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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文选登（七）喜迎党的二十大 抒写身边新变化

家乡这十年
◎闵保华 （西安）

巧工别致的屋前花园，整齐一
色的屋舍，宽敞平整的柏油马路穿
村 而 过，如 同 天 街 四 通 八 达 的 大
道，连接着你家我家，连接着村里
村外。每隔 5 米设有一盏太阳能路
灯，四方凹槽式隐蔽的排水沟分隔
两边。富有乡村特色的农家画，这
里一幅那里一幅，时刻彰显着美丽
乡村的和谐与安康，也展示着新农
人的良好精神面貌。

如今新农村的美丽画卷，早已
超越我儿时的时髦语“楼上楼下、
电灯电话”里的那番憧憬，那番期
盼。曾经的农村路难行，到处坑坑
洼 洼。平 日 里 拉 重 物，不 仅 费 力，
而且提心吊胆，生怕颠簸过猛而翻
车。那时农业机械化程度非常低，
唯一可以见到的就是前轮小后轮
大的拖拉机，对于小地块分割布局
的乡村显得笨重，不灵活，而今农
村机械化普及，十几亩地赶上好天
气，两三天就搞定。

农村的种植变化也很大，农民
不再一味地种粮食，而是发展多种
经济作物，花椒、苹果、酥梨、大枣、
核桃、猕猴桃等随处可见，还有人

别出心裁种起药材和花卉，科技头
脑强的纷纷试水“立体种植”。余下
的土地粮食也没少打，这都得益于
科技的进步。农民再也不是面朝黄
土背朝天，而是向职业型、科技型
的新农人转变。

路 宽 了，村 美 了，种 养 方 式 变
了，人们腰包鼓了，出行也跟着变
了。当年骑车去乡镇上学的路上，已
经很少见人步行，取而代之的是环
保轻便的电动自行车。如今的年轻
人已很难想象天蒙蒙亮就要一路咯
吱咯吱地赶赴学校，人没到校身子
已在寒风中吹透。五里路、四十分
钟，那是我们当年学生最快的速度，
而今公交车招手随停，十分方便。家
家都有小汽车正成为新趋势，每到
周末，路上车来车往，想去一趟镇上
赶集，不再是什么奢望。

周内在城市，周末回乡村，已经
成了许多新农人的常态。在国家城
镇化的大背景下，乡村也在悄然发
生着变化，冰箱、电视机、宽带网络、
燃气灶……以前城里有的，如今农
村也很常见。路畅了，地绿了，花开
了，家和了，我的家乡更美了。

 天气闷热的伏天，空调房里待久
了，就想着出去走走。沿着姜谭路一直
往东，不知不觉就来到了清姜桥上。桥
面突然吹来了一阵风，凉飕飕的，放眼
望去，奔腾的清姜河闯入我的眼帘。我
不由放慢脚步，享受着这股微风带来的
久违的凉爽。

从秦岭山里流出来的清姜河，又
名姜水。史书有载 ：“出秦岭之大散关
者，姜水也。”“炎帝以姜水成。”史传先
民在此一带，生息繁衍，青山秀水，人杰
地灵。清姜河水在山谷中流淌，宛如一
条仪态万千的玉带，它以广阔的胸怀，
容纳途中的每一条溪流，最终一起缓缓
汇入渭河。

沿河道前行，凉风习习，绿荫环
绕，真是一处夏日乘凉的好地方。河水
平静安详，波光粼粼，看着很是清澈。两
岸秀美的景色，更让人目不暇接。新烽
火地产、水岸丽园居民住宅楼一排排矗
立。河边，有人在悠闲地散步，有人坐在
长椅上聊天。在闲聊中，一位古稀老人
告诉我，他就住在河对面的小区，一有
空闲便来这里转转，他说 ：“昔日冷清
的清姜河如今水清岸绿，沿岸环境优
美，行人如织，每天就这样看看都让人
心情舒畅。”

河道里，有一座一米多高的橡

胶坝，清澈的河水从坝顶飞流直下，
形成一个浪花飞溅的小瀑布。走近
瀑步，“哗哗哗”的水声不绝于耳。几
只白色的水鸟在水面上飞来飞去，
忽高忽低，在碧波荡漾的河面上画
出一道道优美的弧线。近几年，随着
清姜河生态保护和水域治理，徜徉
于河边的水鸟越来越多。白色的、灰
色的，还有那些叫不上名的水鸟，一
年比一年多，给清姜河增添了许多
灵气。昔日的河道干涸现象已踪影
全无，取而代之的是清水潺潺、人居
和谐的美好画卷。穿城而过的清姜
河，连缀起倾城盈绿的生态长廊，融
自然美、人文美、现代美于一体，怎
么看都那么美！

