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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在旅途

古城长安之旅

都说旅行是一件很“辛苦”的事情，可我就

喜欢享受这种“辛苦”，在“辛苦”中踏遍万里

河山，在“辛苦”中感受大自然的鬼斧神工。 就

在前几天，我真正“辛苦”了一回，去古城长

安——西安， 切身感受到中国古代文化的魅

力。

随着出行日期的临近， 我的心情越发紧

张，这次去西安是坐高铁，听说高铁速度高达

300 千米 / 每小时以上，这回可以好好地感受

一次中国经济发展带来的快捷便利。 置身高

铁，随着车身移动，速度越来越快，家乡的站

台在数秒内变成了身后的风景， 车厢显示屏

上， 一次次刷新着历史纪录， 最高速度达到

303 千米 / 每小时，感觉就像在陆地上飞。 短

短的五个多小时，仿佛一晃而过，下午两点多

钟，我们到了西安北站。 在散发着古代文明的

街道上，我脑海中浮现出了秦始皇统一六国，

结束中国春秋以来长达 500 多年的分裂局

面，建立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国家，开

启中国历史新纪元的场面。

来西安的第一站，我们去了华清宫，名字

挺好听，其实就是唐代皇帝别宫。 最初她叫汤

泉宫，直到唐玄宗来到这里，才给她取名华清

宫。 这里依山傍水，在骊山脚下，有着常年恒

温 43 摄氏度的泉水，源源不断地从地底深处

往外流。 古代的君王们看中了这块风水宝地，

把宫殿建在了温泉旁边， 闲暇之余就会来泉

水池中沐浴更衣，下棋娱乐。 导游小哥带着我

们，从泉水的出口讲起，那里的泉水含许多矿

物质，水质好，可是随着时代的变迁，那里已

不再有泉水，如今变成了一个枯泉。 然而，历

史给它烙上了抹不去的印迹， 成了古代历史

文物。 导游带领我们围着池子转了一圈，给我

们讲述了唐玄宗与杨贵妃的爱情故事。 据说，

杨贵妃身高 1.58 米至 1.62 米左右， 体重 140

斤左右，皮肤晶莹剔透，就这样一个女人，生

在了一个以“胖”为美的年代，走进了唐朝皇

宫，成了世人羡慕的杨贵妃。 然而，也正因为

“一骑红尘妃子笑， 无人知是荔枝来”———杨

贵妃吃荔枝一说，引来了世人的“骂”，唐玄宗

对杨贵妃的宠， 让人有一种羡慕嫉妒恨的感

觉。 这华清池中留下了杨贵妃的笑，而后在短

短几载荣华富贵之后，换来的是一世惋惜。 白

居易的《长恨歌》就是讲述唐明皇和杨贵妃惊

天地泣鬼神的爱情故事， 成为人们心中神往

的爱情。

走过华清宫， 欣赏了杨贵妃出浴那迷人

的雕像之后， 下一站我们来到了堪称世界第

八大奇迹的秦始皇兵马俑所在地西安市临潼

区。 以前只能在电视上、网上看到的兵马俑，

现在可以亲眼看见了。 也许我们来得不是时

候，游区内人山人海，再加上高温烘烤，好多

老人小孩自动退出参观队伍， 在大门外休息

等候。 秦始皇兵马俑有四个坑，一号坑因最先

开挖，里面环境较差，人流量大，进入坑内，展

现眼前的是一排排高大威武的秦兵， 目测这

些秦俑身高 1.8 米左右，其形态各异，表情各

不相同，雕刻得惟妙惟肖，就像一排排真正的

秦兵站在我们面前。 导游告诉我们，我们看到

的这些完整的兵马俑是后来修复的， 兵马俑

出土后， 考古专家没有发现一个保存完好的

兵马俑， 都被坑内腐朽的用于支撑兵马俑坑

的木头给压碎了，实在是有点可惜。 从那些破

碎的陶俑上， 可以看出当时的雕塑水平非同

一般，陶俑身材高大，雕刻细腻，而里面却是空

的，从陶俑烧制，雕刻，到搬运到坑内，是一个

