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精彩周末/人物·时空│092020年 11月20日 星期五
责任编辑 刘向东hnrbrw@sina.com

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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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晴朗的深秋傍晚，诗人李白独自
登上了安徽宣城的谢公楼。远远望去，清
澈的溪水，伫立的小山，橙红的夕阳，袅袅
的炊烟，都呈现出苍寒和静寂之色。诗人
不由诗兴大发，展笔写道：“蓬莱文章建安
骨，中间小谢又清发。俱怀逸兴壮思飞，可
上九天揽明月。”

诗中的“小谢”，正是大名鼎鼎的南朝
才子谢朓。李白的一生总是把头昂得高高
的，很少有让他佩服欣赏的古人。唯独谢
朓，偏偏就令他无限景仰。

“青莲才笔九州横，六代淫哇总废声。
白纻青山魂魄在，一生低首谢宣城。”清初
文坛领袖王士祯的这首绝句，揭示了一种
奇妙的文坛现象。

谢朓，陈郡阳夏（今太康）人。出身贵
族，祖母是范晔的姐姐，母亲是宋文帝刘义
隆的女儿。永明九年（491 年），谢朓成为
随郡王萧子隆的文学（官名）。不久，
他又进入竟陵王萧子良的西邸文
人集团，名列“竟陵八友”之中，
过着轻裘肥马、宴饮赋诗的贵族生
活。然而，他希望自己能在自然山
水中求得心灵的超脱。

机 会 终 于 来 了 ，建 武 二 年
（495年），31岁的谢朓出任宣城
太守，遂了自己的心愿。在宣
城任上，谢朓的日子可谓
滋 润 。 宣 城 是 江 南 大
郡，经济发达，又有敬
亭山、双溪等名胜。
谢朓每天就是出去
转转，喝喝茶，写写
诗，诗歌创作达到
了数量和艺术上的
高峰。他流传至今
的诗歌，大多是在这
时写的。

谢朓很惜才。有一
年冬天，天气非常寒冷，
北风凛冽，雪花飞舞。他从
住所出来，路过寒门学子江华的
茅屋，便进去拜访。当时的江华只顾埋头
读书，他的床上铺着单席，只有一床破被。
谢朓看到这种情形，感叹良久，就把自己身
上的短袄脱下来，披在江华身上，又出门到
轿中将轿里的坐垫割下一半，给江华做卧
具，这才离开。

谢朓的重大贡献，还在于他的山水诗
创作。他写的五言诗，清新隽永，峻拔有

力，而且讲究平仄四声，读起来通畅圆美，
“流转如弹丸”。“馀霞散成绮，澄江静如
练”“日华川上动，风光草际浮”“天际识归
舟，云中辨江树”“暧暧江村见，离离海树
出”……这些诗句，脍炙人口，已成为千古
传诵名句。清代诗评家沈德潜说：“玄辉
灵心秀口，每当诵读他的名句，渊得冷然，
觉笔墨之中，笔墨之外，别有一段深情妙
理。”

谢朓是“永明体”的一面旗帜。他的诗
歌引领风气之先，每有篇什，都会风靡一
时，“为后进士子所嗟慕”。沈约盛赞道：

“二百年来无此诗。”萧衍称帝后，仍追慕不
已，“三日不读谢诗，便觉口臭。”

谢朓的山水诗，有“继汉开唐之功”。
不仅在当时享有盛名，对后来唐诗的繁荣
也有着相当深刻的影响。王维、孟浩然自
不必说，甚至像李白、杜甫这样重量级的人
物，也为谢朓所倾倒。“我吟谢朓诗上语，朔

风飒飒吹飞雨”。翻开李白的诗集，诸如
“谢朓”“谢公”“小谢”之类的字眼，触目
可见。杜甫也说：“谢朓每篇堪讽诵，冯
唐已老吹听嘘。”这足以说明，谢朓在
中国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

