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峻岭苍松望九河，方碑孤矗亦巍峨。
无疆大爱豪情志，耿骨丹心世代歌。

沙漠及沙漠之外
田雨生

记得那一年的金秋九月，我们在榆林
市参加完初任检察官考试后，带队领导是
政治协理员，他临时决定带我们去参观成
吉思汗陵，令大家瞬间忘掉考试的紧张与
担忧。

记得那天考完试，我们乘坐的依维柯
中巴车驶出榆林城北门，已是下午 3时许。
离开市区不久，在一个路口，因没有路标，
我们只好求助于路边的行人。当地人说走
国道很远，若走近路才150公里。按照他的
指引，我们选择了近路。在一个三岔路口，
我们的车驶上了左拐的柏油路。可是半小
时后，柏油路变成乡村公路。不久，车子便
驶进了起伏不断的沙丘间。这时，司机心
里有点发毛，经打听才知这是一条废弃的
老路。

汽车在沙漠中艰难地爬行着，仿佛浩
瀚大海中的一叶小船。然而，对于我们这
些未见过沙漠的人来说，第一次感受到沙
漠的广袤与苍凉，自然十分惊喜。

我们行驶的地域，正是蒙陕交界的毛
乌素沙漠腹地。此刻的沙漠里，没有冬天
的严寒，没有夏日的炎热，只有我们喜悦的
心情和眼前意蕴深邃的大漠风情。在一眼
望不到尽头的沙海中，汽车仿佛藐视着沙
粒的存在，一任愤怒的尘土紧随车后飞
扬。车子在混沌中突进，时快时慢，歪歪斜
斜。车厢内欢声笑语，渐近成陵；车窗外，
沙丘如浪头，一个连着一个，有流动之感，
有汹涌澎湃之势。

事实上，欣赏这样的风景是我长久以
来的心愿。曾听说，在沙漠中，风沙随时可
以改变行者脚下的路。汽车随着沙漠中的
道路而颠簸，我的思绪也在波动起伏。

历史潮流浩浩汤汤，顺之者昌逆之者
亡。我仿佛看到匈奴骑兵踏起冲天的尘
土，经过毛乌素沙漠向南杀去。公元前215
年，秦朝大将军蒙恬击败匈奴，将匈奴一路
赶出鄂尔多斯高原，趋于河套阴山一带。
公元前 212年，秦始皇派大将蒙恬率 30万
军队和民夫修筑秦直道，历时3年。从咸阳
淳化的林光宫起，跨过子午岭，穿越毛乌素

沙漠，到达包头的九原郡，全程800余公里，
堪称人类历史上最早的高速公路。之后，
中原壮士顺着秦直道，马啸车辚，旌旗蔽
日，披荆斩棘，风沙中出鞘的刀剑闪着寒
光，也是踏过这片毛乌素沙漠，一路北上，
不畏生死。

历史与自然往往有其相似的一面，往往
在无序中行进。我们可以在貌似混沌无序
的历史偶然性中寻找到深刻的生成动因，
恰似沙漠中的道路一样，随时在风的作用
下改变或是埋没，或是创造出壮丽的景观。

此刻，偏西的太阳在诡异的毛乌素沙
漠上空肆无忌惮地照着，几乎从地平线直
射过来。有一种辉煌，像火一样，天地浑
然一体，那就是沙漠日落前的辉煌。眼前
的链状沙丘，犹如新月状，凸起的弧，映衬
在蔚蓝的天空，一垄垄重叠着、曼延着，渺
渺茫茫，远抵天际，恰如凝定的古海的波
涛，展示给我们的正是沙漠的壮观与恢
宏。

千年古道，人间沧桑。曾经的金戈铁
马，山河破碎，而今静静隐入沙海，或被历
史抛弃。古秦直道最北端的那一段，就是
从毛乌素沙漠中通过，就是深埋在我们今
天途经的沙漠。还有无数无名将士的白
骨，也深埋在我们脚下的沙漠。

大约下午6时许，车子在榆（林）神（木）
交界处陷入沙中。在此前一段道路上，我
们还见到过修路工人在修路，心里还算踏
实了许多。然而，这段只有 30余米的沙路
却无人管护，从车轮印迹可以看出，经常有
汽车陷入此境。此时，大伙的狂热劲一下
子也陷入无情的沙中。我们十几个年轻人
下车推车，与沙漠整整抗衡了半个小时，终
于走出这段困境。

夜色不约而至，网去了沙漠地貌，网去
了连绵的景观。

这是一段怎样的境地呢？毛乌素沙
漠，鄂尔多斯高原上最为烦人的地带——
西遇宁夏阴山，北靠内蒙古大草原，东临
黄河，南连陕北黄土高原。“天苍苍，野茫
茫”的胜景变成过往。公元前 33年，王昭