大工程。据说秦始皇修建兵马俑耗时 39 年，直

至秦始皇驾崩，兵马俑还未完全完工，在发现

的四号坑里，未发现一个兵马俑。 参观完一、

二、三号坑，导游带我们在外面的树下小憩，然

而就在我们脚下那片土地下， 正是四号坑遗

址，由于没有开挖价值，只是在地面上画出了

坑的占地面积。 它可能永远都无法展现在世

人面前了。

延续千年的丝绸之路就是从盛世辉煌的

长安开始，《骆驼传奇》秀用真人实景演绎了一

场驼队在丝绸之路上的踪迹。 驼队经历了风

沙、雪崩、火山、狼袭，骆驼穿梭在山间，狼群从

身边飞驰而过，瀑布从天而降……整场演绎分

六个场景，真人真景真情地讲述了丝绸之路上

的艰辛和驼公与秀的爱情故事。 令人震惊的

是，场内 360 度的大屏幕，座位随着剧情的发

展 360 度旋转，让人真真切切地感觉那就是会

跑的实景演绎，真是不白来一回。

晚上我们去看了大雁塔，高大的塔身将我

们映衬得像个小矮人。 在大雁塔北广场，我们

欣赏了音乐喷泉， 涌动的水柱犹如纤纤少女，

在音乐的伴奏下翩翩起舞， 像一场音乐盛会，

在五光十色中走进了每位游客的心中。

西安历史博物馆是去西安旅游的必选

去处，这次我也毫不犹豫地追它而去。 西安

是历史名城， 博物馆以古都西安为主题，分

五个展区陈列着 660 余件文物， 古代陶器、

铜器制作精美，带我回到古代，游走在古长

安街道上……

古城长安一游，永生难忘。

○ 冶炼厂 肖伟

韶华之年

行走在仲夏

○ 铜山口矿 汪纯

收获了金黄的秋，冰冻了皑皑的冬，萌

发了新绿的春，最终迎来了热辣的夏。 仲

夏之于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定义，就如一千

人心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一样，花样繁多

却各有所异。 每个人记忆中的夏天是怎样

的？ 是欢喜的，还是有些许惆怅，是否如烙

印般挥之不去，或是将消失于未来？ 穿过

所有的成长记忆，似乎有将许多的“夏”铺

展开来。

蒲扇、白底棉背心、竹床是我童年对

祖辈最深刻的记忆。 每年暑假回到故乡，

就像被久禁锢突然放出笼的鸭子，远离了

父母的管教和唠叨， 便开始肆无忌惮起

来。 每个夏日的早晨， 匆匆扒几口早饭，

便拉上弟弟妹妹像野小子样满山遍野地

撒欢，上树摘果下塘摸鱼，享受着农村带

来的乐趣。 伴着老屋前大树上知了的叫

声，爷爷就坐在门前的摇椅上，身上穿着

有小破洞的棉背心，一边摇着扇子，一边

闭目养神。 听着“咿咿呀呀”摇椅摇动的声

音，奶奶浇灌完后院田地里的蔬菜，便在

厨房里忙进忙出，等我们远远看见炊烟从

老屋的烟囱里升起， 就知该返家吃饭了。

傍晚纳凉的我们躺在竹床上，翻来滚去扭

打嬉闹着，等折腾得累了不自觉地进入梦

乡，奶奶便侧卧在身边，一只手被我垫在

头下，一只手拿着长柄圆蒲扇慢悠悠地摇

着。 入夜深了，等到连大人都进入梦乡，夜

也似乎安静下来。 睡梦中，一个不经意的

呢喃或者一个小动作都会把奶奶从熟睡

中惊醒，重新又摇起手中的蒲扇，为我带

来凉风习习，驱赶蚊蝇。 一夜便是好梦。

我的大学是寄宿在学校宿舍，宽敞的

四人间里，上床下桌干净整洁。 虽然每个

暑假都可以回到家里度夏，但是提前到达

的暑热还是让我们措手不及。 宿舍姐妹们

在翘首期盼放假的日子里，依旧要同心协

力与高温展开拉锯战。 新校区的宿舍里别

说是空调，甚至是那个年代标配的吊扇都

没有， 我们只有十几个小时开着宿舍门

窗，祈求偶尔飘来的穿堂风。 每个人的床

头架子、 书桌上都别着个简易小电扇，以

便在看电脑、睡午觉时能适度舒适，而不

至于燥热难安。 也有贪凉的时候，每每下