谢朓在宣城时，选择在郡治北
边的小山上构筑了庭院，作为办

公居住之所，取名“高斋”。到
了唐代，宣城人怀念谢朓，
就在“高斋”旧址上新建
一楼，取名“北楼”，这
就是今天的谢朓楼。

唐 代 大 诗 人 李
白喜欢谢朓，将谢
朓引为千古知己。
他多次来到宣城，
登 临 此 楼 ，凭 吊 赋
诗，写下了脍炙人口
的《秋登宣城谢朓北

楼》。诗因景生，楼以
诗传，谢朓北楼从此名扬

天下。
李白晚年，寓居在当涂，因慕

“谢家青山”，以至产生“终焉之志”。李白
死后，终于与他一生最崇拜的诗人谢朓永
结为“异代芳邻”。

“吏部信才杰，文峰振奇响。调与金石
谐，思逐风云上。岂言陵霜质，忽随人事
往。尺璧尔何冤，一旦同丘壤。”每一位来
宣城的人，读到沈约的这首《伤谢朓》，心中
总是充满无限的感伤。8

初冬的这个时节，让我想起了上世纪七八
十年代擦薯片的岁月。

刚过霜降，中原大地大雁南飞，雨水减少，
河水变清，天也显得格外高、格外蓝。秋风刮
了一场又一场，树叶刮黄了，满地绿色的红薯
叶也在一夜间都变成了黑色。

该刨红薯了。记忆中，秋收中最苦最累的
活儿就是刨红薯。那时候，搞不懂为什么一定
要等到霜降了才刨红薯，后来才明白霜降后的
红薯会更甜，这是因为霜降后昼夜温差比较
大，白天光合作用强，夜间温度低消耗少，特别
有利于红薯糖分和淀粉的生成。

刨红薯的工具是三齿耙，形状就像一根手
握的柄上有个“m”。刨红薯时，一般是妇女和
小孩儿在前边割秧，男人握着三齿耙在后面
刨。刨出的红薯稞要在留出的秧子上扎成把，
一把红薯大概有三四公斤重，拉回来后放到红
薯窖里，要吃到来年春天。扎不成把的或者是
耙齿划伤的就要切成片，晒干了磨面吃。

切片就在立冬前后，为什么呢？这时候的
麦子已出苗了，人们能腾出时间了。再说再晚
的话气温下降上冻，薯片就不容易晒干了。虽
说节令上是立冬，但我们这地方此时风和日
丽、天高气爽，这期间正是晒薯片的好时节。

那时粮食产量低，而红薯不择地，不怕旱，
产量高，所以种植面积大，薯片也是
主粮。

擦红薯片的工具是专用
的 ，我 们 这 里 叫“ 红 薯 擦
子”。在一块长方形的木
板上端凿出一条窄缝，
并在此处钉上刀片。使
用时，把木板放在板凳
上，操作者屁股坐在上
面以保持稳定，然后左
手接递上来的红薯，右
手拿着红薯来回在刀片
处擦动，红薯就变成了片，
从木板的缝隙处像飞花一样
哗啦啦地流向板凳前的篮子
里。

擦片的速度很快，几分钟就是一篮
子，要几个人不停地提走撒向地里晾干。 擦
红薯片光有蛮力不行，要讲究技巧，手指上翘，
掌上使劲，用力均衡，不然就会薄厚不一，甚至
擦伤手指。擦红薯一般是在晚上，不用担心看
不到，熟练的人就是闭着眼睛，照样收放自
如。月光下，这一家，那一家，很少听见说话
声，只闻“擦擦”声一片。夜幕中撒到地里的薯
片，因为看不太清楚好多就压成了摞，把这些

摞拨弄开就成了孩子们的活儿。
我很害怕干这活儿，天刚蒙蒙亮就被父亲

揪起来撵到了地里。因为过了霜降，薯片上有
霜，手触到很凉，于是就找来一根木棍，睡眼蒙
眬不停地拨弄。到薯片晒干了去收时，会发现
还有压摞的没有干透，父亲就会照我的屁股拍
一巴掌或踹一脚，呵斥我干活不用心。我也害
怕半夜里被叫醒去拾薯片，这时候往往是下雨
了，就是没晒干也要先拾回来。晒薯片时最怕
连阴雨，连阴天拾回来的薯片在屋里晾着也会
发霉烂掉。

