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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秋夏成

离开凤县县城，雨还是不停地下着，

透过车窗看去，雨中的秦岭更显得浓绿奇

拔，座座山峰飘浮着白色的云雾。车向西

南行了约十多公里，就到了灵官峡。

在初中的时候，我就在语文课本上

读了作家杜鹏程写的散文《夜走灵官峡》，

文中灵官峡的险峭绝壁，宝成铁路工程的

艰巨，天空飘着的纷扬大雪，铁路建设者

生活的辛苦，都给我留下了深深的印象。

车缓缓在灵官峡停了下来，这里的山峰一

座连着一座，险峭无比，山下是日夜奔腾

不息的嘉陵江，雨中的江水泛着混黄的颜

色，翻滚着浪花向前流去。我站在微微摇

晃的索桥上，远远望去，只见灵官峡的两

岸是刀削般的山峰，别说修路，就连站的

地方都很难有，据说当年建设宝成线时，

铁路建设者在悬崖绝壁上修成栈道进行施

工，可见当年铁路建设者的辛苦。

现在，我亲身就站立在灵官峡的山谷

里，感受灵官峡过去惊天动地的筑路场面，

体会灵官峡的险峻和神韵，聆听灵官峡江

水的浪涛声。我看到在雕刻《夜走灵官峡》

汉白玉石的最下边，是一面长形赭红色的

浮雕墙面，上面刻着许多栩栩如生的人物，

细细看去，浮雕上再现了当年筑路工人在

修建宝成铁路的生动场面。宝成铁路北起

陕西的宝鸡，南至四川的成都，是纵贯中

国西部的铁路运输主干线。这条铁路全长

668.2 公里，1952 年 7 月动工兴建，1958

年全线通车。在修建宝成铁路的日子里，

修路建设者不畏艰险，克服种种奇难艰

险，创造了中国铁路史上一个又一个奇迹。

现在看见长长的列车从灵官峡隧道疾驶而

过，我从心里向当年修筑宝成铁路的建设

者致敬。

细雨还在淅淅沥沥地下着，在雨中，

我看到了宝成铁路改道遗留下的隧道，

已被改造成观光隧道，轨道上漂亮的零

号小机车，载着游客参观遗留隧道的内

部结构，亲身感受灵官峡隧道的魅力。

遗憾的是我去的时候，天下着细雨，景

区为了防止意外，已停止接待游客，没

能进到隧道里进行参观。那是 1981 年一

场洪水让宝成铁路线改了道，原来的灵

官峡隧道就被废弃了，这条凝结着无数

铁路建设者汗水的隧道，静静地沉睡在

这里。前些年，为了依托和弘扬厚重的

铁路文化历史，有关部门在遗留的宝成

铁路灵官峡隧道原址上建成了宝成铁路

文化主题公园，使险峻神奇的灵官峡呈

现在了游客面前。想起来我在上中学的

时候，在读了《夜走灵官峡》这篇课文后，

灵官峡这个名字就深深留在了我的记忆

里，走进灵官峡成了我的一个梦。如今，

我就站在灵官峡的山石上，看着一列列

的机车从雄伟的隧道里穿越奔驶，316 国

道蜿蜒伸向远方，嘉陵江水在雨中咆哮

着向前冲去。此时，我的心情久久难以

平静，我想起了著名作家杜鹏程在 1981

年 3 月重返灵官峡时写下的一首诗：

有幸又作故道行，灵官险峡觅旧踪。
凝目当年鏖战处，犹闻劈山机声隆。
长桥飞渡连天堑，铁龙疾驰贯秦岭。
筑路健儿今安在，青峰着意记英雄。
是啊，美丽险峻的灵官峡永远记载着

