。在四川成都切实

感受农家乐之后，美味可口，便宜

实惠，食材新鲜，游人如织。凡是体

会过农家乐的人都赞不绝口。我们

同行四人都叹为观止。我当时就想

能否将农家乐引进到岐山去，让农

家乐与周公庙旅游结合在一起，既

可以增加农民收入，又可以促进周

公庙的旅游。在岐山发展农家乐的

想法是我们去四川招商引资天然

气项目的附产品。这次四川之行天

然气项目引资协议顺利达成之外，

还意想不到地开启了岐山乃至陕

西民俗旅游农家乐的风气之先。

我到岐山工作的时候，人们

普遍对旅游对地方经济发展促进

带动作用还认识不够。回到岐山，

与其他领导碰头后，我将发展农

家乐的想法同当时文化局蔡平

刚、李秋虎两位局长商量，没想到

他们的积极性很高。他们动员北

郭乡妇联主任庞翠侠带头作为臊

子面接待户。我最早陪同分管文

化旅游的副省长、分管农业的副

市长去她那里吃农家乐。

凡是吃过农家乐的人都说

好。岐山农家乐慢慢地发

展起来了。我在县上管接

待，凡是去农家乐吃过臊

子面的领导，再也不愿意

去县城餐馆、招待所吃臊

子面。我们最早的设想是

通过岐山农家乐臊子面接

待、吸引留住回头客，避

免周公庙旅游半小时就扬

长而去，一去不返，没有回

头客的尴尬境地。没想到

来此旅游和公务接待应接

不暇。

文化局蔡、李两位局

长积极推动，乡、村干部

积极响应，岐山农家乐渐

渐有了大起色。岐山有南

北二庙，北边是周公庙，南

边是五丈原诸葛亮庙。县

上专门成立周公庙旅游公

司，一是解决臊子面接待

户不能开发票的事，二是

接待安排旅游专线南北二

庙线路运营。县上专门借

拨 5 万元的启动资金，用

于周公庙维修。岐山农家

乐与周公庙旅游很快就形

成气候，有力推动和弘扬

了周礼文化。过去许多人

认为旅游做不大，没想到

小小的农家乐使岐山声名

远播，许多游客慕名而来。

1999 年岐山召开首届周

文化艺术节。

岐山农家乐开创了陕

西民俗旅游的先河，因而

被命名为陕西民俗旅游第

一村。当初谁也没有想到

小小农家乐，有如此大市

场，既带动了文化旅游事

业，又促进了农民增收。这

在上世纪 90 年代农民增

收难的时期是多么难能可

贵。几年以后我调到金台

区政府工作，看到金台胜

利塬的村民，离城市四五百米的距

离，依然面朝黄土背朝天，日出而

作日落而息，收入很低。城市虽然

与他们近在咫尺，而城市文明和福

祉却好像与之无关。

城乡二元结构的隔绝现状让

我深感震惊。我同分管旅游的同志

以及副区长商量，动员村民到岐

山学习农家乐，引进到金台区胜利

塬。区政府出钱组织村民参观周公

庙，中午吃饭现场考察农家乐。村

干部甘世英书记带动群众学习岐

山农家乐做法，也开始搞农家乐。

2002 年 5 月金台北坡森林公园开

工，极大地促进了胜利塬农家乐旅

游项目的大发展。今天金台的农家

乐旅游借助北坡绿化建设搬迁，上

了许多旅游项目，规模很大，这已

经远远超出了原来单家独户的农

家乐最初想法。

现在岐山和金台这两个最早

搞农家乐的县区，文化旅游做得风

生水起，让人们感到非常欣慰。岐

山作为陕西最早开办农家乐旅游

的县，开创了民俗文化旅游的风气

之先，引起了文化、旅游和农业部

门的高度重视和积极推广，许多地

方也开始搞农家乐。但是北郭因开

民俗旅游风气之先而获得了“陕西

民俗旅游第一村”的光荣称号，当

之无愧。

周
礼
村
落
为
何
因
民
俗
旅
游
而
闻
名
？

共产党员是我一生不变的名字
菊蓉

迄今为止我有两个名字。

第一个是父母取的，它带有父

母的嘱托、希望和期盼 ；另一个

是党组织取的，它带有责任担

当和奋进的力量。有一首歌词

中这样写 ：“母亲只生了我的

身，党的光辉照我心。”我想，这

正是两个“母亲”不同的角色和

美好的寄托。

在我求学的各个阶段，老

师们讲了无数个共产党员的英

雄故事，从留下“可爱的中国”

