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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愁记忆 山那边
□高丽

乡

逝

□
于
艳
霞

心海导航

做核酸
雪白的防护服

几道道蓝

白衣战士为人们“做核酸”

动作流畅很熟练

护目镜后面的目光

坚毅且果敢

身在前线

只是硝烟看不见

长长的棉签

就是长长的剑

原来打“鬼”的“钟馗”

并不丑

是 一 伙 帅 气 靓 丽 的 小 伙

大姑娘

一米线
长吗 不长

女人两步跨

短吗 很短

男人大步迈一下

安全与危险

就是这一米差

哪能屏住不呼吸

谁知病毒飘在哪

离你一米

是因为爱你

坦诚吧

不作假

测温枪
也是“驳壳”一把

举起

在你的额头

“飞吻”了一下

射出

一缕朝霞

瞬间就知道

你是温暖的春天

还是火热的盛夏

测温枪下的微笑

大美如花

健康码变绿了
人们的健康码变绿了

是许多人的汗水浇灌了它

一朵玲珑剔透的翡翠花

不知用了雕刀多少把

城市的健康码变绿了

打开识别它

原来隐去了颜色好多种

有“警察蓝”“红袖章”更

多的“白盔甲”……

大地的健康码变绿了

冬日的沧桑已被春雨洗刷

田野的阡陌绿了

返青的麦田绿了

还有一片一片朝天亮剑的

春草嫩芽

它们在春风中撒着欢

一个劲地向上挺拔

抗疫诗四首
□王继旭

梅
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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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故乡在神池县最北边的烈