那时候，每顿饭都离不开红薯。煮红薯、
蒸红薯，熬的玉米粥里放红薯，但红薯存放的
时间短，而薯片磨成面则保存一年也没关系。
红薯面做的窝头又黑又硬，粗糙得很，很难下
咽。好吃的是花卷馍，就是用麦面和红薯面卷
在一起制成的馒头，一层白，一层黑，既好看又
好吃。

红薯面还能做面条，但没韧性，只能做“蛤
蟆蝌蚪”。在红薯面里加点麦面在热水里煮一
煮，就可以擀成面条了，但纯粹用红薯面就擀
不成，只能做成“蛤蟆蝌蚪”——用铁钉在一块
薄铁皮上钻出密密麻麻的孔，粗糙的一面对着
锅，用和好的面在光滑的一面上揉搓，从孔里
漏到锅里的面就叫“蛤蟆蝌蚪”，因为它们的形

状很像小蝌蚪。不论是红薯面条还
是“蛤蟆蝌蚪”，煮熟后用凉水过

一下，再放点青菜，泼上食香
蒜汁，吃起来是很爽口的。

红薯和红薯面做成
的食品吃多了胃受不
了，吐酸水甚至胃痛，
但又吃不到别的东西，
难受也还得吃。记得
奶奶经常难受时就吃
一些苏打粉来缓解。

在填不保肚子的岁
月里，人们对红薯面可以

说是既爱又无奈。爱它是
因为它是救命粮，无奈是吃多

了胃难受。
这些年，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

红薯面已经远离了我们的日常生活，农村家家
户户擦薯片的场景再难看到了。不过，不少人
又希望红薯面能够调节现在的生活，于是红薯
面窝窝头、红薯面面条又回归到了人们的餐桌
上，但它们掺进了大量的麦面，红薯面倒成了
点缀……

多想再擦擦红薯片啊，那是充满乡愁的记
忆。8

一

梁驼那地方，在豫陕交界的大山
深处。那里，生活着河南省卢氏县木
桐乡灵神村的一个村民组 11户二十
来口人，也生活着陕西省的十几户人
家，他们是洛南县三要镇叶河村的一
个村民组。

豫陕两省，在这一带以洛河中心
线为界。住在梁驼的这些人家，虽隶
属两省，却田垄紧挨，房屋毗邻，方言
近似，风俗相同。朝夕相处间，只说
王家张家，不提陕西河南，只呼大哥
二姐，不问行政归属。那其实就是一
家人嘛！

从卢氏县城开车往西北去梁驼，
得花上两个多小时。七八十公里的山
路，弯弯绕绕，不太好走。风景却美得
醉人：一会儿沿着河岸走，水流湍急，

“哗哗”声远；一会儿绿树村边合，小溪
潺潺，欢快在屋后草地上；一会儿绕着
山脚行，满眼是刚收获过的玉米田，还
剩下风中摇曳的秆；一会儿爬坡上山
梁，道旁植被一层层，黄得明丽，红得
耀眼……忽然眼前一阔，原来是到了
山顶。一蓬蓬翠竹掩映着一家家农
舍，门楣边挂着的辣椒，一串串红得如
火如霞；透过金黄而疏阔的槲叶，能看
见山坳里的学校，竟是屋宇高阔，红砖
黛瓦。俯视脚下，白云缭绕中，电杆错
落，公路蜿蜒。耳畔，鸡犬之声与琅琅
书声遥相呼应……竟是一个从未感受
过的新鲜世界。

