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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薄小宁

父亲
算不上有什么巨功
也谈不上伟岸
但却是我们心中的
高山
年轻时的辉煌成就
从未对他人言
却永久驻留于
心间
站得再高
也不凌人 适时低首
看得通透 低调内涵

岁月轮转
累弯了腰 压驼了背
顺境埋头 逆境挺胸
所有担当
都在父亲
消瘦的
双肩
期颐之年
伏案阅读 孜孜不倦
天伦之乐
萦绕身边
任由皱纹在面部生长
不变的是内心
笑颜

父 亲

□张信心

在我的印象中，“柿”“思”本是
两个毫不相干的字。“柿”读音shì，
即柿子，是一个受人喜爱的水果名
称。而“思”呢，读音sī，意为思想、
思念、思考等，显然是一种带有情感
性、主观性的东西。可以看出，它们
之间几乎没有什么关系。但是，最近
经历两件事情后，我的想法被颠覆
了。

今年国庆假期后第一天，我约
请友人同去河津柴家镇山王村办
事。一进山王村，古城门楼上“古耿
名都”四个大字摄人眼目，街道两边
的民居墙壁上，粉刷一新的灰白底
色衬托着若隐若现的耿都图景，诉
说着文字记载的耿国历史，也传达
着延续至今的古耿民俗文化。

据记载，耿国原是商朝的附庸
国，距今3500余年，历经商、西周、
春秋，存在了 700 余年，传承了 25
代、32位君王，建都于耿地（即现在
的山王村），统治着包括现在河津大
部、万荣一部分在内的地盘，春秋时
被晋国所灭。直到现在，“耿”还是河
津的别称。耿地（即耿都）占地五百
余亩，如今山王村世代沿称的地名
中还有城前、城后、中宫、金库等，说
明耿国在当时是一个较为成熟的奴
隶制国家。

在耿国32位国君中，最著名的
要数商祖丙。他是耿国的开国者，开
明、能干、有作为，功勋显著。他统治
期间，生产得到较好发展，耿民生活
富足、安居乐业，耿国成为当时的政
治、经济、文化中心之一。因此，人们

对祖丙的功德代代相传，念念不忘，
在每年农历腊月初五祖丙的诞辰
日，家家户户都要摆设柿饼以供奉
祖丙。因在耿地方言中，“柿饼”是

“思丙”的谐音，有追思、纪念祖丙的
意思，所以把“柿子”加工成“柿饼”、
供奉祖丙的民俗，就在古耿大地一
直流传下来。

我不禁产生这样的猜想，人们
是不是在有意无意间，会以“柿
（子）”来抒发对某人某事追思和怀
念的感情呢？

凑巧的是，随后的一天，我在同
学群里看到魏翰邦推荐的文章《秋
柿与秋思》，这是兰大校友沈叶青怀
念恩师郭子绪先生的一篇散文。

记得我上大学期间，兰大书画
社是一个在校园中活动密集、在学
生中影响广泛、为社会培养了大批
人才的社团组织。当时一些书法、绘
画爱好者大都聚集在一起，经常搞
展览、办讲座，交流“桑麻”之事。像
杨成田、魏翰邦、刘白瑜、孙璋、沈叶
青这些来自不同年级、专业的同学，
都是其中的重要成员。

据翰邦介绍，孙璋是山东郓城
人、数学系学生，沈叶青是兰州人、
电信系学生，他俩志同道合、情趣相
投，毕业后结为夫妻，在北京金融系
统工作。多年来，孙璋从书法入手，
长期致力于商周金文的创作和研
究；沈叶青喜绘画、剪纸之类，尤其
擅长文学创作。夫妻俩都在各自领
域取得了不小成就。

真是“艺”在深山有远亲！不知
从什么时候起，在北京工作的孙璋、
沈叶青，投奔到深居北京昌平山里

的著名书画家郭子绪门下拜师学
艺，留下了一段感人至深的艺苑佳
话。我想，当初他们本不相识，或是
经人介绍，或是慕名前往，夫妻二人
携着自己的作品，请先生赐教，先生
一定也热情相迎，悉心点拨。这样一
来，师徒之间越发熟了，夫妻俩会隔
三岔五地去昌平聆听先生教诲，先
生给他们讲自成体系的艺术理论，
可能还会出题目、布置作业，他们也
一定按要求完成。

