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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 文朝阳随笔朝阳随笔

散 文

诗诗 歌歌

张迎亚

这里是杭锦旗，鄂尔多斯草原坦
坦荡荡，一望无际。

沙柳、沙蒿、樟子松、向日葵地，以
及悠闲的羊群随处可见，其间静默矗
立的，是纤瘦的水泥电线杆和雄伟的
电力铁塔，根根电缆飞渡其间。

这些太过寻常的杆、塔、线，在扎
根于此的中原油田供电人眼里，却意
义非凡。

他们要时常手持望远镜，望向这
些杆塔的顶端，看绝缘子有无破损、螺
栓有无松动。他们要时常翻越一座座
山、蹚过一条条河、穿越一丛丛沙柳，
查看每座铁塔的地基是否稳固。裤管
常常浸湿半截，连衣襟的褶皱间都沾
满草籽。他们甚至还要做勇毅无比的
攀登者，一步步爬到杆塔顶端，更换那
些不为人知的刀闸、令克，让光明重新
照亮黑暗。

他们就这样奔波在杭锦旗的大地
上，身形也被这片大地雕镂，因而步伐
矫健、身量纤纤。李直清便是其中一

员。
我是在前来迎接我们的一众供电

兄弟中发现他的。一年前，在小壕兔
的一座沙丘顶端，他用瘦弱的胳膊紧
紧夹住我的手，牵引我一步步安全抵
达了坚实的地面。

重新打量他：他的肩膀更窄了，胳
膊更瘦了，仿佛一用力就会被折断；手
背上的青筋高高隆起，弯成触目惊心
的弧度，像黄河的“几”字弯；鬓角和头
顶都已变白，像清晨的白霜斑斑。

5年前的隆冬，李直清和同事周
述健初到西北。第一个夜晚，项目部
驻地没电、没暖气。

两个大男人坐在硬板床上，用被
子捂住头，面面相觑。此刻，只有两人
意兴阑珊的闲聊声有一搭没一搭地响
起，只有西北冬夜的风不可一世地呼
啸，只有不知何时才会亮起的无边黑
夜，只有无比真实而厚重的寒冷，铺天
盖地。

“老周，你去架电线，我来烧煤。”
李直清不想再耗下去了。

他找来一把风镐、一柄大锤，把煤

块打成可以填进锅炉的小块。风镐马
力很足，震得他瘦弱的身躯颤动不已；
大锤很有分量，他必须使尽全身力气
将其高高挥起；火烧得很旺，跃动的橙
红色火苗把黑夜烫开了一个口，从这
口子里流进了温暖，流进了生机。

很快，项目部在榆林、平遥、鄂尔
多斯开辟出了新市场，在各市场之间
往返奔波、检查安全便成了李直清的
重要职责。

驻地离榆林不远，李直清坐上项
目部的值班车，用一个多小时就能抵
达；鄂尔多斯的供电队就有些远了，他
得坐大巴一路颠簸300公里；平遥更
远，他便选乘火车，一路东行 500 公
里，把中国北方的山川草木看尽。

多年辗转，他早已习惯了打点行
装、随时出发，早已牢记了到达每座
城市的最短路径，早已熟知何时该换
乘哪种交通工具，早已把街边最经济
实惠不起眼的旅店摸得门儿清。路
人看到的，或许只是一个行色匆匆的
瘦弱男子，却不知他的奔忙或许只是
为了确认一张作业票的操作步骤是

否颠倒、一份文件的精髓是否深入人
心。

闯市场的日子很艰辛，外闯将士
也是来了又走。每当项目部人手紧
张时，李直清就一人身兼多职，是司
机，是检修工，是大厨。

他的身体那样瘦弱，却在手握方
向盘时显得无比有力。杭锦旗的广阔
大地上毫无参照物，他记得清每条羊
肠小路，在大车迎面驶来时从容地会
车，从不剐蹭。杭锦旗多雨，草原在雨
水的浸淫下更加泥泞难行，他驾驶着
车，任泥水飞溅而毫无惧色，犹如驾驶
着一艘坚不可摧的战船。

他的身体那样瘦弱，要在检修供
电线路时用安全带把自己系紧，一步
步爬到电力铁塔的最顶端。在杭锦旗
无遮无拦的大地上，风肆虐吹刮，每爬
一步，李直清都感到看似坚若磐石的
铁塔在剧烈摇晃。风也很冷，他边出
汗边吹风，滚烫的汗滴一次次急剧降
温，凝结成坚硬厚重的冰壳，把全身紧
紧罩住。他用僵硬到不听使唤的手给
塔身刷漆，更换绝缘子的销子和金具，

