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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丝路的文学重镇 大关中的人文担当

炎帝祭祀成黄河流域非遗关键词

关中平原城市群

实力作家联展
平凉

命 中（ 组 诗 ）
◎陈宝全

他怕一摸就暗下去了
我和母亲也去看，也不敢伸手
怕把一家人的河流抹平了
但我相信
有一天它会醒过来，摸一把我

父亲的果园

陈宝全 ：生于上世纪 70 年
代，甘肃静宁人，中国作家协会
会 员，获 第 四 届 甘 肃 黄 河 文 学
奖、崆 峒 文 艺 奖。著 有 诗 集《 看
见》《心生繁华》《等于鸟鸣》。

指纹上有一条河
下雨了，雨水沿指纹流着
这是父亲的河流，一家人的河流
房子是父亲亲手盖的
他把一枚年轻的指纹留在了泥墙上
那时候奶奶还活着
母亲还穿花格子衣服
他是十里八乡有名的木匠
春风数过，细雨数过
北风吹红了手指，也没数清年轮
一只虫子走在上面
把太阳从东举到了西，它抓不住
鸟儿一闪而过，雨滴在指纹上
我像听到了一座房子三十年前的心跳
父亲每天都去看，却从不伸手摸

那时候每个生产队都有打麦场，
一般摊在村头或村尾。但我们很少称
其为
“打麦场”
，
而叫
“场”
或
“场里”
。
打
麦场是碾打麦子的地方。过去没有脱
粒机，更没有收割机，就用牲口套上
碌碡在打麦场碾。
打麦场一般是方的，或正方，或
长方。场边有几棵不知长了多少年的
柿子树，或叶苍枝壮，或俊秀挺拔，到
了夏季，一棵棵更加枝繁叶茂、蓊蓊
郁郁，仿佛一顶顶天然的绿色遮阳
伞。打麦场的四角都有一眼水窖，麦
子上场后，水窖边矗立着一个个称为
“海子”的大缸，缸里的水扑沿沿的。
不用问，这是为了防火。碌碡见缝插
针搁在场边，黑而瓷实，成为宣示打
麦场的标志。
小满之后夏收之前，人们便开始
整场，也就是把闲了一年已变得坑洼
不平、
地土松散的打麦场整成平展、
结
实、
干净的场所，
这样方能保证麦秸上
的颗粒一干二净地落在场上，颗粒归
仓。
整场时最好能有一场细雨，
实在等
不来雨，
就从水窖里绞水往场面上泼。
待场面潮湿后，
用铁耙把场耙开，
撒上
麦糠或铡碎了的麦秸，
再用碌碡碾，
待
场仿若一面白光光的镜子时方止。整
场的时候，
最欢喜的是我们小孩子，
好
玩是一方面，关键是我们日思夜盼的
麦子就要上场了，吃了一冬一春的杂
粮也预示着要退居二线了。
收麦是我们全年最忙碌、最紧张
而又最欢欣鼓舞的事，被誉为
“三夏”
大忙季节毫不过分。
这时候，
全村男女
老少杨家将似的齐上阵。割麦是第一
个环节，由绝大多数妇女和一部分男
人组成割麦队握着镰刀割，割下来的
麦子由男人用马车或架子车往场里
拉，
称为运麦队，
放忙假的学校娃娃组
成拾麦队，把散落在地里的麦子一穗
穗拾到笼里，
再交到场里。
打麦场虽说
固定了一些老婆、老汉，但就是个象
征，队长针对情况有权抽调任何人到
场里。到最后，其他活渐次结束了，全

这一季
春风照例，策马而来
父亲提着长柄斧，进了果园
把 55 棵苹果树，又挨个
看了一遍
它们，像一个个进入暮年的人
父亲手中的长柄斧
在风中，也摇摆不定
我明白父亲在想什么？
但我不明白
一棵苹果树在想什么？
如果把它们移栽到三十年前
树下的父亲会是什么样子
如果女儿在就好了
她有能力把这些苹果树挪上画纸
让一只蜜蜂对着苹果花的耳朵
说出她心里的话
这一季春风里
老树如父，父如老树
他们忘却了死亡。有那么一瞬
我看见他身后，一些年轻的树苗
——正纵身而起

老衣
暮色里，母亲关紧门窗
小心翼翼地从柜子里取出一个包裹：
上衣，裤子，被子，褥子

袜子……还有一双绣花鞋

还有那盆是檩子梁的胡麻

——是父母的老衣！

其实，李家山早不种这些农作物了
苹果树涌向群山，摘下了裹头的包巾
为此，我坚信他们在窗台上
建造的李家山
一定还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样子
可我去哪里给他们租一条葫芦河
借一山潺潺的鸟鸣？