堡乡，距县城 45 公里，这里群山环

抱，沟壑纵横，层层梯田，片片杨树

林，沙棘、青蒿、榛子、狗尾巴草生长

在田野地畔，野兔、野鸡出没于圪梁

山坡。这里是山的海洋，每一座山都

形似馒头，或高或低，连绵起伏。最

高山峰祭阳山海拔 1965 米，登临峰

顶，凉风习习，手可摘星，县里的人们

都把这片神奇的土地叫“大北山”。

我出生在“大北山”一个孤寂的小村

庄，四面环山，村庄坐落在北边一片

狭长的阳坡地带，家家户户都住窑

洞，窑洞冬暖夏凉，这里便是我的家、

我的根，留着我童年的梦……

我的小学生涯在村子里度过，

学校有四间窑洞，五个年级，两位老

师，二十几个学生，一上初中就要去

乡里读，眼瞅着大点的孩子一批批离

开学校，又一批批走出村子，心里非

常羡慕，他们每星期六下午回来，星

期日下午返校，我常常站在窑顶上抱

着我的小花猫目送他们远去。他们

沿着我们摘沙棘的羊肠小道一路向

上爬，走走停停，等爬到东山顶上会

把帽子摘下来，对着村子的方向狂舞

一番，是告别也是眷恋，休息片刻后

他们的身影缩成一个个小黑点，霎时

就不见踪影。我便望着空落落的东

山浮想联翩，我不知道山那边是怎样

一个繁华去处，我不知道他们去那边

会做怎样有趣的事情，我恨不能插上

翅膀飞过山脊和他们一起奔赴远

方。山脊上云朵聚了又散，散了又

聚，我久久不肯回去……

光阴似箭，告别丢沙包、跳格

子、捉迷藏玩得天昏地暗的童年生

活，一脚踏进初中校园。

转山转水，我终于过上了盼望

已久的初中生活。马坊中学相比村

里的小学简直就是高等学府，最前

排是七八间木料房，办公室独一间，

教室三间，中间一排窑洞，有二十几

间，有教室也有老师宿舍，还有学生

食堂。最后一排窑洞前面还有菜

地，每年都种土豆，一到夏天绿油油

的，甚是喜人。我的教室就在最后

一排的三间窑洞里，语文老师是刚

从师范毕业的张老师，还兼任班主

任，那年他十九岁，穿一身深蓝色的

中山服，高高的个子，笔直的身材，

浑厚的男中音，加之知识渊博，讲课

风趣，我们每节课都听得津津有

味。有时候也走神，眼睛滴溜溜地

在老师身上乱转，看看老师今天又

换了条什么裤子，穿了件什么衬衫，

拿粉笔的手势是否有变化，下课后

几个女生围拢在一起，嘻嘻哈哈还

是谈论老师的一言一行、一举一

动。年轻帅气、风华正茂的张老师

成了我们心中的偶像，成了我们眼

中的男神，也成了一些灰姑娘梦里的

王子。张老师兢兢业业地教，我们刻

苦钻研地学，记得一次作文课上，老

师把我写的一篇《采蘑菇的小姑娘》

当成范文给全班同学读，直读得我脸

红心跳，同时也让一颗文学的种子生

了根发了芽。现在想来，遇一位好的

启蒙老师实属人生幸事。千里马常

有，而伯乐不常有，我不敢说自己是

千里马，但发现和成就一匹千里马还

真需一位伯乐。

梦里花开，梦里花落。张老师

带了我们一年就调离了马坊中学，

我望着老师空落落的办公室，心中

无限惆怅。春天的风刮过山脊，小

草冒出嫩芽来，马兰花开出蓝格莹

莹的苗条花瓣，伴着春风、伴着草香

花香，我们在星期天会疯跑到野外

去玩，男孩子拿着铁锹，把地深挖三

尺五尺，去找甜甘草，女孩子没有力

气，采些花呀拔些草呀回去插瓶子

里装点宿舍。

星移斗转，四季轮回。夏天的

山路虽惊险但曲径通幽、草密花深，

蓝天白云下偶有苍鹰掠过，惊起野

兔没命地奔跑，我们放飞自我，用花

草编成花环，戴在头上，公主般自

信。冬天就不一样了，黄土高原的

冬来得迅猛，一场大雪落下，山舞银

蛇，原驰蜡象，行进在归家的山路上

简直就是“雪山飞狐”。每到冬天便

是考验毅力的绝佳时间，每次周末

回家都要鼓足勇气。狂风卷着雪花

漫天飞舞，背风的地方雪有三尺厚，