迟缓、笨拙，却义无反顾。
他还隔三岔五地担负起为全项目

部员工烹制一日三餐的职责。他在天
未亮时就起身，馏馒头、炒素菜，熬制
温暖肠胃的热粥。他在八九点钟上街
买菜，像家庭主妇一样讨价还价、精挑
细选，确保食材荤素搭配、新鲜可口。
正午，他技法纯熟地添油热锅、煎炒烹
炸，奉上最正宗的回锅肉和麻婆豆
腐。他爱锅碗瓢盆的碰撞声和灶台间
袅袅升腾的蒸汽，爱集市上的人声鼎
沸和摩肩接踵，爱大家围坐一桌，对自
己烹饪作品满含善意的揶揄。这一切
浓郁而蓬勃的烟火气里，有他对异乡
岁月的全部爱意。

离开杭锦旗那天，李直清开车送
我们去机场。

路上，杭锦旗下雨了，冰冷的雨滴
从低垂的天空无声坠落，又重重砸在
车窗上，拖曳出一道道纵横交错的水
迹。

就像我们曾经历的一次又一次告
别，总有些什么东西在翻动不已，像是
在目送，更像在挽留。

他们要时常翻越一座座山、蹚过一条条河、穿越一丛丛沙柳，查看每座铁塔的地基是否稳固

奔波在杭锦旗的大地上称呼的变迁
曹吉祥

1978年，我刚到油田工作时，自
己年龄最小，于是就喊单位所有比
我大的人为“师傅”。事实上，无论
是阅历，还是技术，我确实需要向他
们学习。师傅们看我很踏实能吃
苦，也很虚心，就不厌其烦地教我技
术，教我如何为人处世。

白天，我们一块儿上班，一块儿
劳动。遇到脏活儿累活儿我总是抢
着干。晚上没有电视，更没有手机，
大家就坐在一起唠嗑。师傅们大都
是转业兵，走南闯北，参加过大庆油
田、青海油田、玉门油田会战。他们
讲会战时人拉肩扛搬运设备，讲住
帐篷、木板房的艰苦岁月，讲会战时
钻井钻出石油的喜悦。

随着年龄的增长和更多年轻人
入厂，自然而然地，我也成了师傅。
这时的年轻人大都是技校毕业生和
大学毕业生。他们有文化、有专业
技术，适应能力强，干工作锐意进
取，还爱钻研技术，喜欢小改小革。
所以，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他们为企
业的科技发展注入了活力，也使得
我们这一代人有了危机感，认识到
不学习就会掉队。所以，工作时我
教他们实际操作和处理生产问题的
技巧；工作之余，年轻人教我理论知
识。我们一起搞技术革新，互教互
学，不但是工作的伙伴，而且是挚
友、好兄弟，同甘共苦。

再后来，像我这样的同龄人，经
过岁月的磨炼，大部分开始两鬓斑
白。由于几十年工作实践经验的积
累，我能够应对各种生产问题。年
轻人对我很尊敬，称呼我为“老曹”
或“曹工”，经常向我征求对生产的
建议，使我很有自豪感。