“天气好的时候，我就拿出去晒晒
吹吹风，沾点阳气，还不起虫子
以后我和你爸睡在土里，
穿着也暖和”
母亲絮絮叨叨说着。这个
已经古稀之年的老人，给几个儿女
不知缝制了多少衣服，而她和父亲
却一直穿着缀满补丁的旧衣裳
直到老了之后，才肯让姐姐给他们
缝制一套去另一个世界的行装
我看见，尘埃在老衣上行走如初
母亲嘴角翕动，一遍遍轻弹，抚摸
似乎最不放心的是纽扣，反复揉捏
生怕它们吞下坚硬的核
夜色愈来愈深。母亲收拾好老衣
像一个怀揣巨大秘密的人——
我赶紧打开电灯，逼退夜色
把她从黑暗中拉了出来
我希望这强大的光能和我一起
抵挡一些忽然而至的风
将那突兀的命运，挡在门外

窗台上的李家山
清晨，两个老人总会在窗台前
像面对着万亩良田一样满足
他们在花盆里种上了五谷杂粮
这盆是椿树岔的小麦
这是水泉湾的玉米
这是高崖洼的荞麦

打麦场

风摇不醒他了
夜里，地里的庄稼长了一茬
庄稼长个的时候，一庄子人睡熟了
第二天天不亮，风就挨家逐户去敲门
摇醒了椿树岔的椿树，路边上的莓子
摇醒了圏里的羊和羊鞭，架上的鸡
还有墙头上的山丹花……
风知道很多道理
摇醒了媳妇们起来做饭
摇醒了儿子们下地
才把一个一个老人摇醒了喝茶
到了椿树岔，风使劲摇
一个叫李金录的老人
却怎么也摇不醒了，阳光出来喊它走
它急得团团转，就是舍不得离开

MING JIA

◎云岗
村人便集中到场里打场。
打麦场都有一个场长，一般是村
里办事认真的人，或脾气不怎么好的
人。前一种人大伙叫他犟人，话不多，
眼睛总是眯缝着，他定了的事九头牛
都拉不回 ；后一种人大伙叫
“歪人”
，
嗓门好，骂人一套一套，绝不重复，谁
若做错了什么，
特别是耍奸溜滑，
他家
活着的、死去的女人在他嘴里可就遭
了大殃。
好在是收麦忙季，
“算黄算割”
都在拼命地催，
场长犟点、
“歪”
点又能
咋？好歹自己受去，
也没有人同情你。
打麦场口还有两个站岗的，是学
校的娃娃，红领巾扎得齐整整的，手
里的红缨枪亮闪闪的，威风凛凛的样
子不亚于潘冬子和送信的海娃。他们
的主要任务是收缴老汉身上的洋火、
婆娘从什么地方捡的麦穗等诸如此
类的事，搞得人心里还有点紧张。
从地里拉回的麦子先堆在打麦
场四角，估摸能摊满整个场，便开始
打麦。打麦最好在骄阳似火的日子，
这样的日子人虽然遭罪，却很有利于
打麦。日上三竿，男女老少用挖钩、铁
叉、掮杈、木杈等农具把潮热的麦堆
挖开，推拽到打麦场的角角落落散
开。村里人把这叫摊场。摊场有讲究，
尽量让每株麦子接触到阳光。
到了下午两三点，暴晒后的麦秆
几乎一折就断，麦粒也跃跃欲试想脱
离麦壳，男人们便把套好碌碡的牲口
拉进了场，一溜儿二十多犋，一个跟
着一个在场一边转开了圈。村里人把
这叫碾场。碾场最热闹，人的吆喝声、
牲口的响鼻声、鞭梢在空中的鸣叫声
此起彼伏，夹杂着声嘶力竭的秦腔
声，把本来已经暑热难耐的打麦场喧
闹得沸反盈天。那时候，我们小孩子
很喜欢这样的场面，也很想拉着牲口
缰绳，挥舞着皮鞭，亮一嗓子
“长鞭一
甩啪啪响......”可大人们说，这是技术
活，我们掌握不了。所谓技术活主要
是怕牲口欺小，掌握不好会乱套，可
我们手里的鞭子是吃素的？再者怕

显然，已经生疏了
当一只青虫出现的时候
他们跟初侍农事时一样手忙脚乱
还有小麦条锈病、玉米黑粉病
还有红蜘蛛、螨虫……来的时候
他们拍打干净的衣服相互指责
“一定是从你的肉里钻出来的”