整个山里人迹罕至，大孩子在前面

开路，说是开路，其实是探险，他们

用脚踩出一个个脚印，等确定安全

了，才让我们过去，我踏着他们的脚

印，有时候踏进去脚却拔不出来，他

们返回身把我从雪洞里拉出来，我

感觉到他们身上的热气和力量，于

是便胆大起来，就像丑小鸭仰望白

天鹅的飞翔，一下子忘记了所有的

艰难困苦，坚决不再掉队。夕阳西

下，落日融金，十几里山路走了三个

小时，当翻过山脊，站在东山顶上，

遥望窑顶上袅袅炊烟，仿佛看到母

亲期盼的眼神，仿佛闻到包子的肉

香。山高人为峰，经历了跋涉攀登，

站在山顶上的喜悦不亚于站在奥运

会的领奖台上，下山的路痛快了许

多，嬉戏打闹连跑带滚，不一会就到

家了。

这样的山路一走就是三年，但

爬山这门学问我是学精通啦，许是

爬山淬炼了意志，学习起来就不觉

得苦，三年后我以优异的成绩考入

五寨师范，村子里的七大姑八大姨

都来祝贺，她们说山沟里飞出了金

凤凰，真是不容易啊！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我是山里

娃，我对山一往情深，村子四周的山

几千年岿然不动，我的梦想飞出去

又飞回来，我眷恋着生我养我的故

土，眷恋着山的伟岸、山的厚重。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保护

好家乡的自然资源历史古迹，合理

开 发 利 用 是 我 们 的 职 责 也 是 使

命。神池地处山区，许多大山都是

不错的风景区，南山有座金山梁，

是保留最原始的高山草甸，比宁武

的马仑草原、五寨的荷叶坪毫不逊

色，山高林密，没有遭到任何破坏，

盛夏时节，草长得有七八公分，各

色野花密密麻麻点缀期间，蘑菇有

小碗口那么大，毛尖花开得挨挨挤

挤，是避暑旅游的绝佳去处。北边

有祭阳山，站在峰顶白云在山腰缭

绕，有一览众山小的巍峨。文化古

迹有辘轳窑沟悬空寺、野猪口长

城、项家沟长城等等，这些都历史

悠久，它们的传说和文化都载入县

志，诉说着古老的文明，一代代传

承。

家乡的山让我们守望，让我们

留恋，几辈辈人，几座座山，心连着

心，梦绕着魂……

今天下午偷了个懒，倚在床头，看着书架上

绿萝郁郁葱葱，蜿蜒而下，尽力而为，不断延展

自己的生命，乐观生长的劲头让我感慨半天。

恍惚间看到了尘封已久的相册，已有三年

了，不曾打开，不敢触摸，今天怎么了，想摸一摸

它，有点冷，有点酸，还有点伤。

忽而回想起刚才的那个梦，又回到了东冶

老镇的东西南北四条老街。两边高高低低的铺

子，从东街延到西街。邮电局的高高台阶上，门

亭前两个跳皮筋的女娃子，玩得不想回家。北

街门对面书铺中间的台阶总是又高又陡，台阶

两旁搁着老旧的黄色门板，三角楼聚贝门市部

的女售货员还是那样的严肃古板，从供销社的

北门绕进去，转悠一圈还能从南门出来。天一

下雨西街上的路中间全是泥水，两边卖东西的

布棚子前面，是歪歪扭扭的小路。

走着走着就感叹东冶街的必备品是雨鞋，

绕过温州老板的配眼镜摊子，笑着来到了外面

挂着折叠门板的新华书店。

里面两位齐耳短发，穿着碎花的确凉衫的精干女人：一个

在绣花，一个在读《红楼梦》，偶尔有顾客来问书看书，便忙着

接应，闲下来继续坐下来读，来绣，一个读着，一个听着，偶尔

夹杂几句乡邻趣事，说到兴致处，竟有爽朗的笑声，乐得前仰

后合……

叮铃铃，突然手机响了，梦醒了，原来刚才梦中人竟是妈妈

和书芳姨姨，梦中的她们还是那样年轻，那样精神。

回过神来，三十多年了，想想今天是怎么了，这么伤感。打

开相册，妈妈二十六岁的样子，美丽动人，长辫子一甩，一条街回

眸；三十六岁，光彩照人，知性温暖；四十六岁，富态大方，幸福十

