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杜姿泫

如果你不走进临猗县三管银杏
园，你就无法想象银杏园的色彩有多
惊艳。星期天，应朋友之约，我再次踏
上了这令人惊艳的银杏园。

跨入银杏园，色彩组合带来的视
觉冲击真是非常惊艳，金黄的银杏
树、梦幻的粉黛草、随风摇曳的针叶
芒……给人一种独特的色彩之美和
意蕴之美。

“风韵雍容未甚都，尊前柑橘可
为奴。”古今中外，有很多诗人曾为银
杏写下了诗句，有些甚至成为旷世经
典。联想到这些名句，再看看眼前真
实的景色，着实让人印象深刻。沿着
园内的长廊步道前行，举目望去，满
园色彩炫目，令人目不暇接。

视线里，晨光给银林涂上了一层
耀眼的金色。我边走边拍，目光所及
皆是好景致。有陪着老人缓步前行观
赏的，有女孩现场边说边拍摄的，有
情侣坐在落满银杏叶的地面留影的，
更有一些少男少女在树丛中嬉戏玩

闹。欢声笑语中，人与自然和谐，构成
了一个个多彩的画面。一种不知名的
鸟儿在枝头引吭高歌，霎时又振翅飞
起，为整个场景增添了灵气。

踱步在银杏园里，一阵悠扬的乐
曲飘入耳畔，原来是一支穿着旗袍的
模特队款款走来，尽情地展示着动人
的身姿。她们自然、大方、得体、美丽，
令游客们欣喜万分，纷纷拍照留下这
一美好的场景。当模特走进银杏林
时，我利用广角镜头，为她们留了影。
照片中，既体现出了大片的银杏林，
又抓住了她们的动态神韵，力求诠释
人与自然的和谐之美。亭台上，非遗
传承人师忠勇正在展示绝活“吹糖
人”，吹出的各种人物、动物惟妙惟
肖，吸引了众多游客围观。一些孩子
在他的指导下，还参与了互动制作体
验，大大丰富了孩子们的游园乐趣。

在银杏园，我见到了该园的主人
卓晋钢。他介绍，每日早上八时开始，
游客就纷至沓来，双休日的人流量更
是爆满。在交谈中得知，卓晋纲是向
阳庄的一位农民，他栽的银杏树经过

十几年的辛勤管理，棵棵挺拔挂满果
实。2015年金秋，几个摄影人走进了
这片银杏林，“咔嚓咔嚓”，一幅幅让
人惊艳的照片展现在各媒体平台上，
很快吸引了更多的摄影爱好者和游
客前来拍摄观赏。一个想法涌上了他
的心头——让银杏林变身搞旅游，为
此，他开始策划发展前景。

随着国家乡村发展进程提速，农
旅融合，助力农民致富，已成为相关
部门实现突破口的热门产业。在乡村
旅游开发政策的推动下，卓晋钢积极
响应，心怀热忱地投入观光农业与文
旅融合行动中。

经过近两年的不断规划完善，
2017年10月28日，银杏园举行了开
园暨临猗县首届银杏节开幕仪式。如
今，这座银杏园集观光、休闲、娱乐为
一体，已成为临猗一处独领风骚、独
具特色的乡村旅游景观。

言及农旅融合，卓晋钢掩饰不住
内心的兴奋。他说，最主要还是党的
政策好，依靠农旅融合，银杏园才能
这样蓬勃发展起来。

色彩斑斓银杏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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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霜 口述 薛青 整理

我的父亲薛克敬，1925年10月
出生于万荣县光华乡杨蓬村。戎马
一生的他，曾先后参加过抗日战争、
解放战争、抗美援朝。尤其是在两次
赴朝作战中，他两次荣立战功、六次
获得军功章。今年是中国人民志愿
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1周年，我更
加怀念平凡而伟大的父亲。

聪慧爱学的父亲少时虽然家境
殷实，但由于生在兵荒马乱的年代，
并没有特别幸福的童年。抗日战争
爆发后，为生计所迫，祖父带着一家
人逃难至陕西省宜川县，几经周折，
终于在当地开了一个粮店谋生。当
时，年纪不大的父亲在粮店当学徒。
国仇家恨和艰难生活，让父亲决定
弃商从戎。他跋涉数百里投奔至傅
作义将军的部队，走上抗日之路。