动人篇章的方志敏到“生的伟

大死的光荣”的刘胡兰、从“宁

死不跪”的陈延年到共产主义

战士雷锋，从“拼命也要拿下大

油田”的铁人王进喜到“县委书

记的榜样”焦裕禄，从“你退后

让我来”的杜富国到“清澈的

爱只为祖国”的戍边战士陈祥

榕，从“点沙成金”的郭玺到最

美“扶贫之花”黄文秀……一串

串闪光的名字，让我知道了党

旗是无数共产党人用鲜血染成

的，他们“愿与人民同患难，誓

拼热血固神州”的精神成为我

人生之路的灯塔。

工作后，我一遍遍学习党

的历史，革命先辈一代又一代

前赴后继，一声声呐喊如同惊

雷闪电，劈开了旧中国如磐的

黑暗，奏响了浩气长存的爱国

主义壮歌，无数共产党人接续

奋斗，抓改革、应变局、抗震救

灾防非典，所到之处，迎难而

上，砥砺前行。新冠肺炎疫情发

生之际，无数共产党员听令而

行、冲到前线勇做逆行者，汇聚

起战胜疫情的硬核力量 ；脱贫

攻坚决战之时，无数共产党员

燃一点星火，纵四方灼灼，书写

了波澜壮阔的“扶贫答卷”。一

段段峥嵘岁月，一个个可歌可

泣的英雄儿女，用实际行动诠

释了共产党员，是一个多么美

好的名字。

我的父亲是一位奋斗在农

业科研岗位上的干部，母亲是一

位普通人民教师，他们都是党的

儿女，和成千上万个共产党员一

样，在各自的岗位上敬业爱岗、

奉献芳华。在他们的熏陶下，我

刚参加工作就递交了入党申请

书，在接受组织考验后，我如愿

以偿地站在党旗下，紧握右拳，

铿锵的誓言是我一生铭记的荣

光时刻 ：“我志愿加入中国共

产党，拥护党的纲领，遵守党的

章程，履行党员义务，执行党的

决定，严守党的纪律……”亦是

从这一瞬间开始，一个光辉的

名字、需要我用一生践行的名

字——“共产党员”，永远地镌

刻在了我身上。

我的爱人也是一名共产党

员，他始终扎根山区县，恪守全

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奉

献基层，无怨无悔。让我自豪的

是，我的女儿在党的百年华诞

之际，也光荣地成为共产党员

一分子。前不久，市作家协会推

荐我参加宝鸡电视台“心里有

话对党说”的节目录制时，我再

一次庄严承诺 ：“我将牢记党

员身份，不忘职责使命，向先辈

学习，时时处处一身正气，时时

刻刻一心向党。”