长江后浪推前浪，每个人都会
经历从年轻到慢慢变老的过程。从
称呼的变迁，折射出人与人之间互
相尊重、互相关爱，生活在企业大家
庭里的我们是温暖和幸福的。

毅 剑

从冬天裂解的缝隙间
打开春天——
一场雪，一场缤纷的招展
以花朵的灿烂揭示果实的预言
这来自天堂的鸟群
雪留爪痕，起舞翩跹
将一年祥和的祝福带给人间

从冬日裂解的缝隙间
打开春天——
一粒种，一个生命的点燃
以嫩芽的初探证实寒冷的消散
它伸缩着纤巧的手指
掀开厚土，迎风舒展
小小身躯将盛大的春天装满

从冬日裂解的缝隙间
打开春天——
一簇蕾，一簇殷切的期盼
以含苞的方式喧嚷花朵的鲜艳
它在风中张舞着
搂定日辉，摈弃夜寒
让春意浓浓的气息四处弥漫

从冬日裂解的缝隙间
打开春天——
我们甩掉厚重的棉衣
也甩掉冰封的失意和苦难
举目远方，我们用身心
去拥抱，开耕的神圣和庄严

徐 翔

当我们还是孩子的时候，最喜欢
的便是过年了。母亲准备好的新衣
服，父亲买的新鞭炮，能让我们高兴
好几天。

院里正过冬的梧桐，也能让热爱
捉迷藏的孩童找到乐趣。屋檐下，忙
里忙外的大人，正准备着一桌年夜
饭，那时的饭香，是漫尽整个院子的。

嬉戏的孩子，经不住馋，便跑去

厨房凑凑热闹，长辈总会拿起筷子，
夹一块肉放进孩子嘴里，那是记忆中
最初的年的味道。

那时，世界有多大不曾知晓，只
知道，门前院子里是一个世界，一起
长大的伙伴，夏天的知了、蟋蟀，秋天
沾着泥土香的瓜果，冬天和父亲一起
堆的雪人……

正所谓“远亲不如近邻”，记忆中
的年味，是巷道中传来邻里间的嘘寒
问暖，是隔壁的邻居将新备的年货拿

来分享的慷慨，是贴春联时对门的叔
叔也会来搭把手的温暖，是邀亲邻吃
饭也就是“多双筷子的事”的热络。

篱笆的影子越来越长，花香果香
越来越浓，山间的夕阳愈加美丽，孩
子玩累了回家，顺手采一朵白胖的蘑
菇做晚餐。在这里，每一天都是奇
遇。

就这样，一个四季一个四季的轮
回，我们从坐在院里看星星的孩子，
长成深谙人情世故的大人，但从公文

包里拿不出儿时的记忆，住在高楼
里，已望不到旧时的院子。

很多扎根在童年记忆里的东西，
就这样渐行渐远。

然而故乡，是我们儿时生活的地
方，也是我们走走停停、见过外面的世
界，重新审视内心后所向往的地方。

这个地方，宛如一阵春风，吹来时，
我们便知道花将开好，果子将有自然的
味道，拂过青砖黛瓦间，燕会归来，在爆
竹声的新年里遇见儿时的人情味。

汪 志

身在异乡30多年，每每吸引我迫
不及待回老家过年的强大动力，莫过
于在正月里看几场乡戏，一座简易的
戏台，各式各样的戏装，委婉动听的唱
腔，眼花缭乱的场景，吸引着三乡五镇
的众乡亲前来观看，而台下时不时传
来的吆喝声，经典，永难忘。

正月里，唱大戏，让年味更浓，乡
情更深，这在全国很多地方早已成为
一种文化习俗，并传承多年。在我的
故乡长江中下游地区，那里文化底蕴
深厚，自打我记事起，每年正月都要
搭台唱大戏，而且一直要唱到正月末
才完。我八十多岁的老父亲是个老
戏骨，逢戏必到，听我母亲说，父亲年
轻时就爱看乡戏。也许是小时候经
常跟着父亲去看戏耳濡目染的缘故，
我也爱听家乡的年戏。

记得有一年腊月二十九下午，一

到家我就问父亲：“正月的戏哪天开
演？”父亲一笑：“正月初一，连唱三本
戏，在宗族祠堂广场前，唱戏的费用
由宗亲们分摊。”我说“太好了”，便急
忙掏钱。父亲忙挡住我的手说：“戏
班子腊月里就请好了，费用宗亲们早
都摊完了，你就等看戏罢了。”

看乡戏最怕阴雨天，天公真是作
美，腊月里还是隔三岔五的雨雪天
气，正月初一这天晴空万里、阳光明
媚。按照乡戏规矩，演出从下午1点
开始，除傍晚一个小时吃饭外，要一
直唱到晚上12点才散场。为了找个
最佳位置，那天我和妻子早早就扛着
家里的长板凳来到戏场，本以为来早
了，没承想，戏场内外早已围满了人，
戏台前已经坐起了二十多排，足有三
四百人。戏场外，售卖各类小吃和玩
具的应有尽有，吸引着孩子们来回穿
梭，好不热闹。有卖甘蔗、冰糖葫芦、
瓜子的，有卖气球和玩具的，零星的

鞭炮声、孩子们的嘻嘻哈哈时不时传
来。

下午 1点，乡戏庐剧准时开演，
这是流行于江淮地区的一种古老地
方戏，唱腔柔美，委婉动听，四五十岁
尤其是老年人最爱看。第一本戏是
我从小就看过的《秦香莲》，这是一出
耳熟能详的经典戏曲，剧情演到高潮
时台下不断传出叫好的掌声。第二
本是现代戏《河长不一般》，讲的是如
何治理山村河塘污染，绿水青山就是
金山银山的故事。

正看得过瘾时，妻儿要离场，因
妻子是北方人，儿子从小也在北方长
大，再加上不经常看，兴趣不大，中途
打起了退堂鼓，一旁的老父说道，离
这八里路外的黄村在唱黄梅戏，喜欢
吧？妻儿一听当即高兴起来，因为黄
梅戏是全国五大戏曲剧种之一，春晚
上几乎连年唱，早已家喻户晓，尤其
是“夫妻双双把家还”经典唱段，人人

