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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岩寺，仅从名字上就能感
觉到是一处有故事的地方。当
我来到花木繁茂的香岩山脚，更
加印证了这一点。沿石阶上行，
走走停停，额头渗汗时，已到山
腰。回头远望，满目皆绿，山峦
层叠，可见当时选寺址之人是用
了心的。

走完最后几个台阶，豁然开
朗，才可见到被粉刷成铁锈红色
的主体建筑。寺中主殿有三处，

依山而建，呈弧状分布，用大小
石条砌成，外形粗犷，这种形制
之古建难得一见。

寺中仍有施工建筑，显然是
扩展项目，与工匠师傅攀谈时，
正遇寺中住持，说明来意，被热
情迎入禅房，山泉水沏茶，香气
四溢，聊兴顿起，日偏西时方起
身告辞。下山时金色余晖撒满
大半山谷，石阶上斑斑点点，每
迈一步都会掀动一大片光影。

香岩寺位于清徐县马峪乡东
马峪村，俗名无梁殿，创建于金
明昌元年(1190)，明、清时期屡有
修葺。寺依山而建，主体建筑为
石结构无梁殿三座。三大殿外
檐均施仿木石构件，殿内四角石
雕单翘斗拱，其殿顶用抹棱石梁
由大到小逐层迭涩成八角藻井，
不用梁架，故称“无梁殿”。寺院
周边每到春季，桃李花开芬芳四
溢，故得“香岩”之名。

你是不是会担心我掩埋在蒿草下面的核桃被
人偷走？不会的。我藏了整个童年的核桃，从没
丢过一次。那座山是我独有的，别人不会去那里。

你过些天就要回老家了，我希望那时，那座山
头是你独有的。

咱们村的习惯：早晨把牛赶去山上叫做“打
牛”，晚上把牛赶回来叫做“吆牛”。

在没有核桃的季节，我打发那段时光的办法
是发呆——看山看云，听鸟听风，想很多不着边际
的事。

棉棉，爸爸相信，每次当你坐在断岭之上，也
能体会到我的童年。

断岭头的峁后面，也就是断岭的“腰窝”处，原
来有好多块梯田，是我爷爷开垦的山地。十年前，
你爷爷雇用大型挖掘机把那些梯田进行了一次大
规模整合，推出来一块三亩多的大块地。

这样大规模的农田改造，在过去是不可思议
的事情。如果我爷爷在世，一定会惊讶得不得了。

在这块地里，你爷爷种了很多东西，花椒和连
翘都已经挂果，今年还有柴胡、绿豆、南瓜、甜瓜。

今天早晨，我拿了个编织袋上山，只想着去摘
几个甜瓜，结果看到绿豆都黑了一层，有好多山鸡
在那里抢食，于是就赶紧摘绿豆。

其实我可以只摘几个甜瓜，然后坐在柿子树
下大快朵颐，做个懒鬼。但是这些活如果我不干，
就只能是你爷爷奶奶去干。所以每次回家，我都
尽可能地多干一些活。

今天很热，我摘满一袋子绿豆和甜瓜，就扛着
袋子往回走。结果因为鞋不太合适，在地埝上滑
了下去，身体撞在埝坡的花椒树上，衣服破了，手
皮也破了，眼镜也掉了。

肩上的袋子落在地上，甜瓜也摔破了，香甜的
汁液渗出袋子……总之当时的场面有点凌乱。

如果是在童年，我肯定会哭。但是我想了想，
这个年纪的人因为摔了一跤而哭不太合适，于是
就忍住没哭。

我扛起袋子继续走，香甜的甜瓜汁流在脖子
上，安慰了我。

你看我把这一切归咎于鞋，其实只是因为我
离开土地太久了，我的脚法和力量都大为退化。
我成了乡村的外人。

我这种童年和成年分裂开的人，可能是永远
的“异乡人”。无论乡村还是城市，我都没有太心
甘情愿地融入——这两个地方，我都是“客”。

我很享受“客”这种身份。中国古代的诗人大
概也都是如此，他们迷恋漂泊，只有在梦里才“不知
身是客”。他们的诗情，多是因为“客”这个身份。

也许只有作为客，才能够比较豁达地旁观这
个世界。所以，从内心深处，爸爸希望你有一个辽
阔的人生，有一颗漂泊的诗心。

安定的童年和漂泊的客身，这也许是成就一
颗诗心的必然条件。

夜深了，今天就写到这里吧。因为我在老家，
没有带电脑，这些文字都是在手机上掇点出来的，
挺费劲，只希望你喜欢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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幽王不听也罢，不该
勃然大怒将褒珦押入大
狱。

转眼过了三年时光，
周幽王日日贪欢，褒珦却
在狱中天天煎熬。褒珦的
儿子洪德一心要营救父
亲，却苦于没有办法。思
来想去，还是以投其所好
为上策，幽王不是喜欢美
色吗？干脆就给他进献个
漂亮的女子。洪德选中

的女子是褒姒，就用她换
出了自己的父亲。周幽
王能够放了褒珦，是因为
褒姒太漂亮了。漂亮的
褒姒后来不仅走进了宫
廷，走进了历史，而且走
进了神话。褒姒确实长
得迷人，古人说她柳眉如
弯月，杏眼闪秋波，面色
似桃花，齿白如珠玉。其
实，用任何词汇表达美貌
的女子都难以活化她的
神韵，我们只要看看周幽
王那骨软魂醉的小样儿，
就可以明白褒姒美到了
何种程度。不然，他怎么
会从此朝政不理，群臣不
见，却与美人形影不离，
如胶似漆。胶漆到什么
地步？有书记载：游则携
肘，立则相偎，饮则交杯，
食则同器，坐则叠股。这
情状简直比得过当今西
方涌来的摩登时尚。