足；五十六，六十六，二十年的退休生活，安逸而知足。看这张全

家福，妈妈那满足而灿烂的笑容是那么动人。可惜幸福就是那

么短暂，病魔来得那么突然。

2016 年冬，一向富态的她突然消瘦下来，医院的检查情况

很不好，六十八岁，六十九岁，七十岁，三年就在医院和家中度

过，住院、手术、再住院，任凭再好的营养蛋白，也是骨瘦如柴，

150斤的圆润老太变成70斤的身板。

而我的三年，也一直陪侍在侧，心疼难受代替不了她的刺骨

疼痛。2017年，泪淹没了我的心，妈妈还是走了。料理完后事，

晚上回忻的路上，外面星孤云淡，小雨淅沥，车里音乐放着《走着

走着就散了》，一路泪雨滂沱。回到家中，抱着儿子哭着说，从此

以后妈妈再没有妈妈了。

今天这是怎么了，这么难受，一看日历，冬月廿八，原来是她的

生日。蓬莱有境，瑶池无恙，愿她在山那边春暖花开，幸福吉祥。

岁月留痕

任 先 生 小 传
□孟元勋

先生任宝玉 1937 年生，繁峙

县南关村人，四岁而孤，与祖母、

姐姐相依为命。先生先天右腿、

右脚患疾，行走瘸跛；自幼助耕，

拾粪打柴无不为之。其家贫无纸

笔，常捡学校席下石笔蒂或扎麻

束为笔习字；先生完小毕业后考

入繁峙县城民办中学就读，三餐

皆为跑校，节假日则勤工，三年如

斯，初中毕业后被录取为小学教

师。

先生先后执教于娘娘会、半截

桥、辉峪村等三个偏远深山小学。

这里山高路远交通不便，冬长夏短

气候寒冷，且为学校共一名老师的

“单人校”，学生量少而年级较全，一

生一级者为平常。教室亦为先生之

办公、寝室、伙房，每授课先生必立

于地上，学生炕上盘腿而坐，条件艰

苦自不待言。初，辍学者颇多，先生

登门家访，探究其缘，遂苦口劝学，

晓之以情动之以理，甚至捐资助贫，

村民颇为感动，而先生更感任重。

土炕小，书桌陋，先生视为育

人之殿堂；条件苦，山村穷，则视为

用武之地；送晚霞迎黎明，争朝夕

砥砺育人；说文义解字构，精心备

课。先生往往一饭三食，冬，则取

食置于泥火盆烤之，夏，则锅滚即

食，或稀或稠，少菜寡油，简单草

率，从不在意。面对复式班教学之

难题，先生积极尝试“分割授课

法”，即年级由低到高分别上课，已

听了课的学生则完成前一天布置

的作业或预习新课。期间，师生必

全神贯注，唯生是授，唯授是听，唯

听是解，习以为之，效果极佳。

先生以为仅此者远为不足，

必须让教学走出课堂，走出书本，

走出固有桎梏，以生动活泼、内容

新颖之教学方法启智学生，拓展

视野。村有铁匠铺者，先生带生

而至，面对工匠做工及锹、镢、斧

等产品，讲述人与动物之根本区

别，和劳动创造一切之伟大意义，

从而激发学生热爱劳动、勤奋学

习之兴趣。山区“人少石头多”，

然其恰为先生授业之现成教具。

如量一石、一木之体积、算一埂一

坡之面积等，如斯书本教材与实

物教学有机结合，喜闻乐见生动

活泼，呈一派阳光、乐学之气氛。

先生在平凡之中无不闪烁着

蜡烛般之光亮。1967 年夏，先生

到县城新华书店为全学区 15所小

学领书，满满两麻袋书籍，每袋足

重 70 多公斤，如何运回 40 多公里

的山上？若告村上来畜驮则需两

天。开学在即，时不待人；若当地

雇人，山区贫困，怎舍破费？遂先

生和魏同仁毅然亲自背书上山。

二人出县城、蹚滹沱、经南关

而不入其门；行丘陵、进深沟而步

步攀高。脚下乱石

光滑而坚硬，若不小

心就有滑倒之险，一

步一趋大汗淋漓，帽

沿已被汗水浸透，夹

袄被汗水贴绑于身，

气喘吁吁，实在坚持

不住时也不敢久歇，

恐误路程。出小戈

村，便是坎头坡抬头

路。羊肠小道蜿蜒

其间，一侧岩峻千仞

修峰云霄，一侧悬崖深渊视而失

色，道窄之处必侧身横行；时适中

午烈日当头，火烤一般，口似火