都会哼几句。我们当即打车来到黄
村，与宗族祠堂庐剧戏曲中老年人居
多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这里的年轻人
居多，而且年轻女性比例大。我们赶
到时正在演出黄梅戏《夫妻观灯》，妻
子边看嘴里边哼，还不时用手机拍照
后发到朋友圈里。

正月里唱大戏不止我们一个村，
整个春节期间村村都唱乡戏。一直
到春节七天假期结束我们才动身离
开，七天里我赶了好几个场子，几乎
逢戏必到，珍惜机会，场场看完。其
实在唱乡戏的那几天里，附近乡村的
家家户户都来了很多亲戚，一是拜
年，二是来看乡戏，平时忙忙碌碌，正
月里正是看戏时，我的家里，就有十
几公里外的姑姑、姨妈及舅舅被父母
邀请来看戏，那乡情乡愁，一切都在
不言中。

“何须名苑看春风，一路山花不
负侬”。春节里的乡戏最迷人。

迎春纳福 王敬华 摄

在故乡遇见儿时

打开春天

春节里的乡戏最迷人

李嘉雯

初晨第一缕阳光透过云雾照耀在
路面上结冰的水洼，透过冰层折射到
地面上，若隐若现地闪着星光；周边松
散的枝条光秃秃的毫无生气，上边时
不时还驻停着憩息的喜鹊和来不及迁
徙的鸟儿。

刺骨的寒风咆哮着、侵袭着，向世
间各个角落伸出魔爪，无处遁逃。但
小巷不同，好似早已见惯这种情形，早
早做好了防备。每每清晨，黑瓦白墙
的巷子上方总萦绕着一股股云朵般的
热气，缓缓将整条小巷包裹起来，将严
寒隔离在外。

远离城区的老巷上了年纪，养育
过好几代人，虽不知道它的具体年龄，
但自我记忆时起，它早已布满了岁月
的痕迹。像是为生命篆刻的印章，别
有韵味。冬夜不似夏季，是一年中最
长的。凌晨三四点，天还麻麻黑，丝毫
不见太阳升起的趋势，但小巷早已挂
上零散的星光，人们开始准备货物去
赶早市，占个好摊位，期待着一天的好
生意。

约莫七点，稚嫩的阳光才开始挣
脱寒冬的束缚，将巷头巷尾照得通
透。此时，最热闹的莫过于早点铺，一
碗热气腾腾的豆浆、喷香爽口的豆腐
脑、现炸金黄酥脆的大油条，还有刚出
炉的肉包子和小笼包，皮薄馅多，咬一
口直冒汗，让你在感受汤汁滚烫的同
时还忍不住吮吸肉汁的鲜美。

那些舍不得被窝温存的人也抵挡
不住诱惑，起身朝着香味的方向进
发，让这些个街边临时搭建起来的铺
子总是座无虚席。待到九点，早市的
热潮褪去，街边的人流也逐渐散去，只
剩坐在藤椅上的大爷和几个带孩子的
奶奶在门口晒着太阳。

由于是工作日，一直到下午四点
左右，街上才开始多了些裹着厚厚的
棉服、挂着钥匙和校牌的学生，成群结
队地簇拥在卖糖葫芦的身边。

往前走，在阵阵寒风的煽动下，你
那饥肠辘辘的胃早已被香味勾走，顺
着方向寻去，转眼是一丛黑黢黢的人
群，上方还涌出阵阵热气，走近一看是
芳香浓郁的烤红薯，经烘烤变薄的外
皮，逐渐与肉脱离，对半剥开露出软糯
的金黄流心，香甜可口，正好化解此时
的饥饿和寒冷，花上四五块钱就能满
足肚子里的“小馋虫”。

填了胃，大家都各自回家忙碌起
晚饭去了，光也随着人的减少而暗了
下来，好似看戏的群众，没了热闹，悻
悻而去。五六点，天已全黑，而此时的
巷子灯火通明，家家户户吃着热腾腾
的饭，围着热乎乎的炕，一日的疲惫也
随之散去，只留下欢声与笑语。

窗外不时刮着凛冽的西北风，还
未完全融化的湖面再一次凝固。不似
外边的天寒地冻，小巷的冬日，最惬意
的时光就是一家人围坐在火炉旁，谈
论着一天中的趣事，赏着窗外的雪；一
杯热茶，一份温暖。

小巷三冬暖

腊梅迎春 曾 敏 摄

散 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