平津战役中，傅作义将军率部
起义，父亲所在部队整编为中国人
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47军140师。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父
亲随部队南下湖南消灭国民党残余
势力，参加了湘西剿匪之战，因为作
战勇敢和善于谋划，荣立三等战功。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第二年父亲
所在部队奉命跨过鸭绿江赴朝鲜作
战，父亲任420团机炮连炮兵中尉，
担任“炮长”。在激烈残酷的战斗中，
他始终英勇顽强地战斗在第一线。

在一次美军飞机轰炸中，父亲
头部中弹负伤，被迫离开战场回国
治疗。在辽宁省旅顺荣军医院病床
前，在组织的关怀下，母亲才与离家
十年、杳无音信的父亲见了面。伤愈
后，父亲别过妻子，于1953年申请第
二次赴朝参战。

战斗中，他的右腿负伤，但父亲
受伤不下火线，坚持作战，直到抗美
援朝战争胜利。父亲两次赴朝，两次
负伤，两次荣立三等战功，六次荣获
奖章，并被评为乙等甲级革命伤残
军人。

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后，父亲进

入山西省荣军中学学习，1956年11
月从部队转业到太原市大井峪砖厂
工作，后又先后到太原市东关砖厂、
太原市粮食局、太原市物资局建筑
材料公司担任领导职务。1988 年 9
月他光荣离休，1999年 4月因病去
世，享年75岁。

父亲一生为民族独立、国家解
放、保家卫国和社会主义建设流血、
流汗，献出了自己的青春年华，但他
淡泊名利，从不以自己荣立战功和
伤残军人为由要求组织给予特殊照
顾，不贪功、不张扬。他干一行、爱一
行、专一行，认真学习、刻苦钻研，做
好自己的本职工作。他严格要求自
己，并严禁自己的家属和亲人以他
的名义享受特殊照顾。

父亲的优良作风和优秀家风，
永远是我们的宝贵财富。在他的影
响下，我们兄弟三人均靠个人的学
习和努力成就了属于自己的精彩人
生。我们以有这么一位平凡而伟大
的父亲骄傲自豪！

两次赴朝作战的父亲

□于淑贞

“尚芹堂是我的尚芹堂，更是大
家的尚芹堂。”堂主是这样说的，也
是这样做的。

尚芹堂从投入使用那一天开始，
堂主就一直在策划、促成一次次雅
集，很快这里便成为红学爱好者的活
动基地，文学爱好者的精神家园。

第一次红学雅集适逢中秋佳
节，大家聚在这里一边吃月饼，一边
热聊红楼中秋，充满了惬意、快乐和
浓郁的文化气息。赏完中秋，大家又
聚在一起聆听资深的古籍收藏、研
究专家王红朝老师解读《石头记》版
本。这更让我叹羡不已。

这些年，红学研究如火如荼，红
学成果琳琅满目，新的观点层出不
穷，但许多红学爱好者却知之甚少。
如何把红学研究成果普及推广，惠
及更多红楼爱好者正是需要做的，

也是最有价值的，这中间就需要一
座桥梁。

这桥梁在运城就是尚芹堂，通
过聚会、举办讲座、普及红学常识、
传播红学成果，让更多人了解《红楼
梦》，读懂《红楼梦》，欣赏《红楼梦》。

所以，一场关于《红楼梦》版本
知识的讲座，就显得尤有意义。

凡是接触过红楼梦古抄本《石
头记》的，尤其是宣纸线装高仿真影
印《石头记》的，都会被其深深地吸
引。真是太美了，那才是原汁原味的
《红楼梦》，轻薄柔软、泛黄古旧、朱
墨双色套印，一人于灯下捧读此卷，
妙不可言。若再着一杯清茶，必然恍
惚难辨今夕何夕。