炽。身材魁梧之魏先生已三步一

憩五步一停。而此时，先生患疾的

腿不由自主地颤抖着，像钢钉扎刺

之疼痛难忍……先生无言，皱着

眉，咬着牙，弯着腰，不时用力向上

颠颠如磐石般的装书麻袋，一手紧

紧抓住背书之绳，一手扶着路边石

头，艰难地一步、半尺向前挪着、挪

着……路上、崖畔的无数块石头，

酷似望眼欲穿之目光……这一切

幻化为先生心中山里娃的歌声和

一双双求知渴望之眼目。当回到

村上天已漆黑，先生双脚破裂之血

泡浸渍了鞋袜，双腿颤抖不已。人

们无不为之感动。

先生凭这股子痴迷与执着，凭

这份钻研与悉心，在38年山区教书

生涯中，让一个个山里娃离开校门

走出大山施展才华。恢复高考制度

后，繁峙考入清华者寥寥，其中聂秀

荣乃先生辉峪小学之学生。聂留学

后感恩先生：恩师如严父慈母。村

民亦引以为荣，先生自然无比欣

慰。先生将一生精力倾注山区教育

事业，而其五个孩子却疏享父爱与

教育，未成就学业。为此惋惜者、感

慨者不绝于耳，然，先生莞尔。

如今，先生退休离开了山村小

学。可山里人却念叨着先生。上世

纪60年代初，先生担当起农村“扫除

文盲”之重任，白天给学生上课，晚

上教乡亲识字，总将象形、同音、会

意等汉字，意趣盎然跃眼前。乡亲

在欢乐之中认字学文。先生视山村

文化娱乐为己任，农闲或晚上组织

村民吹拉弹唱，并写脚本，磋演艺，

亲自示范；演本村，讲身边，倍感亲

切；山村里笑声朗朗，阳光融融。

辉峪村的农民演奏队，代表宽

滩公社参加全县文艺表演，载誉而

归。村民因陶器家具之磨孔而犯

愁，羊皮无人熟者而着急。是先生

购置有关器具、膏物，拜师求教掌

握技术为民义务焊补盆盆碟碟、熟

皮之类。民赞之。先生自入山村

起自购剃刀、推剪等理发用具，义

务为村民、学生理发，始终如一从

未懈怠，若年长者便登门服务。每

临春节，学校已放假先生仍为村上

人理发写对联等活计而忙碌，当他

回到南关家时，县城理发店皆关

门，然先生抚发而笑曰：吾之长发

乃时髦矣。先生兼村上会计而一

尘不染；为乡亲热心调解化矛盾而

唯图和谐。

先生热心肠有口皆碑。其荣归

梓里而乐助于民，凡有需文墨者，有

红、白事宴者，或公益所需者，个人

呼叫者……事无巨细先生无不热情

相助。2019年10月，先生于助忙丧

事中突发脑梗，当其苏醒后，已半身

不遂，但先生不为一己病痛而悲叹，

交代的第一句是事宴所代收之礼金

数。如今先生之病基本愈之，仍力

所能及村里公益之事。

梅兰竹菊

吕

峰

作

时也悠远 思也幽深

五十年前你像一颗流星

在我生命的时空陨落

无声，却在我的心扉

留下不灭的烙印

曾忆春风催放，繁花千树

花团锦簇，姹紫嫣红

我凝眸寻觅久违的倩影

你笑意盈盈，款款走出花丛

依然那么娴雅端庄

依然芳香袭人

骄阳似火，炙烤着大地

我在无遮无蔽下耕耘

你如一缕清风徐徐而来

柔柔地抹去我额头的汗涔

更携来一朵彩云

罩我憩息的蔽荫

秋风萧瑟

我踽踽独行，你倏忽而至

添我一件披风

激励我奋勇前行

轻柔的抚摸

激发我步履轻盈

皓月高悬，辉光如银

我们在如锦的麦田席地相拥

我激情朗诵

“假如生活欺骗了你”

折服于千古名篇的普希金

你低声吟唱

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

水清凌……

我们极目眺望星辰

搜寻牵牛织女，望见

天河两侧孤寂的身影

细看

星河盈盈水非深

涉水应无碍

何为复西东

顿闻呼爷声

睁眼窗外雪纷纷

两孙堆雪人

唤走梦境美景

惋惜长长

遗憾沉沉

思 念
□田 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