君的车仗从南而来，也经过毛乌素沙漠，
滚滚车轮向北驰去，渐渐向蒙古包接近。
我仿佛听到马蹄哒哒，梵音悠悠，仙乐般
轻巧如尘沙，飘荡开来。昭君出塞，流传
甚广；安宁兴旺，蒙汉之好；凄美哀怨，妇
幼皆知。这是一段特殊的地带，强劲的汉
文化越过古长城后，已成强弩之末，遇粗犷
的蒙文化，与之交汇，形成独树一帜的鄂尔
多斯文化——多元与包容。当你旅行或百
度到这一地域，恍惚走进民族交融的文化
大观园，到处都有让你一头雾水的蒙汉语
互融地名。比如榆林的大保当和小保当，

“大”“小”是从蒙古语中“依科”或“巴汉”翻
译而来，“保当”在蒙语中是“灌木丛、草滩”
之意。比如神木的红碱淖，是一片广阔的
水域，“淖”在蒙古语中是“水面”“湖泊”的
意思；比如神木的耳林滩，蒙语中就是生长
白色草的滩地；鄂托海子，蒙语中就是游牧
的场地。再比如民歌，由贺国丰改编的《谈
不成恋爱交朋友》，其旋律的“母体”来自蒙
古族民歌《送亲歌》，其歌词具有陕北民歌
的风格。据考，歌手贺国丰早年走访收集
民歌时，在神木县中鸡镇听朱广亮老人唱
的民歌正是《送亲歌》的曲调。

此刻的我，已是枵肠辘辘，心早已飞到
蒙古包，去体味那悠扬的马头琴声和那荡
气回肠的漫瀚调，去品尝大块的羊肉，大口
的烧酒，大碗的奶茶，大把大把的炒米加酥
油……

恍惚间，汽车在笔直的柏油路上再一
次陷入沙土之中，我们的心同时也陷进无
奈之中。从路牌上看到，这里叫新街。奇
怪的是这笔直的柏油路上怎么有这么多沙
土呢？下车一看，原来这是一段底凹路面，
大概是风搬运来的沙土，足足有两百米
长。幸好当地的农民朋友扛来一些柳椽铺
路，帮我们绕过了沙路，我们的车才得以驶
入畅通的柏油大道。

依维柯车在鄂尔多斯高原笔直的柏油
大道上行驶了半个小时后，我们带着满身疲
惫，终于到达目的地——成吉思汗陵景区。

25年，四分之一个世纪；白驹过隙，瞬

息万变；四季更替，岁月静好。每当回想起
这次短暂的旅程，想起我们穿越了毛乌素
沙漠最为贫瘠的地带，仍然回味悠远。虽
说我们走错了一段路途，但在这段路途中，
我们释放了内心的压力，体验到自在与喜
悦，收获了团结，收获了旅途中不一样的景
致。

有消息说，毛乌素沙漠地区分布着世
界上罕见的特大煤田，晋陕蒙接壤地区被
称为“黑三角”或“乌金三角”。也就是说，
我们途经的毛乌素沙漠下面埋藏着世界上
最为丰富的煤海。而今，毛乌素沙漠井架
耸立，如钢铁脊梁；揭开沙土，似“乌金”袒
露。今日之毛乌素沙漠地带，极具西煤东
运、西电东送、西气东输的能源地理价值。

其实，人类与沙漠的战争似乎从来都
没有停止过。在沙漠治理的案例中，毛乌
素沙漠的治理是最成功的。而今，毛乌素
沙漠正逐渐消失，榆林这座“沙漠之都”已
变成“塞上绿洲”。

“函关归路千余里”，怎比今日包茂
路。一条与秦直道并驾齐驱的包茂高速，
就是从毛乌素沙漠中崛起的。起点正是世
界上最早的高速路秦直道的终点——包头
九原。榆林至陕蒙界210国道，是塞上煤炭
外运的主要大通道。为优化陕蒙公路网结
构，改道后的210国道，也就是我们曾经“迷
途”的那条路线，直经毛乌素沙漠腹地，通
往鄂尔多斯市。镌刻在浩瀚沙漠上两条同
向而平直的公路，似通向天边，让人看不到
尽头。

曾几何时，不可一世的秦直道，一列列
血腥的战马，被历史的尘埃湮没；曾几何
时，平沙旷野的鄂尔多斯高原，一幕幕生与
死的沙场，被现代化大型油田、气田、煤田
取代。

初次走进沙漠，使我对沙漠有了最初的
认识——那正是沙漠及沙漠之外的变迁！

60年前，
一个英雄倒下了。
他的名字却传颂了60年，
他的事迹感召了几代人，
他的名字就是雷锋。
一个普通的解放军战士，
一个永不过时的英雄。

有人说，
雷锋是大爱的使者。
他做过的好事千千万万，
他帮助过的人万万千千。
当老大妈需要帮助时，
他来了；
当小学生需要帮助时，
他来了；
当盲人老大爷需要帮助时，
他又来了。