从这里往北，是四通八达的大道，
车水马龙，一派繁华 ；往南，是景观水
系木栈道和步行长廊，植被繁茂，人来
人往。徜徉于此，听着鸟儿合奏起交响
曲，草木的清香，随着微风在湿润的空
气里荡漾，沁人心脾……

清姜河“复活”了，这条碧水穿城
过，清风舒爽入画来。沿河漫步的美好
总是匆匆，来到路尽头的那一刻，我久
久回望。清姜河，离繁华不远，离生活
很近，你让我的心灵变得充实，期待我
们的下次相遇。

绿色的生态南坡
◎赵林祥

老家地处黄河流域的小湋河北
岸，西来的一河清水波光粼粼，在川
道里蜿蜒东去，滋润了两岸的土地，
养育了沿途岐山、扶风两县的数万
民众。河对岸突兀崛起的碛雍塬，高
二三百米，东西亘延百余里，村里人
一直称其为南坡。

南 坡 是 家 乡 人 眼 里 的“ 晴 雨
表”，也是乡村生态文明建设的一个
实况缩影。小时候，家门前的南坡
上长满了茂密的野生林木，郁郁葱
葱，生机勃勃，像一道天然的绿色屏
障，护佑着一方民众。村里人每天早
晨出门的头件事，就是习惯性地看
一眼南坡，依此决定当天的农事活
动。沿河的村庄至今流传着“南坡朦
胧，雨水降临”“南坡朗朗，日头晃
晃”“南坡雾茫茫，爷婆（太阳）云里
藏”等气象谚语。

随着生态文明建设的春风吹到
了乡村，南坡 25 度以上的坡地，全
部列入了退耕还林项目。为补偿失
地农民的损失，调动群众自觉参与
的热情，政策规定每亩补贴 130 元，
两料庄稼一年补偿 800 斤粮食，连
补三年，兑现给农户，并由林业部门
无偿提供适宜本地生长的优质经济
苗木，按照“一村一品”的整体规划
布局，以村为单位，组织河两岸的群
众逐村实施。

“为自家栽树，国家还给发粮

补钱哩！”村民们乐呵呵地传颂
着老辈人都没见过的新鲜事儿。
贴心的惠农政策，激发了人们重
建生态林的积极性，不用干部动
员，村里人全家老少齐上阵，从村
委 会 领 来 树 苗，扛 起 镢 头 铁 锨，
天天涉水过河爬上南坡，男人抡
镢头挖坑，老人小孩捡石头、抱树
苗，女人挥锨填土，从坡下挑来河
水逐一浇灌。沉寂了多年的古老
南坡，一时人头攒动，镢头飞扬，
笑声喧天，一派热火朝天的劳作
场景，喜得聚在村头看热闹的耄
耋老人，捻着胡须摇头晃脑，乐颠
颠眉开眼笑。

不同于我们村的核桃经济林，
沿线雍川、枣林镇的蒲家沟、韩家
沟、坡子、凤刘等 10 多个自然村，分
别种植了柿子、苹果、李子、花椒等。
经过连续数年补苗巩固，加上村民
用心管护，逢旱浇水，适时施肥，南
坡连成一片的数千亩绿色生态林带
初具规模了。

此后几年，按经济发展和物价
水平，市县逐年分类加大补助标准，
坡地育林每亩补贴最高达到 1000

元以上。三四年后，南坡上栽植的经
济林进入盛果期，每年盛产的多种
时令水果，大量供应省内外市场，为
村民换来了丰厚收入。南坡成为富
民增收的“钱袋子”，惠及子孙的“绿
色银行”。

近年来，集观景休闲、住宿娱
乐、品尝美食、果园采摘为一体，占
地千亩的生态园初具雏形，吸引了
省内外游客来此观摩独特的绿色生
态景致……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家乡的南坡，坡上坡下，千亩绿
海，万木葱茏，赏心悦目，令人叹为
观止。丰富的植被和茂盛的林木，也
是野生动物的家园，它们栖息于林
中、徜徉于河畔，让默默无闻的南
坡，成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一方
乐园。

一水护田绿波绕，千亩林荫送
金来。绿色的南坡，记录着家乡生态
文明的成果，小湋河流域的这处绿
色景观，成为人们休养生息的天然
氧吧，成为村民发家致富的一片福
地，更是新时期宝鸡生态文明建设
和乡村振兴的辉煌成果。

美哉，满目葱茏的生态南坡！

在这里，老一辈革命家习仲勋策
划了震惊陕甘的“两当兵变”；在这
里，国际友人路易·艾黎和乔治·何
克开展“工合”运动，为支援抗战发挥
了重要作用 ；在这里，老舍留下了长
诗《双石铺——宝鸡》，杜鹏程将它的
故事写成了脍炙人口的小说《夜走灵
官峡》。这里，就是素有“秦蜀咽喉、汉
北锁钥”之称的我的家乡凤县。