课我们都要在教室里磨磨蹭蹭或者狂奔

到图书馆占着空调风最好的位置消磨掉

夏日的时光。 所幸那时的种种举动让我们

收获了许多，时常敞开的宿舍大门也让原

本互不相干的两个宿舍女生，从陌生到熟

络并一起有了毕业五年的约定；夜晚习惯

伴着电扇的嗡嗡噪声入眠，以致以后我睡

眠很好，雷打不动，让许多浅眠者深感羡

慕；在教室蹭空调、图书室蹭清凉的时光，

让我可以静心阅读，深度思考，也让自己

抒发胸臆的文字变得不那么墨守成规、空

泛僵硬。

看过动漫或者相关电影的人，多半是

对日本花火大会、捞金鱼和浴衣是有深刻

印象的。 我去日本留学的几年里，切实感

受到了那里夏天的迷人之处。 每到 7 月下

旬，东京都内最大规模的隅田川花火大会

都会吸引 30 万人观景， 我生活在离隅田

川边不远的社区里，站在阳台上便可以看

到晴空塔，每天骑五分钟自行车就可以到

达浅草，看穿着和服的人穿梭在古老的街

道，听和果子店里热闹的叫卖声，体味当

地人的生活。 花火大会的那天，一大早就

有人匆匆地跑到河边占领绝佳观景地，到

了下午 3 点后，河道沿线就已经是人山人

海了。 沿着河道边的车道早已经是封闭禁

止通车，附近便利店的酒水饮料早已是兜

售一空， 到处是穿着浴衣的年轻男女们，

男生交叉着双臂， 女生则头发被盘起，发

髻上插着花朵，右手拿圆纸扇，左手拿着

用和布做成的小包包，小鸟依人地和男生

并排同行。 在河道沿岸，有数家商贩推着

小车，撑着五颜六色布做的招牌，兜售食

物和玩乐品。 金鱼摊前永远是小孩子的天

地，绑着头巾穿着特色衣裳的人们载歌载

舞，三五好友围成一团点着烟花棒嬉笑着

挥舞。 吆喝声、电动游戏机的音乐声和人

们的欢笑声，伴着烤肉、炸鸡、甜品的混合

香味交织在一起，散发着特有的人间烟火

的韵味。 等到天空中展开了绚丽的烟花，

所有的目光都汇聚在这无比美丽却又转

瞬即逝的魔法中，这个夏日的夜晚注定无

眠。

行走在仲夏，亦如行走在人生，岁月

里那些记得或不记得的画面如同黑白胶

片，一些零零碎碎的片段不时在我眼前穿

梭。 童年的田野中，少年的窗棂边，青年的

梦途上，那些和夏季相关的回忆在我心灵

的沃土上早已开出了娇艳的花朵，一路指

引着我继续踏歌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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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谐家园

芋头是一只狗。他是我妹妹家养的一只狗，

从她一个朋友那里索得。从他的体态毛色，我们

大概可以猜到他的爸爸妈妈是一只金毛和一只

中华田园犬。

不要以为我写错字，写成“他”而非“它”，这

是因为，芋头的可爱和忠诚，让我们家里面的人

以及跟他熟识的朋友邻居，没当他是狗。 我呢，

当他是我的第二个外甥。

有一次，我去参加一个朋友的酒宴，同一席

的一位朋友跟她女儿介绍我说：“她呀， 不认识

了？芋头的姨妈呀！”然后她女儿说：“哦，想起来

了。 ”我也回复说：“是的，我是芋头的姨妈。 ”

芋头刚来妹妹家，小小软软的一团，缩在屋

角埋着头瑟瑟发抖，可怜兮兮的样子，心疼得我

都不敢抚摸他小小的脑袋。 妹妹说：“小家伙胆

子小，怕生。”然后又说：“还没名儿呢，姨妈给起

个名儿吧。 ”

“好啊，”我沉吟片刻，“嗯，就叫芋头吧。 ”

“芋头？ 这不是你笔名吗？ ”

“送他了。 芋头，芋头，你有名儿了。 ”

“芋头，芋头，芋头……”在一众人等的呼

唤声中，小家伙翘起小脑袋，滴溜着水润乌黑的

眼珠，娇娇“汪汪，汪汪”两声，像是说：“知道

了。 ”