褒姒虽美却从未启

齿一笑。这是周幽王的
缺憾，也是他一心追求的
目标。他做梦都在想，要
是爱妃一笑那可能比花
容月貌还要醉人呀！周
幽王决计要在美人的笑
脸上醉一把了。

乐工击鼓鸣钟，美人
不笑。

歌女展喉唱曲，美人
不笑。

舞伎风摆腰肢，美人
不笑。

周幽王急了，问爱妃
喜欢什么？褒姒说，很小
很小的时候，有一次挂扯
了衣服，那声音很好听。

周幽王笑了，这有何
难？国库里有的是丝绸，
搬来撕扯。丝绸很快搬
来了，宫女们不停手地撕
扯，撕完了一匹，又扯完了
一卷，搬来的一大摞都扯
完了，美人竟
然还是不笑。

牧民说蛇
就怕这个味儿，

他一边走一边拔这种
草 ，把 草 揉 搓 成 好 多
球。这时他们走到那棵
树下，牧民把草球扔到
蛇的身边，蛇嗖嗖地跑
远 了 ，还 回 头 看 了 两
次。牧民对巴根说：“你
下来吧，蛇受不了这个味
儿，跑远了。”巴根从树上
下来，眼眶里还带着眼
泪，他被蛇给吓坏了。

牧民说：“没事的，
在草原上无论遇到什么
动物，你只要平静，它就
不会伤害你。你反应越
激烈，它越以为你要伤
害它，实际上它也是害
怕呢。”

海兰花谢过这个牧
民，他们继续捡粪。海
兰花说：“咱们一定要捡
满这个筐，不满咱们就
不回家。”

江格尔看自己粪筐
里的粪最少，马上坐地
上踢腿，说：“不行，你们
的粪那么多，我的粪这
么少，我不走了。”海兰
花只好把自己的粪给他
装一些。粪装少了，江
格尔不干，装了满满一
筐他才继续走路。

他们继续走，继续捡
粪，当然也摘了好多野
果子，边走边吃。蓝莓
又甜又酸，有一种叫作
菇娘的果子以甜为主，
那个叫羊奶子的浆果以
酸为主。江格尔吃蓝莓
吃糊涂了，见到羊粪也
扔进嘴里。

海兰花说：“那不能
吃。”江格尔吐出来，低
头看，才看出是羊粪，大
家又哈哈一笑。

从远处看，他们四个
人就像四只小羊羔，在
草地里蹦蹦跳跳，蹲下

站起来，寻找牛粪羊粪
马粪。在他们心目中，
这些牲畜粪都是珍宝。
牛粪有塔式的旋转形
状，马粪如小孩拳头那
么大，羊粪像黑枣。蒙
古族人认为这些粪便是
大自然的产物，不脏。
它们来自青草，青草把
养分供给牛和羊之后，
又作为肥料回到大地，
重新变成草。

初到古交，修的铁路是标准线
路（后面不知是什么原因，改为古钢
专用线，降低了工程难度）。那时的
设计铁路沿大川南（古交的地理形势
是一河三川）。二连的工地在汾河转
弯处。河道南边，依山傍水，要穿过
不少山坡，跨过不少山涧。第一个点
就是两个直径6米，高8米的涵洞。
三个这样的点共需要料石200多方，
片石1000多方。工程要求在40天
内完成。

连队第一步就是准备片石。首
先开始从河滩里采集。过小的不能
用。全连战士在河滩里散开，以班为
单位，开始一块块的将石头聚集。整
个河滩里散布着不同服装的铁建战
士（新 战 士 那 时 候 还 没 有 发 工 作
服），一个个低头弯腰，仿佛古交的
河滩里出现了什么奇珍异宝。

男战士的优越性就在于不怕大
石头，多大的石头都能用撬棍将它移
动。河滩里半埋的石头成为男排的
战利品。几个人一起使劲，撬离地
面，滚动到指定地点，便成为一个片石
堆放集中地。堆起的石头，为便于量
方统计，要将外缘尽量码放整齐。统
计员量方时是按小边的尺寸统计的。

河滩里的石头，很快就采集差
不多了。战士们开始瞄准山上，凡
是能看到的石头，都会想方设法爬
上山，用镐头、撬棍弄下来。

冬天的河道里，冰还没有全部融
化。冰凌成了战士们解渴的最好饮

品。有战士发现沿着流水未融化的
冰底下，石头很多，河道两旁站满了
前来寻“宝”的战士。没想到，战士
们积极扩大战果的同时，河道被加宽
了。收工时，才发现，以前过河的踏
石不够了，只好从最近的一处已量好
的石堆上，又抱了几块过来。

经过九天的会战，王连长宣布，
全连共完成片石一千多方，其中一排
完成380方，一班完成140方，为全
连第一。

公布战果第二天，路线变更，工
地转移。我们的辛勤战果成为孤零
零的弃物，在河滩里左一堆右一堆堆
立着。我们只要路过，都在担心，山
洪来时，这些石头冲去下游可怎么办
啊。后来听说，少部分被兄弟连队用
了，大部分被当地村民在河滩里烧石
灰了。

采片石
孙 琨

铁建琐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