铁路建设者的英雄历史。

灵官峡啊，灵官峡，这座千古奇峡，

正以她的险峻、青峰、葱绿、神秘和美丽，

焕发出诱人的魅力和青春。

也许是机缘巧合，今天，

终于有机会和家人一起去目睹

它的伟大，领略它独一无二的

魅力了。

一路上的风景有着她的特

色--轻柔、绿意盎然、诗情

画意。这里的山，少了那种悠

雅闲适的圆弧，而是万仞独立

的山峰，直线的轮廓，即使葱

葱郁郁的青草绿树也无法掩盖，

恐怕这便是他的性格。

车子穿梭于这南片的山崖

间，毫无拘束之感。还没回过

神来，“紫柏山”几个大字，早

已闯入。

坐上观光车，饱览这神奇

的景色，一个“好”字又怎能

够？再加一个“妙”字，还不

够过瘾。于是，将这些高山迭起，

丛林密布，满目苍翠定格于回

忆里。几分钟之后，便进入了最有份量的一

个核心——缆车。和刚才坐在观光车上来比，

真是惊心动魄。看着红红绿绿的缆车在一根粗

如手腕的钢绳上匀速前进，身临其境，那种险、

奇、秀、高，无法用语言来表达。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站在山崖边，

回看这惊心动魄的山程，颇有成就感。随着

队友的一声呐喊，大家便络绎不绝的顺着羊

肠小道向紫柏山的山巅挺进。

山下可是如日中天，林间却影子斑驳。

青苔裹满树干，哪怕是近一米粗的树干，也

不例外。

到了龙王洞，形态逼真，自然神奇的石

钟乳，令人叹服。几个胆大点的，进了石洞，

穿越，呼喊，回声，甚是好奇。

我也跟随着进入了龙王洞，见到了石窠

里的一张“八仙桌”。众友提议，仿照古人在

此对弈。有人便拿来手机里的丝竹声助兴，这

外景、内形几乎都和古人无异。

登临坦顶，一尺来深的绿草，让人留恋

其中，软绵绵的感觉，如履绣毯，粉色、葱

黄错落有致，如同翩翩起舞的仙子。一阵风

儿徐徐拂面，心旷神怡，彩蝶更是挥动着翅

膀，嬉戏于客人周围。这动静结合，五彩斑斓，

飘飘欲仙的感觉。怀疑自己莫非是那“香妃”，

惹得彩蝶闻香识途。

被这风格迥异，突如其来的美景所迷恋，

很想近距离的感受、体验。于是，便决定露

宿在草甸。

傍晚，美得更有诗意。“手可摘星辰”的

神话，不再是梦幻。世外桃源，静心享受大自

然的恩赐。感谢上苍，几位同伴竟然吟诗作对，

赞美不完她的神奇，道不尽她的美丽。

在紫柏山，心田上的浮尘被荡涤的精光。

次日回来后，便信笔涂鸦一首《蝶恋花·紫

柏山》，作为感受的落笔，抒写这紫柏山的神

韵。我也会像这大山，张开宽阔的胸怀拥抱你，

欢迎远道而来的朋友！

《蝶恋花·紫柏山》

紫柏山颠天渐晚，落照林间，野树侵苔藓。
着意清幽云景现，露珠湿了衣裳半。爱此青
葱柔似毯吗，不忍成眠。璀璨星辰闪。暮晓
烟岚长久散，魂牵梦绕苍穹赞。

盛夏时节，秦岭花谷中各色花卉

竞相开放，以其迷人的姿态迎接着进

入凤县的八方来客，嘉陵江畔处处风

光、满目美景。

青山绿水之间，一处处花海醉人

心扉，波斯菊、格桑花、棋盘花、月

季花、向日葵纷纷以旖旎柔曼、娇艳

绚烂之势向人们诉说着“花谷”的多

彩迷人。

黄的、红的、紫的、粉的，各色

花儿像是要比赛似得，个个争奇斗艳，

蝶儿恋着花，蜂儿采着蜜，让人不得

不惊叹大自然的美丽。花海与背后的

群山遥相呼应，为大山增添了无穷的

风韵。茫茫花海随风起伏，香气四溢，

徜徉其间，清香扑鼻，沁人心扉，让

人流连忘返。

最美的，莫过于阳光下那大片的

薰衣草花海了。置身于这片紫色的梦

幻海洋里，风也静美的忘记了呼吸，

任由那淡淡的芳香，撒满心怀。

荷塘月色主题公园里荷花开了，

挨挨挤挤的荷叶簇拥的湖面 ,三三两

两的粉荷点缀其间 ,微风拂过 ,丝丝

清凉直沁心里 ,更是给浮躁的心灵投

射下静逸 ,让那片视野如此宁静。

来吧朋友，炎炎夏日，走进秦

