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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日生活小知识

秋天是思念的季节，而寄托思念最美不过

深秋红叶。

曾经无数次收到过身处不同地域的朋友寄

来的红叶，叶脉间流淌着无尽的牵挂、祝福与

思念；曾经不止一次追随那位优雅的诗人寻觅

枫林晚的意境，在深秋的丛林里捡起红透了的

叶片，珍藏在自己喜欢的书本里，记录我读过

的岁月和我在岁月深处的思考，籍此让每一行

文字染上季节绚丽的色彩。

壬辰年九九重阳之日，朋友从北京那座盛

产红叶的山脚下发来短信：“香山红叶寄相思，

一片秋红万般情”。眼前即刻浮现灼灼炫目的

香山红叶，然而香山作为观赏红叶的鼻祖之地

远不可及，属于京辅之地京腔京韵的首都人，

我们总是千里迢迢一片痴情却不是去的太早就

是太晚，时常会错过她最亮丽的风景。

抬眼望，近在眼前的秦岭早已是层林尽

染。于是驱车离开纷扰的市区，寻找“春色

能娇物，秋霜更媚人”的盛景。沿 212 省道

向南，路边的红叶渐渐多起来了，仿佛秋色

慢慢浓起来。车行凤县红花铺境内的“秦岭

花谷”，忍不住和同行的朋友沿小径冲着漫山

红叶攀援而上。路边时时闪现支着画板、留

着长须、身着布衣凝眸创作的画师。回首才

知，省内外知名书画家正云集于此，举办“水

墨凤县，烟雨嘉陵”为主题的书画展，他们

用手中的画笔描摹秋色，挽留一年之中最具

醉人气息的季节。在他们的书画里，红叶成

为七彩凤县最为亮丽的色彩，点染着水韵江

南之小城灵动的韵律。文人骚客把红叶的静

美渲染到极致，让红叶对大山眷恋的情怀长

留人间。山下，凤县县委县政府领导正带领

干部职工在“秦岭花谷”植下新绿，待明年

山花灿漫之后定是红花风情艳。

曾因“秋红灵官峡，春碧嘉陵江”的诗句

而心仪灵官峡的秋色已久，当置身于嘉陵江上

第一道峡谷——灵官峡时，秋色正浓，漫山红

叶正在热烈的燃烧着，每一片叶子都是秋风中

狂热的舞者，展示着历经风雨之后纯粹而宿命

的身影。

灵官峡用最浓艳的色彩描摹心头燃烧的秋

意，而秋日的嘉陵江之水如丰韵绰约的少妇，

水面宽阔了，心却沉重了，载得动落叶，却载

不动寒秋的深愁，只能在漫山红叶和一切幸福

的诱惑面前闭上忧伤的眼睛，而那没有落下的

泪是留给远方长江的心语。

暮秋时分，再到灵官峡。山下一场秋雨一

场寒，落叶纷纷，而灵官峡的红叶却是在一场

接一场的秋雨中红透的，愈经薄霜愈加静美，

更加绚丽。突然看见，岁月在此华丽的转身；

突然想起那位同名的作家写下的诗句：绚丽的

尽头便是凋零的开始；突然想起泰戈尔的诗句：

死如秋叶之静美；突然看淡看透看远尘世间曾

经的执迷不悟。

( 作者系中国散文学会、陕西作家协会会
员、 宝 鸡 市
作 协 副 秘 书
长 )

秋天的热恋
穿过山道上的迷雾
从县找到州
从根茎找到天空
后土找到前尘
在歌舞骞腾的山寨
秋天的热恋
点燃火红的季节

红叶上的秋天
在秦岭深处
在岁月藏匿的丛林
经过风霜点染的时光
为你哗然缤纷

嫣红是生命的姿色
带着岁月迷人的风采
在你灵魂的彼岸，摇曳
一个即将终结的季节
凛冽的回声来自山谷与心灵

那一片红叶上的秋天
唯美的诱惑，金石的音影
抗拒的傲骨，独自灿烂
历史的记忆遍布山野
所有尘嚣与浮华

都在这里沉寂
而红叶不是六合彩
沸腾的现实正伸向未来
请采一片深山红叶
戴在你的天灵盖
瞧，这秋天的收获多么丰饶
用它可以狙击浇薄
在这容易受伤的时代
为你承担悲哀
成为你的最高的尘埃
成为你的所爱
永不更改