在多年的红学研究成果中，已
经发现的《石头记》早期抄本有十五
种之多，国家图书馆曾陆续地仿真
影印了目前发现的所有古抄本，这
就使得读者能够一窥原始版《红楼

梦》真容。但尽管如此，影印抄本毕
竟数量有限、价格奇高，更多的是藏
在私人收藏家手里，藏在图书馆里，
普通的红迷朋友知之者甚少。

尚芹堂能筹划这样一次关于
《石头记》版本的讲座，真好！

随后，尚芹堂又邀请了王振川
老师解读《西厢记》的演变。其实《西
厢记》和《红楼梦》有割不断的渊源
关系，读《红楼梦》不可不读《西厢
记》。

这里的每一次讲座都深深吸引
着我，对于像我这样对每次的主题
都略知一二、想要更进一步深入了
解的人来说，更是尤为难得。

再后来，就是刘纪昌老师关于
《红楼梦》的基本常识介绍，特别是关
于《红楼梦》作者问题的讲座，可以说
大胆假设、严谨推理，让我折服。

运城有个尚芹堂，红迷们近水楼
台先得月，真是红楼爱好者的福音。

运城有个尚芹堂

□周春宇

艰苦奋斗一百年，
中国变化真耀眼。
开启历史新征程，
步履铿锵更稳健。

一带一路眼光远，
贸易伙伴遍沿线。
人类命运共同体，
合作共赢谋发展。

精准扶贫定方案，
最后发起攻坚战。
八年脱贫近一亿，
世界为之而震撼。

不平凡的二零年，
出现病毒叫新冠。
四万医护援武汉，
治疗费用国家担。

全球病毒在蔓延，
抗疫形势不乐观。
只有中国做得好，
严守国门防反弹。

疫苗研发十余款，
开足马力来生产。
国人接种费全免，
二十亿剂供国外。

反腐倡廉旗帜鲜，
高压态势力不减。
若是贪腐不收手，
新账老账一起算。

航天科技捷报传，
新建中国空间站。
天问一号火星探，
嫦娥五号把月揽。

北斗开通一周年，
服务全球更规范。
国防民生各方面，
造福人类作贡献。

中国天眼特超前，
口径最大探测远。
球面射电望远镜，
太空有了新发现。

深海探测喜连连，
不断刷新下潜线。
蛟龙深潜七千米，
奋斗者破万米关。

生态保护画红线，
绿水青山幸福山。
空气清新天更蓝，
祖国处处是花园。

中国高铁速兴建，
世界第一已领先。
全国各地连成网，
想去哪里很方便。

桥梁大国不虚传，
世界名桥占一半。
不断开创新纪录，
贯通祖国好河山。

我为祖国点个赞

□张汉东

冬日的田野
泥土安详地喘着气
光秃的树杈上
已没一片残黄的叶
耕耘的人早已将硕果

揽进自家的院落
沃土无私奉献了三个

播种收获的季节

冬日的田野
铺上了一层白雪
泥土在银被下将腹中

的话儿甜蜜地嘀咕

等待来年的
春日花朵烂漫时

咱要让庄禾长出
沁翠的绿叶

冬日的田野
已融化了一片皑皑银雪
眨眼间就将沐浴阳春

和花香的美时光
闪亮的铁犁铧就要

旋沸那播种的季节
耕耘人的脸庞上

涂满了阳光的色彩
金灿灿的颗粒将要

撒进冒油的田野

冬日的田野

□原红霞

向天空表白
堤岸锁不住心海

我寄情于诗
托思于景

在清醇与混沌之间
寻找一片宁静

面朝花开
有说不出的愉悦

这愉悦随我在树荫下
雀跃迁徙

他颤抖着嗓音歌唱
用我的语言我的诗
唱着一首

山峦大漠都听不懂的
情歌

像是淌不尽的溪流
在缓缓舒展
不能表达的爱意情丝

必须摁住心跳
微风徐徐吹来

不小心跌落的清晨
想把它挂上眉头

或泡进茶里酣饮
我不曾沾杯

与酒相约
在梦中吟诗作赋
诗赋是我
沉醉不愿醒的清梦

向天空索个爱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