时间久了，“霜降前后，先生小
院里的柿子熟了，先生便开始招呼
我们去采摘”（摘自《秋柿与秋思》）。
有一次，他们领着翰邦一起去昌平
小院拜访郭子绪先生，临别时，先生
还亲自爬上梯子，给他们采摘自家
院里的柿子。郭子绪先生以“艺”会
友的品德，提携艺人的情怀，与他的
书法和美术作品一样，不事雕饰，令
人回味无穷。

而今，郭子绪先生谢世三年了，
“又是霜降时节，人去院空，那两棵
柿子树上一定还会流连着无数的鸟
儿吧”（摘自《秋柿与秋思》）。沈叶青
怀着无限惆怅的心情做《秋思图》，
以寄托对恩师的深切怀念。

读过《秋柿与秋思》，结合“柿
饼”的来源，可以传达出这样的信
息：以“柿”作为“思”的谐音，在中
华传统文化中是否带有一定的普
遍意义呢？再者，沈叶青文章深邃
的意境，低回的格调，细腻的笔触，
是否进一步体现出由“柿”及“思”，
从而引发对恩师的永久纪念和追
思呢……

“柿”与“思”，值得品味。

“柿”与“思”

□贾玉祥

十多年前，我几乎
天天都骑着自行车去盐
湖转转，甚至兴致来时
还会绕湖一周走马观
花。如今年纪大了，有时
我也会去看看，看那巍
巍的中条山下五彩斑
斓、如诗如画的盐湖，感
受盐湖的磅礴大气和厚
重的历史文化，以及她
对国家尤其是对我们运
城的丰功伟绩。没有盐
湖，就不会有我们运城
这座城。

我是 1958 年接触
到盐湖的。那时，我刚走
进康杰中学不久，政府
决定在池南张村到盐化
二厂之间修一条路，以
解决盐湖南北无路可走
的难题。当时，全校师生
都参加了这项工程。由
于没有工程机械和运输
车辆，所以我们班从村
里借了一辆大马车，由
十几个学生从山谷里拉
石头，不仅很辛苦，而且
很危险。路没修好，我们
又接到了新任务，转移
战场上了安泽山，这一
去就是70天。

从安泽山回来后，
上了一段时间课，学校
又组织我们到盐湖勤工
俭学。我们住在五工段，
每天冒着严寒在水里铲
硝运硝，干了十来天。这
两次在盐湖的活动很紧
张、很艰辛，但也给我们
留下深深的印记。

为了改善运城的生
态环境，提升城乡人民
生产生活水平，20世纪
70年代，政府决定在池
神庙至池南柏口窑之间
修一条公路。当时我在
地区粮油机械厂工作，
所以也参加了这一工
程。尽管那会儿修路条

件有限，质量也不是特
别高，但却使盐湖南北
有了一条可通汽车的
公路，也为如今宽阔、
美丽的跨湖大道打下
了基础。今天，每当我
行走在盐湖大道上，就
会不由自主地想起当
年修路的场景，那情景
恍如昨日。

几十年过去了，我
们这一代人从少年、青
年走进了耄耋之年，而
如今的盐湖却焕发了青
春，变得更加美丽动人。
湖中小畦变成了大畦，
终年碧波荡漾，波光粼
粼，而且四季梦幻般地
变化着色彩，精美绝伦，
美不胜收，被誉为“七彩
盐湖”。盐湖的四周早已
从杂草丛生、污水横流，
变成了多姿多彩的带状
公园，陪伴着美丽平展
的环湖公路，宛如一个
镶嵌在盐湖四周五彩缤
纷、多姿多彩的巨大花
环，成为妙不可言的盐
湖一景。

近年来，随着“退盐
还湖、还湖于民”工作的
推进，盐湖进入了盐文
化资源再开发的新时
期，建成了全国唯一的
黑泥洗浴、盐水漂浮、科
学养生城，成为我市乃
至我省又一旅游高地。
随着池神庙等周边景区
的扩建开发，盐湖将会
以更加崭新的面貌，出
现在我们面前。

几十年来，我与盐
湖结下了难以割舍的情
缘，为此我也写了多篇
与盐湖有关的文章，其
中《难忘盐湖哑姑泉》
《河东版的清明上河图》
《跨湖大道今与昔》等
文，见诸报端。

我钟爱盐湖，盐湖
在我心中。

盐湖在我心中

□吉安生

其实，老家小院土屋上的瓦被
覆盖其上的古槐枝杈划破开始渗
漏，我们是早就知道的，但一直不敢
也没认真去修补它。

于是，老屋犹如一位历尽沧桑、
因不能再为儿女奉献气力而被儿女
疏离的孤苦老人，无奈地承受着时
光的浸淫和风雨的撕裂，苦盼着在
它的庇护下长大成人、走出去的孩
子们回眸、回归、回馈。