岭花谷，看着远处繁茂的绿林，感

受着身边流淌的溪水，深深的呼吸，

让心中所有的快乐忧烦都淡去，在

这美丽的地方，只剩下一颗恬淡而

从容的心。

小城并不大，四面环山，嘉陵江穿城

东西流过。通过三道闸坝，江水在小城中

央形成了方圆几公里的湖面，湖水碧波荡

漾，清澈见底。小城也因为有了湖而灵动、

秀美，有了江南水乡

的许多神韵。

到了晚上，小

城利用太阳能建造的

人造“月亮”就会在

山脊上变化出阴晴圆

缺，数千颗人造“星星”就会在四面环山

上熠熠闪烁。天上的月亮，山脊上的“月亮”；

天上的星星，山上的“星星”，使人一时难

辨真假。沿了湖两岸，两边的建筑物都身

披各色彩光，琉璃溢彩。堤坝上射灯的光

束射向夜空，来回游荡。

在这样璀璨的夜晚，小城弥漫起迷人

的夜曲。随了节奏，人们自发的在小城宽

敞的街道上，在彩灯的映照下，燃起 “篝

火”，围起“锅庄”，跳起羌族的“萨朗舞”。

一时间，满街舞娘翩翩，人流涌动。在当

地人热情的邀请下，旅游者忘了年龄，不

分身份，不约而同的加入“锅庄”，手拉起

手，络绎跳起来。“锅庄”越围越大，占满

了整个街面；“锅庄”越围越多，绵延几百

米。大家“踢腿摆手”，激情而自然，嫣然

到了能歌善舞的“异族他乡”。

小城里的“羌舞”表演，要持续1个

多小时，大家尽情的跳，尽情的笑，尽情

的唱，久久不愿散去。旅游旺季的时候，

据说整个场面有上万人。

跳完羌舞，挤到湖两岸、凤凰桥上，

观赏大型动感高喷表演。表演共分5个篇

章，在主持人富有诗意的解说下，沿湖两岸，

凤凰山下，足有几个足球场大的湖面被现

代科技手段，打造出 “喷泉、灯光、湖水、

音乐”交融的强烈感官刺激，令人目不暇接，

美不胜收。最后亚洲“第一喷”将表演推

向最高潮。伴随着背景音乐

的不断高涨，伴随着无数光

束不断追逐，高喷将巨大的

水柱射向深邃的夜空，水柱

越来越高，在天空中形成巨

大的水雾，超越山顶，直冲

云端。

小城气候很好，即使一年最热的时候，

到了晚上也会十分凉爽，是避暑休闲的好

去处。距离小城咫尺之遥的“月亮湾公园”

“灵官峡”、“消灾寺”景区不可不去。富有

西游记神话色彩的“通天河国家森林公园”，

具有最美“草甸风光”之说的“紫柏山国家

森林公园”也不能错过。这些都是小城近

年来精心打造的美丽景致。

小城，已然是我心中最美的小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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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美小城——凤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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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领域很多激动
人心的发明，均无法与
人体相媲美，人体本身
就是一个科学奇迹。

阑尾

消化细菌的休息室
阑尾一直声名狼藉。它
常被视为人体的一个组
成部分，但数百万年前
就失去了功能。然而最
近科学家发现，阑尾其
实对那些帮助消化的细
菌来说是很有用的。在
内脏里疯狂活动后，这
些细菌可以在阑尾里得
到休息，还可以把这里
当做繁殖地，给肠道补
充细菌新成员。

毛发

其实和猩猩一样多
事实上我们人体上的毛
发数量与黑猩猩身上的
同样多，只是我们毛发
的用处更小，因此它们
变得很细、很短，几乎
不被人们意识到。这种
变化是为了早期人类更
容易排汗，更不易生长
虱子和扁虱等寄生虫。