如今，我们一家三代人在不

同的岗位上，珍惜共产党员这个

最美最响亮的名字，持续汲取百

年党史的智慧和力量，激励我们

初心不改、牢记使命的时代精神

和历史责任感，风雨锤炼，步稳

力沉，信心满满地努力奔跑，追

梦前行，以坚定、自觉、扎实的行

动，忠诚奉献，永不懈怠，时刻以

为党旗增光添彩为荣。

共产党员，一声“到”，一生

到。共产党员，是我一生不变的

名字，更是我一生践行的誓言。

一支粉笔写党恩
曹雪柏

七岁那年，我背着父亲给我做

的一个木质小黑板，走进了村里小

学的大门。一支粉笔装在了我的衣

兜，父亲告诉我要省着点用。可是为

了一块黑板擦，父亲犯了愁。万不得

已，母亲拿来一把锋利的剪刀，把土

炕上的那片羊毛毡咔嚓咔嚓剪了一

方块，钉在了一个小木板上，一个自

制的黑板擦便大功告成。

那片羊毛毡是母亲的嫁妆。

上世纪 70 年代关中地区的农村，

最流行的是在女儿出嫁时，娘家

陪羊毛毡。那片羊毛毡是外公花

了 5 元钱，步行几十里山路，找了

当时最有名的匠人做的。羊毛毡，

铺在炕上防潮保暖，柔软暖和，是

那个时候农家家境富裕的象征。

母亲对它格外爱惜，整理得平平

整整。至此，母亲的心爱之物缺了

一方……

就这样，我背着那块墨汁刷

的小黑板，揣着一支粉笔，拿着那

块羊毛毡黑板擦入学了。

儿时，就在那块小黑板上，吱

吱呀呀地写呀画呀，学会了 1、2、

3、4、5、6……认识了a、o、e、i、u、

ü……小黑板，大天地，写了擦，

擦了写。没想到这粉笔一捏，竟然

捏了半辈子！

17 岁那年，我如愿以偿走进

了师范的大门，毕业后，当上了一

名小学教师。至此，我就与粉笔结

下了不解之缘。每天在黑板上教

孩子们写字、画画、算数学题……

乐此不疲。一堂课下来，头发上、

衣服上都落满了一层白白的粉笔

灰，活生生一个“白毛男”。

回顾当年，我的舞台，也就是

三尺讲台。我的道具，也就是一块

黑板、一支粉笔，条件极为简陋。

就像歌曲《长大后我就成了你》中

唱的 ：“写下的是真理，擦去的是

功利……”

时光飞逝，一转眼我们的教

学用上了多媒体电脑，学校开通

“班班通”校园网，教师人手一台

手提电脑，网络办公、线上学习、

云端交流培训已经是习以为常的

事情。我们从三尺讲台踏上了信

息高速路，与天地共舞，与世界

零距离接触，这是何等的巨变？

老师可以共享网上的优质教学资

源，学子可以在微机室探求更广

阔的世界。老师轻点着鼠标，办公

学习，授课辅导，尽情享受着现代

教育的魅力。

从土房子、烂桌凳、一支粉笔、

一块黑板、一本教材，到靓教室、新

桌椅、多媒体，这些都是在中国共

产党的领导下，为教育发展搭建的

平台，漂亮的教学楼，绿茵茵的塑

胶操场，标准化的食堂，温馨别致

的寝室，多媒体教室，快捷的远程

直播，为师生提供的良好条件，彰

显着当代教育的变迁。

前几日，在一节党史教育课

上，我开启“班班通”设施，用翻页

笔操控着精美的ppt 讲述着党的

历史、党的丰功伟绩。丰富多彩的

多媒体教学资源，音频、视频资料

一应俱全，课堂上集声、光、动画

为一体的课件，为学生提供了生

动逼真的学习情景，刺激着学生

多种感官，大大增加了课堂的信

息量，拓宽了学生的视野，提高了

学习效率。师生演绎着生动而又

精彩的课堂，让一节党史教育课

有趣有料，学生们兴趣盎然，收获

多多。当我再问学生，中国共产党

还有哪些丰功伟绩时，孩子们竟

像炸开了锅，畅所欲言 ：

“ 党 减 免 了 我 们 的 学 杂

费用。”

“党给我们发放了免费的教

科书。”

“党还让我们吃上了免费的

营养早餐。”

“党还让我们村子脱贫致

富了。”