十年前，山城开启了“蝶变”。一
幢幢六层、七层的住宅楼鳞次栉比地
出现了，紧接着十几层的高楼也拔地
而起，并向城区、郊外扩展着“地盘”。
也似乎是一夜之间，嘉陵江水以湖的
形态聚集起来，成为凤县的“绿肺”。
此时，我也甩掉了四处租房、拉着木
板架子车年年搬家的生活，拥有了一
套 100 多平方米的“临江房”。

我曾无数次凭窗而望，看那蓝
天、白云、临江的高楼倒映水中。风过
时，云朵飘进水里，像是进入了梦里
的仙界，又像是到了江南水城。当两
当、徽县、成县开往宝鸡的班车从桥
上驶过，车里总有乘客不住地连连惊
赞 ：看，凤县有“海”了。

“海”只是凤县人摘取“中国最美
小城”桂冠的第一步。不久，凤县沿嘉
陵江实施水系工程，建起了 3600 米
景观长廊、凤凰湖区动感水景音乐喷
泉、五彩池，以及百万平方米的山体
星光瀑布等景观。入夜，四周山体一
眨一眨地闪耀起来，人造月亮一会儿
如蛾眉，一会儿似玉盘，呈现出“众星
捧月”的绝美画面。特别是楼壁上那

些似瀑布、似飞虹、似星群、似蝶群、
似浪花、似花丛的LED 七彩灯，把江
水映染得姹紫嫣红，宛如一座璀璨的
水晶宫在江中熠熠生辉。于是，凤县
流光溢彩的夜景声名远扬，来凤县

“访星拜月”、拍照留影、观灯赏水成
为新时尚，游人如织成为凤县假日里
的生动特写。

“幸福指数”这个名词在凤县人
心底里绽放开来。很快凤县通过填荒
滩造平地、移沙搬石“生产”平地的方
式，部分机关单位和城中村从县城中
心地带搬了出来，凤凰广场、中心广
场、体育馆、大型购物超市纷纷在县
城的黄金地段“安家落户”。紧接着，
医院、学校进一步扩建、迁建和提升。
老舍先生笔下的新建路被加宽硬化
绿化，所有的建筑也亮了起来。随后，
滨江城市运动公园、凤羌大道主题景
点、凤凰主雕 3D 光影艺术秀和沿嘉
陵江 10 公里长的健步道成为新的网
红打卡地。楼群入画、水景吟诗、山道
入林、曲径通幽的建筑艺术，不仅给
凤县人交了一份满意答卷，而且为子
孙后代留住了“金山银山”，留住了无
法割断的根脉和乡愁，凤县也因此跻
身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县行列和
首批“美丽中国·深呼吸小城高质量
发展实验区”。

在我看来，如今嘉陵江上贯通
两岸的凤凰廊桥、汇丰廊桥、桑吉娜
廊桥，就是当年那座水泥桥的涅槃重
生。如今的它们或如长虹飞架，或如
玉龙凌波，横卧在穿城而过的嘉陵江

之上，给青山绿水增添了无限的诗情
画意。集廊房、廊亭、公路为一体的凤
凰廊桥最是亮眼，它既是嘉陵江两岸
人的主要通道，又是集商务、娱乐、休
闲、餐饮、购物于一体的景观式走廊。
而新建路、宝鸡路、滨江路、安凤路、
汉中路，像凤县人伸出的“胳膊”，与
远方来的客人握手，又把回家的游子
揽进温暖的怀中，人们的心里便有一
朵叫“幸福”的花儿在绽放了。

党的十九大以来，凤县人的梦
想与幸福如影随形。这个有着深厚
文化积淀的山城，在深入挖掘红色
文化、历史文化的基础上，很快又打
造了古县衙、古文庙景区、凤县革命
纪念馆、凤县工合旧址、宝成铁路文
化体验馆、红光沟国家级航天精神
文化区、凤县博物馆、凤州民俗博物
馆等集教学、体验、互动于一体的

“凤县模式”。面对远道而来的游客，
很多凤县人都会自豪地表示: 我们
的凤县已今非昔比啦。现如今，凤县
人在电脑或手机上轻轻一点，国内
外新闻一览无余，各地特产选购便
捷，学术沙龙和高端课堂无阻参加。
我就是用手机实现了“大海捞针”的
梦想，找到了 40 年前的发小、30 年
前的同桌和 20 多年前的大学同学。
而当有外地文友来凤县游玩时，他们
总是佳作频出。

如今的凤县，不仅石头会唱歌，
就连钢筋水泥也幻化成一只金凤，腾
飞在嘉陵江的上空，在七彩灯辉中欢
歌劲舞。

“复活”的河流
◎张瑞敏

奋进新征程  建功新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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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城蝶变
◎提秀莲

凤县新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