鸡皮疙瘩

失去了壮胆作用鸡
皮疙瘩是我们的祖先在
进化过程中的一个遗留
物。很多哺乳动物在受
到 威 胁 时 会 竖 起 毛 发，
让 它 们 看 起 来 显 得 更
大， 因 此 更 有 威 胁 性。
人类竖起体毛也是出于
类似防御机制，但是现
在这种效果已经不复存
在。我们仍会有体毛竖
起的感觉，但却看不到
体积增大。

睫毛

一半人有睫毛螨虫
不管你有多大年龄，你
的 睫 毛 里 都 有 可 能 长
螨虫，它们大部分时间
都生活在睫毛与皮肤接
触的毛囊根部。通常情
况下它们是无害的，不
过也会使人产生过敏反
应。睫毛螨虫一般体长
达三分之一毫米，几乎
透明，因此你根本无法
借助裸眼看到它们。大
约 半 数 人 拥 有 睫 毛 螨
虫，而且这一比例会随
着年龄增长而增长。

感觉

人 体 并 非 只 有 视
觉、听觉、嗅觉、味觉、
触觉 5 种感官。举个简
单 的 例 子， 把 你 的 手
放在距离炙热的铁块几
厘米的地方，虽然没有
一个感官会告诉你将会
被烫到，但是你能感觉
到炙热的铁块就在不远
处。这要归功于我们的
另一个感官——皮肤里
的热感应器。与此类似，
我们还能感觉到疼痛。

人体器官的秘密

每逢炎炎夏日，那难耐的

高温总会驱使人们急于消除胸

中的焦渴。此时凤县人都会不

约而同的想到一样食品——浆

水面。你看大街小巷卖浆水面

的店铺比比皆是，清清的汤水，

雪白的面条，翠绿的香菜，金

黄的油花，一眼看去令人垂涎

欲滴。待端起碗捞一筷头面条

入口，又凉又滑的感觉使人顿

感轻松。再咂一口浆水，那清

香微酸的口感，从咽喉一直爽

到胸口，心头的火焰于是消失

的无影无踪。

浆水面是凤县人最重要的

主食之一，不论城市乡村，可

以说老少皆宜、雅俗共赏。它

好就好在特有的承载者———

浆水。这是用蔬菜经过沤制而

成的绿色天然饮料，由于经过

发酵，浆水里含有丰富的乳酸

菌，对于帮助消化、清肠利尿、

败火解毒十分有益，凤县人的说法叫做“刮

肠子上的油”。能用来浆水的菜很多，芹菜、

白菜、甘蓝、雪里红、萝卜缨都可以。

浆水好喝但却不易制作，因为它是非常

洁净的东西。制作时，将菜洗净，在沸水中

煮烫至蔫，取出放入干净盆罐中，用浆水引

子把菜盖住，再将不沾油渍的比较稠的面汤

倒入。面汤须凉后再倒瓦盆罐中，加入面汤，

天气热时，有四五天便可发酵食用。对浆水

菜要精心侍弄，俗称”投浆水”，即在食用

的过程中，不断地倒缸清底，去除沉淀物，

并不断地加以凉面汤。总之要常吃常新，不

宜久储不用。盛浆水的器皿不能用铁的，瓷

器也不好，以陶器为好。吃浆水面时，先将

蒜苗、葱花、姜末和干辣椒段炒出香味时下

浆水菜，加少许盐，少许浆水。接着将煮熟

的面条入碗，调上浆水菜的潲子，浇上辣椒

红油，浆水面即成。这碗诱人的浆水面，只

见面细如丝，均匀细腻，葱花香菜，嫩黄柳

绿，红油浮面；闻一下，清香扑鼻，令人垂

涎欲滴；尝一口，爽口清凉、酸辣适宜，质

味绝佳。凡吃过浆水面的人，无人不翘大指

拇，赞不绝口，可称得上是西北一道独特的

夏令食品。

浆水面虽属于地方民间饮食，发展到今

天浆水面已经堂而皇之的登上大雅之堂，客

人们在推杯换盏、酒酣耳热之际，点一碗凉

凉的浆水面吃下去，不仅顿觉满怀舒畅，而

且还能解酒醒脑，难怪现在浆水面四季都受

欢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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