（作者系宝鸡市文学

艺术界联合会副主席）

在凤县嘉陵江边，有一条小路，从迷

蒙中伸出，又隐匿在迷蒙之中……

七十年前，这条小路是昏黄色的，它

曾经是妈妈的逃亡之路 , 妈妈不愿再忍受

做侍女的命运 , 毅然寻求一条崭新的生活

之路。这条路曾经载着妈妈的无限惆怅，

驮着妈妈孱弱的身躯。妈妈告诉我，她的

命运曾经如同小路般渺茫，而且伴着嘉陵

江烦闷的聒噪和江风的狂嚣……

小路从此就诞生在我的脑际。我多少

次想象着它，就仿佛想象一部古老而神秘

的历史。

三十年前，妈妈悄然离去了，带走了

小路留给她的辛酸。

谁也没有想到，我今天会踏上这条小

路。小路的神秘吸引着我这个北方的儿子；

小路的庄严，抹去了好多年积郁在我心头

的阴影——

清晨，旭日沐浴着这自豪又庄严的小

路。路旁的大山、树木、以及在林子里飞

来飞去的鸟儿都如同在梦幻中。阳光的金

线在空中交织成一个个光圈将小路装扮得

充满想象力。那些在江边生活的山民踏着

小路去开始一天的生活，挺直的腰杆透出

自信和自得；那些文质彬彬的后生们戴着

琇琅眼镜在小路上散步，仿佛走在一幅秀

美的山水画里。猛然间，一声长鸣，啊，

一列火车拖着绿色的长尾巴，带来了南国

清新的气息……

这天夜里，我坐在小路旁的一块青石

上，看着满山遍野的如同星光的灯光。远处，

凤县的县城流光溢彩，音乐喷泉照彻天空，

让我有一种海市蜃楼的恍惚感。不知过了

有多长时间，来自县城的音乐声，人们的

欢呼声渐渐沉浸在宁静安详

中，大山仿佛沉入梦境。爱人

早已经在我的怀里睡去了，发

出甜甜的梦呓。我恍惚觉得这

梦呓是小路的，迷离中我听到

了轻轻地，轻轻的脚步声。哪，

多么熟悉的脚步声，是妈妈的！妈妈，你

的魂灵还留在这里吧？！

望着月光下白灿灿的小路，我想，也

许我还要中着这条路继续走下去，也许这

条路上还有数不清的坎坷，但我紧信，我

永远再不会听到妈妈辛酸的怨艾，永远再

不会看到压抑心胸的昏黄色。呈现在我眼

前的将是明丽的清新和迷离的魅力，而且

我将永远地走下去……

后半夜时分，爱人醒来了。她望望我，

又望望小路，惊奇地说：

“真奇怪，我在你眼睛里看到小路！”

“岂止是眼睛里，它还在我的心里。”