牲口屙在打麦场。这有个啥？只要看
见牲口尾巴要撅，赶快向场边招一下
手，或者撂一嗓子，站岗的红小兵就
会端着大竹笊篱飞一般跑过来，然后
把竹笊篱塞到牲口屁股下。当然了，
凡事想着容易，做起来却不那么简
单。有时候一些怕热的人借口解手把
碌碡交给了大一点的孩子，刚一转身
牲口便歇了脚，咋拉咋打就是不动，
后面的碌碡只得停了步。歇下来的牲
口尿多、粪多，一时间你尿我屙，打麦
场瞬间乱成了一锅粥。场长跑过来
了，嘴里一顿滚雷般的怒骂，借口解
手的悻悻地骂一声大孩子，然后拉过
缰绳、
鞭子，
麦场这才恢复了秩序。
麦子被碾得匍匐在地，麦秸发出
白白的光时，碌碡队转到另半边场里
去碾。
这时候，
围坐在柿子树下的妇女
们戴上草帽，
或提或掮着木杈进了场，
她们一溜儿排开，
从场沿开始，
舞动木
杈转着圈把匍匐在地的麦秸秆挑起
来，抖一抖，然后倒竖在地上。村里人
把这叫翻场。
翻场最好看，
妇女们扭动
腰肢，
动作整齐划一，
灵动柔和。
麦场翻完了，那边的麦子也碾
好了，两边对调，互不干扰。反复几次
后，把牲口牵走，开始起场。起场最有
秩序，妇女们先用木杈把脱了粒的麦
秸抖落着往一起挑 ；男人们跟在后
面用掮杈、铁叉把推在一起的麦秸或
推或挑到场边，娃娃们则用推耙把地
上混合着麦糠、杂物的麦粒往场长指
定的地方推，最后面老人们抡起扫帚
奋力地扫，扫不动了，娃娃们再用推
耙推，再扫，再推……场边的麦秸秆
堆成了大堆，场中间的麦粒夹杂着麦
糠也堆成了小堆。
接下来开始扬场。扬场最难，需
村里的把式操作。扬场时，戴着草帽
或眼镜的把式们前弓后箭用木锨铲
一锨混合物，头仰起，举起木锨高高
地一扬，麦粒随即唰啦啦落到脚前，
麦糠等杂物则随风飘向前边。麦粒和
麦糠粘连的地方，自然有人用扫帚把

麦糠等杂物往外掠，以使两者彻底分
离。扬场时必须有风，道理很简单，只
有风才能把质量较重的麦粒和质量
较轻的麦糠分开。没有风时怎么办，
一个字 ：等。有时候一等就到，有时
候一等就是半晚，有时候没有等到
风，却等来了雨，场长只得指挥把式
们用帆布把麦糠堆苫了，等雨停后有
风时再扬。
夏天雷阵雨多，打麦场上正热火
朝天，北山上却涌上一团乌云，一阵
响雷后，大雨倾盆而下。每当这个时
候，全村人心中只有麦场上的麦子，
没有人说话，更没有人偷懒，只一门
心思地把场里的麦子往一起收拢。谁
都明白，这可是大伙的命啊！
麦收结束了，打麦场冷落下来。
偶尔，谁家的老母鸡领着一群小鸡在
场里寻寻觅觅，谁家的猪拉开身子在
碌碡上拉拉送送，更有月明星稀时，
山一般耸立着的麦秸垛后面传出的
私语声……
后来，
地分了，
打麦场也被分成了
一绺一绺。再后来，收割机进了村，打
麦场变成了宅基地，
住上了人家。
再后
来，
村里人进城打工了，
打麦场上的人
家有的门上挂了锁，有的门前荒草萋
萋，
有的房倒墙塌、
残垣断壁……
这些年我喜欢回老家，可每回
一次，就觉得我的故乡似乎要随风而
去。我心里很怅惘，怎一个所谓“乡
愁”能表达！
云岗 ：原名唐云岗。陕西蒲城县
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陕西“百优”
人才。著有长篇小说《城市在远方》，
中短篇小说集《永远的家事》《罕井》
《雪落大地》，散文集《苜蓿》。曾获梁
斌小说奖、柳青文学奖、延安文学奖
等奖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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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文化和旅游部非物质文化遗产
司日前下发文件，遴选陕甘川晋豫鲁 6 省共
12 项国家级重点非遗项目予以经费支持。我
市“炎帝祭祀”光荣入选，再次让宝鸡“炎帝故
里”的美名发扬光大。
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黄河文化
保护传承弘扬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挖掘阐
释黄河流域非遗蕴含的中华文化特质和精神
内涵，持续推动黄河流域非遗保护传承，做
好黄河流域重点非遗项目保护工作，文化和
旅游部从众多黄河流域国家级非遗代表性
项目中遴选出 12 个“关键词”予以重点关注，
涵盖陕甘川晋豫鲁 6 省。其中陕西共 4 项，
民间文学类和民俗类各 2 项，包括白水、洛
南各自申报的“仓颉传说”，黄陵申报的“黄帝
陵祭祀”和我市申报的“炎帝祭祀”。我市炎帝
祭祀活动自 1993 年举办以来，每年一届至今
从未间断，主要由宝鸡炎帝与周秦文化研究
会具体承办。该项目获批后由渭滨区文化馆
实施保护。
本报记者 周勇军