到了！这就是梁驼，一个看起来
像骆驼脊的所在。

二

“走，跟我去陕西游一游。”中年
汉子张长法热情地握住了记者的手，
他是灵神村的党支部书记。

在梁驼，要严格区分河南与陕西
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这个自然聚落
究竟是什么年代形成的，连梁驼人也
说不清楚。

72岁的陕西老汉吴德印，在山下
的小学教了半辈子书。他说，当年土
改划界时，这山间就住着两省的人，
房屋紧邻，耕地交错……

淅沥细雨中，头裹白毛巾，脚穿
高腰胶鞋的马英大娘拎着两个黑油
油的南瓜走进了彭芳霞家的院子。
两家人距离不过百米，但马家归陕
西，彭家属河南。

“自家种的吃不完，送过来俩。”
马大娘对记者说。彭芳霞接口说：

“刚刨的红薯，一会儿你拎一兜儿
回。”没有寒暄客套，两家人就坐在屋
檐下看雨，一边拉着家常，一边用石
头砸核桃吃。

深秋细雨中的梁驼，安宁祥和，
空气芬芳。退耕还林后的大山，植被
茂密，五彩斑斓，有鸟啼声声入耳。
梯田里，偶见侍弄中药材的村民身
影。山脚下，洛河奔流着，一路向东
逶迤而去。

一个戴草帽扛锄头的中年汉子，
边走边哼着小调儿。他叫马小会，是
梁驼的河南人。说起梁驼“一村分两
省、两省住一村”的事儿，他显得兴
奋，“俺这里不分河南、陕西，全村就

是一家人！婚丧嫁娶，全村人都去帮
忙，过春节，大家互相拜年。”

一道山冈后面，一栋两层小楼掩
映在竹林中，这是马小会的家。这时
门外来了人，是陕西邻居吴会朝来还
电锯了。吴会朝说：“虽说咱不归一
省管，但邻里都是亲人。额屋（我家）
盖房时候，小会跑前跑后帮忙，额
（我）都记在心里头。”

“话咋这说哩？前两年我在外打
工，地里的活儿不都是你帮俺干的
吗？”马小会接话道。

三

梁驼平均海拔 900多米，常年云
雾缭绕，四季有鸟语，三季闻花香，民
风淳朴，鸡犬相闻——风景真是美
啊！可风景美是美，风景却不能当饭
吃。生活也真不方便啊！

这里曾经缺水、缺电、缺信息，路
是羊肠小道，“通信基本靠吼”，哪里
还谈得上手机信号！那时候，梁驼人
做梦都想着过山下人的生活：家有自
来水，电视有图像，通信有手机，出行
有汽车，儿童有学上。因为梁驼距卢
氏县木桐乡政府所在地有 25公里山
路，去一趟得花半天时间，所以这里
的河南孩子从幼儿园开始，还有随后
的九年义务教育，几乎都是在相对近
些的陕西境内入园、上学。

“早先出梁驼到木桐只有一条临
崖小道，难走又危险。化肥买了背不
上来，打了粮食卖不出去，人有病了
就硬挨，孩子读书更作难……”河南
汉子王西停说起从前，满脸愁容。

梁驼的人们想着，盼着：什么时
候，咱也能过上城里人一样的生活！

脱贫攻坚战打响了。
要致富，先修路。卢氏县安排

道路设计施工人员到梁驼实地勘
测，结论让人头疼：筑路工程量和施
工难度极大，路修成后维护成本会
非常高。与此同时，陕西那边的交
通扶贫建设项目启动了。综合考量
后，两省有关部门最终确定了从梁
驼南面地势相对缓和的陕西坡地修
建道路的方案。

“解决梁驼群众行路难的问题不
光咱河南挂心，人家陕西也牵肠挂
肚。”张长法感慨着。

2017年 3月，陕西省在叶河村启
动了通往梁驼的交通建设项目，要修
一条直达梁驼的4米宽砂石路。

“（修路）把额（我）高兴坏了！买
肥料再不用人拉肩扛了，娃将来娶媳
妇也容易了。”陕西村民吴三银高兴
地回忆起当初。

“修路毁到谁家的田，大伙儿都
没有怨言，该清苗的清苗，该垫的路
基大伙儿垫。不分陕西河南，大家
就在一起干。”马小会接腔说，“山路
通到梁驼时，我还放了一挂鞭炮庆
贺呢！”