我们傍着走，银亮的圆月也跟着我们

走，世界也跟着我们走……

（作者系中国西部儿童文学研究会理
事，陕西省作家协会会员）

再次来到灵官峡的时

候，我们更加惊艳这里漫

山遍野的如霞红叶了。

车子驶出双石铺后，

向西南方向继续行进。零

星的雨拍落在车窗玻璃上，在盘山公路

飘过一个弯道，感觉身子要游离出去了，

正在紧张时，一缕阳光射入眼帘，老远

就看见一片斑斓山坳。

“灵官峡景区到了！”导游郭瑞激动

地说。“红叶的观赏期是每年的 10 月中

旬至 12 月初，这个季节是观赏红叶的最

好时机，我们来得正好。”她笑着说。

顺着她手指的方向，我们看到了一

抹火红的树叶在燃烧。这些红叶，消释

了我们旅途的困顿，让疲塌的视觉神经

瞬间变得异常兴奋。眼前突然被植入这

么一处绛红山水，内心的所有渴念立即

被触动，呼吸倏地就屏住了。

山得水便秀，水因林更美。灵官峡

的秋天，红枫如火，层林尽染。一江秋水，

绿意盎然，似乎并未流动，也听不见水

声。对面峭壁之上，古栈道遗址触手可及，

被大片红叶围绕，好似当年的战火还未

熄灭。

目之所及，仿佛密布山体的红叶，

在岩石上流淌。天空纯净碧蓝，云彩飞

速飘移，正午的阳光和煦温暖，将这片

绮丽山水渲染成一幅立体的秦岭律动图，

让人恍如置身画中，如醉如痴。

几位驴友看到我们这些人惊讶的神

态，笑道：“没见过这么壮美的景致吧，

一会走近了才好看呢。”这些面容黝黑的

背包客，经常徒步行走在秦岭山中，眼

看着橡树叶子一天天变红，听他们说，

每每到了秋天，从 9月初开始，先是鹅黄、

金黄，再是粉红、橘红，然后是紫红。“你

们正好赶上趟了，现在是红叶色彩最浓

的时候。”

“最是一年相思时，红叶飘丹又逢

君。”

同行的朋友或用镜头记录着这些如

霞似火、溢彩流丹的红叶，或在速写本

上飞快地勾勒着，或在采

访本记录下脑海中闪动的

火花，或用手机拍下红叶

的倩影发到微博上、发给

外地的朋友。

终于，来到红叶跟前了。抚摸着红叶，

脉络清晰，体态轻盈，有圆的、心形状的、

针状的，每一片红叶都澄澈明净，传递

着秋天的浪漫。一片红叶，会让人眼前

一亮，而遍布灵官峡的漫山红叶，让我

们感受到了“秦岭第一红”最本真的气息。

月亮湾，熊熊的篝火燃起，健壮的

小伙子敲打起神秘的羊皮鼓，美丽的羌

族姑娘跳起热情的萨朗舞，热情的羌族

歌手唱起凤县民歌，我的眼前，仿佛又

掠过万山红遍、千岭铺霞的红叶……

回到下榻的自驾游基地——红花铺

通天河客栈，热情的客栈主人早铺好了

宣纸，朋友沉吟良久，笔走龙蛇，两句

古诗落于纸面：

“红叶丽时应取醉，白云深处好寻

诗。”

无须再饮，这红叶已让我们沉醉。

（作者系宝鸡市作协副秘书长）

嘉陵江边的小路
□李喜林

    十一月二十四日，凤县红叶节开

幕，有幸应邀出席。满山红叶，甚是

醒目，甚是壮观，遂做诗一组。

                        ——题记

是秋风着落在了山岭上
是阳光着落在了秋风上
那悲壮的祭礼  被蓝天一一勾勒
而云朵  轻轻地
很诗意地在峰头飘逸
万山红遍  层林尽染
那是季节刻意地抒情
还是季节缱绻的留恋
在峰谷的阴影里
那些
沉默在岁月深处的血色
举着燃烧的欲望
流动着大片大片的诗歌
总有一些与死亡有关的元素
隐隐闪现

二
是不是每个民族都有  鲜亮的颜色
羌族的舞蹈正踏着土著的节拍
飘过涛声
穿过红叶的脉络
逐渐透明
或者以强悍进入诗人的心灵
而少女曼妙的舞姿
搅动阳光
使山岭开始起伏