……

我捏起粉笔，重重地在黑板

上写了几个刚劲有力的大字 ：党

的恩情说不完！

知道新集川，是因为那里有“陇县

八景”之一的龙门洞，常常被龙门洞美

景撩拨得魂不守舍。其实，于我来说，

新集川最美的风景一直在路上，当我

们一行驱车从县城出发，沿着平坦、宽

阔的 344 国道向西北方向前行，那份

荡漾在内心深处的向往一点点化解开

来，让人豁然开朗。

新集川，是陇县的一个镇，其中一

个“川”字足见它的地域特点，是川而

非山。它位于陇县西北部，与甘肃省华

亭县接壤，距离陇县县城 40 公里。

“天街小雨润如酥。”早晨，一场猝

不及防的小雨缠绵而来，没有打招呼，

就这样降临到大地。绵绵细雨滴滴答

答下个不停，平坦的柏油路被洗涤得

干干净净。一路上，透过车窗，沿路的

风景美不胜收，令人目不暇接。

放眼望去，在泛着绿的山谷中、草

地边，在险峻的半山腰上，到处开满了

野花，花朵上闪烁着晶莹剔透的水珠，

煞是好看。说句心里话，对于我这个山

里人来说，那些野花已经看惯，习以为

常了，从没有这么认真欣赏过，甚至认

为，那些野花是卑贱的，看那山山峁

峁、沟沟梁梁、崖畔、水渠边，一簇簇、

一丛丛，没有人精心呵护，只需汲取天

地之灵气、日月之精华，给它一点点阳

光，就灿烂无比。一朵朵花影从我们的

眼前划过，坐在车内的我们仿佛嗅到

空气中飘散着沁人心脾的芳香，还有

泥土的清新，随行的同事兴奋地发出

一声惊叹 ：“好美！”这时我也轻轻闭

上眼睛，抛却了生活的烦恼，屏住呼

吸，尽情遐想置身于花海之中的惬意，

陶醉在美景之中，美美地沉醉。

“终于到了！”迷迷糊糊中听到耳

边有人说话。原来，我们已经到了目的

地新集川镇人民政府了。

下了车，才感觉到雨下大了，雨线

如织，密密繁繁，恰似仙女信手抛下的

无数条丝线，一股脑儿向我扑来。“好

家伙，这雨下得带劲！”身边的同事和

我有同样的感悟。

我伫立在院子里，远处的山峦连

绵起伏，崭新的民房错落有致，一幅

新农村的美景如画卷般徐徐展开。虽

然没有机会和已脱贫的群众零距离交

谈，听他们畅谈脱贫后的喜悦、生活的

幸福，但是我能想象到这场雨带给他

们的欣喜。

工作的间隙，当我和镇上一位老

干部说起这些年的变化时，他侃侃而

谈，津津有味地告诉我 ：“我在这里工

作已经十年了，亲眼看见了老百姓的

生活变化，因离县城远，这里的群众曾

经确实生活困难，吃水难、上学难、行

路难，村里的姑娘纷纷嫁到外地，很多

小伙子娶不到媳妇，村民们过着日出

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可是，自从脱贫

攻坚政策实施后，全镇 4 个行政村 731

户 2895 人 为

摘掉贫困的帽

子 废 寝 忘 食，

努 力 奔 跑，通

过“点菜”发展了合适的产业，目前全

镇稳定种植中药材 3000 余亩，新建

120 亩 香 椿 园、150 亩 花 椒 园、200

亩乌龙头示范园……”接着他告诉我 ：

“如今，老百姓喝上了清亮亮的自来

水，修建了平坦的乡村道路，家家住上

了宽敞明亮的大房子，脱贫摘帽后的

群众生活过得像蜜一样甜，最主要的

特点是群众的腰包鼓了，家家户户的

存款都很多！”

结束工作，回来的路上雾气缭绕，

如梦似幻，我们穿行在雾气朦胧的山

间，忽聚忽散的云雾把新集川的山脉

烘托得更加富有仙韵，恍惚间如置身

于仙境之中，蔚为壮观。此时，大美新

集川更是体现得淋漓尽致。

新集川之行
文雪梅

陈仓荟萃

我想对党说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征文

罗
新
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