常红梅“麦子”获吴伯箫散文奖

本报讯 由山东省散文学会、济南市吴伯
箫研究会等主办第二届“华成杯”吴伯箫散文
奖全国散文新作品大赛评选近日揭晓，我市
女作家常红梅的《麦子在呼喊》获奖。
常红梅系中国散文学会会员、省作协会
员，工作之余酷爱写作，300 余篇作品散见
于《散文》
《散文百家》
《延河》等报刊，作品入
选《2017 中国散文排行榜》，出版散文集
《陌
上花开》
《一个女干部的扶贫手记》。吴伯箫散
文奖是为纪念山东籍散文大师吴伯箫先生所
设，此次活动历时 3 个多月，共收到来自全国
30 个省区市和日本、澳大利亚等国参赛作品
3000 多件，最终评出大赛特别奖 3 篇、一等
奖 10 篇、二等奖 20 篇、优秀奖 30 篇、理论奖
5 篇，其中《麦子在呼喊》以独特的视角、温情
的笔墨，抒写了作家对生养她的母土的热爱，
最终获评二等奖。
本报记者 段序培

徐斌会诗作获全国短文大赛奖

本报讯 由中国作家协会网络文学中心
牵头组织的“党在我心中”短文征集活动日前
落幕，50 部优秀作品脱颖而出，我市作家徐
斌会的诗作《只有共产党》榜上有名。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
“党在
我心中”短文征集活动于今年 3 月启动，在全
国 27 家重点网络文学网站参与主办下，共征
集诗歌、散文、纪实作品 1 万余部（篇），经网
站推荐、组织评选、作品公示等程序，最终产
生 50 部（篇）优秀作品。省作协会员、太白县
作协主席徐斌会，结合个人成长、生活经历与
百年党史中的伟大时刻、重大事件、著名人物
相联系，创作长诗《只有共产党》。诗人语言朴
实却韵味深长，热情讴歌了中国共产党带领
中国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
的光辉历程，也抒发了自己对党和祖国的一
片赤诚之情。
本报记者 王卉

萧迹长篇小说《高家堡》出版

本报讯 曾在宝鸡工作生活过多年的著
名作家萧迹的又一长篇力作《高家堡》，近日
由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出版。这是一部反映
普通百姓历经奋斗、改变家乡面貌的主旋律
长篇小说，被列入陕西省重大文化精品项目。
萧迹现为中国作协会员、
西安市碑林区作
协主席，已创作出版 13 部长篇小说、3 部散
文集约 500 万字，
其中长篇小说
《团委书记》
先
后荣获团中央第七届
“五个一工程”
奖、
第八届
全国铁路文学奖等。
《高家堡》
以一位党支部书
记的成长史为主线，
以老高家三代人的经历向
我们再现了 20 世纪 30 年代以来这片土地上
翻天覆地的变化。作家在后记中说 ：
“这部长
篇小说里高家堡的砖、石卯山的土、秃尾河的
水都是真实的，
其他的都是我从千千万万个中
国农村把那些早已消失于历史云烟的灵魂一
个个请回来，
让他们在高家堡这座古老的城堡
里复活，
用一个个鲜活的生命演绎出一部中国
百年历史的缩影。
”
本报记者 周勇军

杨胡平《儿童睡前小故事》付梓

本报讯 我市 80 后儿童文学作家杨胡平
新书《儿童睡前小故事》，近日由西藏人民出
版社出版发行。
中国作协会员、中国科普作协会员杨胡
平，
原籍甘肃天水，
现定居我市，
已在百余家少
儿刊物发表作品近千篇
（首）
，
出版长篇幻想儿
童小说、
科普绘本等童书 20 多册。
其作获冰心
儿童文学新作奖、
大白鲸世界杯原创幻想儿童
文学奖、
“童声里的中国”
少儿歌谣创作大赛一
等奖等。
新书作为小学生阅读的儿童寓言故事
集，收录了作者近年来创作的 40 篇儿童寓言
故事，
共计 5 万字。
该书将常见的生活现象，
以
一篇篇生动有趣并富含哲理的儿童寓言故事
的形式表现出来，
启迪心智、
净化心灵。
每篇儿
童寓言故事的后面，
还有词语轩和佳句积累的
内容，让小读者在阅读儿童寓言故事的同时，
积累词汇，
提升写作能力。
本报记者 王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