这时候我沿着一条小径
走进美丽的黄杨
走进安静的村庄

在岩石裸露的地方
我看见伤痕
我感到季节的疼痛  
生命的疼痛

三
金黄色的玉米
静静地躺在农舍的水泥院落里
屋檐下的辣椒红得耀眼
这是丰收的安详  幸福的安详
阳光有金子般的味道
有女人般的温暖  

有一条小河从屋舍前流过
是那种随意地
不很喧哗地
充满柔情的
我的内心很温暖地感受着宁静的力量
文字与诗歌的力量
许多应该消散的块垒倏然垮塌
屏息聆听红叶的吻痕和纤细的呼吸

（作者系陕西省作协会员、省书协会员）

万山红遍（组诗）

□范宗科

红花风情艳
□严晓霞

秋 红 灵 官 峡
□文 / 郑会刚

红叶上的秋天 
□萧 风

注重食物保健当人体
缺乏维生素 A 时，皮肤会
变得干燥，有鳞屑出现，
甚至使皮肤出现棘状丘疹，
因而冬季宜多吃些富含维
生 素 A 的 食 物， 如 猪 肝、
禽蛋、鱼肝油等。还可常
吃芝麻（麻油）、黄豆、花
生等食物，它们含有不饱
和脂肪酸，如亚油酸等。
人体缺乏亚油酸，皮肤会
变得干燥，鳞屑增厚。同时，
有的食物，会使原本患有
某种皮肤病的人病情加重，
如化脓性皮肤病人宜少吃
甜食、酒类等，辣椒、葱、
蒜、酒、浓茶可使患瘙痒
性神经功能障碍性皮肤病
的人痒的症状加剧，海带、
面食可使患疱疹性皮炎病
的人发生碘过敏。

禁忌忌常舔嘴唇有人
认为嘴唇干裂用舌头舔可
以湿润一些，结果却适得
其反。唾液是由唾液腺分
泌的，里面含有淀粉酶等
物质，比较黏稠，舔在嘴
唇上以后，就好像抹上了
一层浆糊。水分蒸发完了，
嘴唇会更干燥。如果嘴唇
干燥不舒服，涂上不含色
素及香味的润唇膏即可。
忌涂纯甘油人们平时使用
的是含有 20％水分的甘油，
若用纯甘油，其吸水能力
太强，会吸收皮肤里的水
分，反而会使皮肤更干燥。
忌穿衣过多如穿衣过多过
厚，则由于热量大，会使
皮肤血管扩张，流向皮肤
的血流增多，从而增加了
散热。这样，反而降低了
机体对外界温度变化的适
应能力。

上班族冬日在办公室
中常穿高领羊毛衫，在电脑
前坐久了，是不是比平时更
加感到颈肩酸痛、呼吸不顺
畅？这叫“高病”，冬季坐
办公室的人要特别注意，再
怕冷也不要穿太高太紧的高
领内衣或毛衫，否则容易压
迫颈动脉引起脑组织供血不
足，昏头昏脑的你工作效率
怎么会高？从暖气或空调充
足的办公室出去更容易伤
风，所以不要因为外头天寒
地冻就整天门窗紧闭，要经
常开窗，保持空气流通。上
下班只要不耽误刷考勤就
应该尽量多走几步路，在清
冷的空气中锻炼耐寒力。你
有一支上好的护手霜放在办
公桌抽屉里吗？上班时经常
摸键盘，与来访者握手，我
想你应该比在家里更频繁
地洗手，但我却常常看到女
同事中午不洗手就匆匆来到
食堂，说是怕洗手多了皮肤

“皴”。很简单，一支护手霜
就可以让你讲究卫生与保养
玉手二者兼得。冬天从办公
室窗口望出去，草木凋零，
雨雪纷纷，触景容易使人
抑郁不欢，心情压抑。但聪
明的人会想办法保持心境平
和，爽朗乐观，休息时听听
音乐，回到家里做一些自己
有兴趣的家务事，比如装点
居室，不知什么时候你已经
拥有了一份宁静的心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