时光荏苒，风霜的刀尖一下又
一下地捅戳着它的疮疤，雨雪的寒
凉一次又一次地撕咬着它的伤口。
村里本家爷爷不止一次地告诫我
们，凑个空赶紧翻瓦修补修补老屋，
再拖延恐怕就迟啦，怪让人心疼的。

说无心、无意、无情于老院土屋
也不完全正确，我们回老家上坟祭
扫时，总还是会回老院锄掉疯长的
杂草荒蒿，清扫院内屋中的落叶浮
土，擦抹桌椅相框上的灰土蒙尘，围
绕土屋转看几匝，说道些在这座土
屋下生长的童年往事。

每次看到老屋又破败了些，我
心里就会尖疼万分，回老屋的兴奋
瞬间被一种钻心的痛楚所取代。回
报、回馈老房子，为老房子疗伤康复
的念头，顿时汹涌澎湃，激荡身心。
然而，萌生的想法，很快被眼前遮盖
老屋屋顶、有几百岁年纪的古槐树
的繁枝茂叶，无情地清扫得荡然无
存。

折枝修房补漏的打算，刚和被

我们兄弟从老屋里“连根拔起”、移
挪到城里的88周岁老妈说叨，立马
遭到老人决绝的反对。

就这样，修补老院土屋的事就
又撂下了。老院土屋在风雨中抱残
坚守，虽痛苦，却依然昂首挺立，以
一座老屋的样子，倔强地存活着、坚
持着。

今年入秋以来的雨一场接着一
场，点点入地，滴滴浸土。距离我们
现在新房也就十来公里的老院土
屋，再也经受不住风雨浸侵，塌陷了
一个露天的窟窿，夯土筑的屋外墙
也墙洞大开。房上、墙头坠落的碎
瓦、草泥，瘫软在小村狭窄的巷道
上，让人心里陡生出一股苦寒来。

消息是住在老院西面的合社哥
打电话告诉我的。告知老家土屋房
漏墙塌的电话，几乎同一时间也从
其他本家、邻居处打到大哥小弟那
里。老家的人没有忘了已经疏离他
们太久的我们，令我们感动得无以
言表。故土乡情是我们绝对不能，也
不应疏远淡薄的。

现实再次将我们拉到修屋补厦
的实际问题面前，不管如何，我们不
能眼睁睁看着曾为我们避风遮雨的
老屋旧厦就这样坍塌。

老屋旧院其实是一面镜子，它
照出的是在其中生活成长的我们做
儿女的良心。它更是一面旗帜，反映
的是其庇护过的我们当子孙的形
象。

这一次，我们兄弟下定了决心，
打算克服天大的困难，也要给孔疮

俱显的老院土屋“强身固本”“修容
补妆”，让老屋焕发新的光彩。

万事开头难。开工之后，诸事皆
顺，加上本家邻里搬砖添瓦和泥抹
灰，仅用了不到三天时间，我们就砌
堵上了墙上的洞，补好了屋顶上的
窟窿，给老屋戴上了一顶光鲜夺目
的彩钢瓦屋盖。披挂上钢铁盔甲的
老屋，自此应该不再惧雨雪、怕风寒
了。

古槐威武挺拔，老屋铮亮簇新，
树庇屋、屋守树，相衬互助至和至谐
自成景趣。

我仰望着这古树、老屋，觉得它
们就像是两位慈眉善目的老人，一
直用洞穿世事的目光，注视着、审视
着低微渺小的我的内心深处。我情
不自禁地萌生出敬畏，不由自主地
极其虔心地向它们顶礼膜拜。

随之又心想，被装扮过的古槐
老屋是不是还少了点什么气息？看
上去焕然一新的躯壳，是不是能够
抵御经年累月少人亲近的凄怆？就
像吃饱喝好穿暖的老人，如何能耐
得住儿疏女远的孤苦。

那位“唠叨”我们修补老屋的本
家爷爷走了。他走的时候，被“唠叨”
得走出山村老屋的一些人尚未归
来，那些老屋还在往破败处“挪动”。
但幡然醒悟的孩子已经朝着老屋行
进，回家的人已经在路上。

一种真诚回归、回报的情愿在
胸中凝结蒸腾，今后无论多忙多累，
我们一定会时时亲近故土老屋，让
人情烟火永远缭绕旺盛其中。

老 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