转眼间，小芋头抽条儿了长个儿了，一身水

光滑溜的黄毛，舒展健壮的四肢，瞧着别提多俊

朗，也不再是躲在墙角的小可怜了，每天忠心耿

耿地给妹妹看店看娃。

我跟芋头见面并不多， 个把月才见上一两

次而已。 可他跟我亲，我去妹妹的店里，他每次

都是远远地迎接，又是远远地送别。

去年冬天，有一晚在妹妹家待得有点晚，回

家的路上没有一个人。照例，芋头把我送到华联

超市对面的红绿灯路口。 绿灯亮，我过马路，跟

芋头招招手，说：“芋头，乖。 姨妈走了，你回去

吧。”以往，他会摇摇尾巴表示同意，然后蹲在那

儿睁着亮汪汪的眼睛注视我过马路， 等我安全

到达马路对面，才转头回去。 这一次，等我过到

马路对面回头看时，他没有走，在那儿转悠几圈

后，也过马路这边来了。

“芋头，快回去。就到这儿了，你乖哈。”我弯

腰拍拍蹭着我裤脚的芋头的脑瓜，示意他回去。

他用湿润乌黑的眸子瞅着我，喉咙里“呜呜”两

声，又用脑袋摩挲我小腿肚子，像是在说：“我不

放心你呀！ ”

他那个样子，令我当时不禁失笑，“好吧，那

跟我回家吧。 我给你妈妈打个电话。 ”

可是，当晚芋头把我送到楼下，怎么也不肯

跟我上楼，而是摇摇尾巴转头就走。 这家伙，肯

定还惦念着他的看店职责呢。当时晚上 10点左

右，夜黑天冷，街巷寂清，我又怕芋头出点什么

问题。 想想没办法，我又悄悄跟在他后面，把他

送回家。 妹妹在电话里笑说：“你俩这可真是张

郎送李郎，一送送到大天亮。 ”

打小时候我养过一只小猫不幸夭亡后，我

大半辈子不敢再养小动物。 万物生灵， 处之日

久，毕生情分。 芋头不是我养的，也跟我情谊深

重。我唯愿他能平平安安、顺顺当当，狗生喜乐。

记得小的时候，每到七夕节前后，年迈的

爷爷总是会备些糖果， 让一家人坐在院子里

的竹床上，边吃糖果，边给我们讲着牛郎织女

的故事。

爷爷是个会讲故事的人，听父亲说，爷爷

年轻时唱过戏， 只是那个年代光凭唱戏不能

糊口，于是爷爷又做起了厨子。 因为爷爷讲的

故事不仅绘声绘色，而且还有肢体动作，有时

还能加上几句唱词，常常听得我连连叫好，很

多时候都能把坐在隔壁院子里乘凉的人们给

吸引过来。 后来，爷爷就成了当地最会唱戏、

最会讲故事的厨子了！ 那时的我很是自豪，因

为爷爷、因为故事、因为七夕节……

记得那时，每当关于七夕的故事讲完，我

总会问爷爷， 为什么牛郎织女一年才能见一

次？ 为什么不能天天在一起？ 还有他们的孩

子，多么可怜，一年才能和父母团圆一次。 爷

爷这时总会对我说：“孩子， 这世上许多事情

都不是你想怎样就能怎样的， 所以你要懂得

珍惜自己拥有的幸福啊。 ”爷爷在说这话的时

候，语气很轻很柔。

再后来，我逐渐成长，生活越来越丰富，

朋友越来越多了，慢慢地，我也不再爱听爷爷

讲那带着唱腔的故事了。 我也淡忘了儿时的

七夕节， 只会和朋友们一起记着愚人节的玩

笑、圣诞节的狂欢、情人节的甜蜜……

但是，随着国家对传统节日的重视，国务

院已把中国传统的春节、清明节、端午节、七

夕节、中秋节、重阳节以及一些少数民族的传

统节日公布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我们

作为中国人， 应该逐渐把注意力重新拉回到

被遗忘的传统节日上来。

又到七夕， 如今我再次想起记忆中的爷

爷、故事、竹床和糖果，再一次想起那原汁原

味的传统节日文化。 那么今天，就让对传统节

日仍然保留着最原始记忆的我们这一代作为

传承者，将这些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传统节

日延续并弘扬下去吧！

七

夕

○

物

业

公

司

魏

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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