2018 年 5 月，陕西方面又对砂
石路进行了升级改造，便有了如今
这条 3.5 米宽、4 公里长的水泥路。
走这条路，从木桐乡政府骑摩托车
15 分钟就可跨过新修的洛河大桥，
到达梁驼。

原先的那条临崖小道，已被半人
多高的野草遮盖了……

四

奔腾的洛河，滋养了两岸一辈又
一辈中华儿女。可紧临洛河的梁驼，
却因山高水低，无福享受洛河的馈
赠。山下，清流奔腾，山上，望水兴
叹。村民们守着滔滔洛河，却三天两
头断水。

“都是下山挑水吃，挑一担走半
天，累死个人。”吴会朝说起缺水的苦
日子仍心有余悸。

来梁驼脱贫攻坚的河南干部，看
到群众挑着水担爬坡越涧的情形，心
里很不是滋味。为了解决群众吃水
难，他们申请来一辆拉水车，可山高
坡陡，装水的车子一路晃荡不止，遇
到雨雪天，更令人提心吊胆。

“土话说，人是铁饭是钢，一顿
不吃饿得慌。可没了水，啥饭也做
不成。现在去我家看看，水龙头一
拧，自来水‘哗哗’地流！”马小会对
驻村扶贫干部佩服得很。他又讲
起了当初扶贫干部帮着他们找水
引水的故事——眼看着拉水吃解
决不了问题，驻村队员就和村干部
一道四处找水。当他们在 5公里外
的山上找到合适的水源后，问题又
来了：引水要挖沟埋管，势必会毁
田伤庄稼，咱河南好说，人家陕西
那边咋弄？

他们试着去陕西的叶河村，跟村
干部讲明意图。村干部二话不说，一
家家上门做工作：人家从咱地里挖沟
引水，不光是给梁驼的河南兄弟吃，
还有咱陕西的乡亲哩！咱损失点庄

稼事小，几十口人吃水的事大！
2019年 5月，梁驼人终于告别吃

水难，不再靠水窖存水了。
村民家里通了自来水，还装上了

太阳能热水器。“干一天活儿回家，洗
个热水澡，甭提多美了。”吴会朝开心
地说，“两省的干部都和梁驼人不见
外，亲着哩！”

让梁驼的陕西人吴民子感慨的
还有另一件事。他说，梁驼从前的电
线都是裸露的铝线，刮风下雨常跳
闸，有时电灯一明一暗地闪啊闪，着
急人。去年，河南地方政府申报的农
网改造项目开始实施，改造后的电线
都带上了绝缘层。“动力电也通了，钢
磨、粉碎机都能用了。晚上吃了饭，
还能看看电视连续剧哩！”

“要改善乡亲们的生活条件，水、
电、路保障最重要。”驻村干部景理感
同身受。他说，我们是在扶贫，没考
虑过谁是陕西人谁是河南人。“住在
一起就是一家人！人家陕西人修的
路，咱河南人不是一样受益？”

有水，有路，有光明——梁驼人
的梦想如今变成了现实。

“这是两省乡亲情深义重、和睦
相处的见证。”景理感慨着。如今，
乡亲们的生产生活条件改善了，产
业也发展了起来，男人们务工挣钱，
女人们守护田园、照顾老幼，他们种
玉米、红薯，也种黄芩、桔梗。如今
的梁驼，8家河南贫困户和 3家陕西
贫困户，同中国千千万万农民一道，
在党和政府的帮助下，靠着自己的
勤劳和努力，告别贫困，走上全面奔
小康的道路……1

感感受梁驼受梁驼：：
脱贫路上脱贫路上豫陕情豫陕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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