雷锋呀，
在人民最需要的时候，
你总是无处不在。

有人说，
雷锋是爱岗敬业的典范。
他曾经这样说，
对待工作要像夏天一样火热；
他曾经这样说，
要做一颗永不生锈的螺丝钉。

在短暂的22个春秋里，
雷锋用火一样的热情燃烧自己，
用螺丝钉精神坚守在每个岗位。
无论农村、工厂还是部队，
都成为他报效祖国的大舞台。

他用短暂的人生旅程，
立下一个个不朽功勋，
竖起一座座不朽丰碑！

蓦然回首，与延安结缘，刚好十年。从
游客到成为“延安人”，有幸见证了党的十
八大以来延安的可喜变迁。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延安这个名字，在
中国乃至世界都是很响亮的。还记得，年
幼时，曾无数次从父母师友口中听到毛主
席和延安的伟大故事，也从书本和影视剧
中看到过延安的图文影像，心中无比敬仰
和向往。在幼小孩童的心中，延安就和北
京天安门一样神圣、传奇。

十年前的夏天，首次有机会踏上这片
热土，心中难掩激动。当时正是雨水充沛
的时节，站在清凉山的凉亭中，于雨雾迷蒙
之中遥望巍巍宝塔山、俯瞰滚滚延河水，狭
长的延安城尽收眼底。蓦然之间，整个人
身心涤荡，正气提振，豁然开朗。心中不禁
叹服：延安真是一座有灵性的城市！

巍巍宝塔，或远观、或仰望，都能引人
无限遐想。它不仅是这个城市独特的地
标，更是中华民族不可替代的精神灯塔。
还有郁郁葱葱的枣园和王家坪革命旧址、
肃穆静谧的杨家岭革命旧址、详实生动的
延安革命纪念馆……延安似乎处处都深深
镌刻了革命的烙印，激荡着生生不息的奋
斗情怀。不禁让人感慨，这座城，何其小，
又何其大！

因为沿河而建的缘故，主城区的路基
本都是单行道，感觉近在咫尺的目的地，要
绕一圈掉头回转才能到达，这点似乎很像

我们的人生。即使胜利在望，也难免会有
迂回和波折。越是这个时候，越要心态平
和，相信一定会峰回路转，抵达终点！

游走在中心街，浓浓的烟火气息扑面
而来。特色诱人的小吃、热情浓重的乡音、
熙熙攘攘的游人，不算太长的一条街，足以
满足人们相约、散心的愿望。何况附近还
有宝塔山和清凉山的美丽夜景相伴，好不
惬意！

这座城，是那么纯朴，又是那么热烈。
真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彼时，延安新城正在规划建设中，也许
谁都没有预料到，十年之后的延安竟会有
如此华丽的蜕变。

老城的街道愈加整洁祥和，葱郁的
绿树参天交错，绿化带中花草繁盛。曾
经在雨季泛滥暴涨的延河得到了有效治
理和美化，河道愈加拓宽，应季的繁花点
缀其间，古色古香的步行栈道错落分布
供人徜徉。原来建在山腰的危旧建筑大
部分都已得到妥善处置。巍巍宝塔屹然
挺立，深情俯瞰着这座掩映在绿水青山
中的城市，默默守护着她的安宁祥和。
而新城的景象更是美不胜收，为民服务
中心巍然庄重，这是新延安的大脑和心
脏，承载着党和人民的殷殷期望，为延安
的高质量发展作着引领；延大新校区规
划有序，整个校园洋溢着浓郁的陕北特
色，迎接着天南地北的学子们逐梦未来，

一如 80多年前无数学子千里迢迢冲破艰
险相聚圣地；鳞次栉比的高楼、笔直宽阔
的马路，霓虹跃动、车水马龙，无不张扬
着新延安的时代气息和勃勃生机！还有
红街和金延安等一批红色景点的打造，
更彰显了延安人民对延安精神和红色文
化的热爱、弘扬……

因为新冠疫情，本来平静祥和的生活
被多次按下了暂停键，甚至是倒退键。但
经历过苦难淬炼的延安人民，不甘、也不会
屈服。因为曾经的辉煌与荣耀，早已深深
融进每一个延安人的血脉里，是骄傲的底
气，更是奋进的自觉。这份底气不会褪色，
反而会历久弥新，也是时刻感召后辈传承
奋斗的精神之源。对先辈的敬仰，对家乡
的热爱，对未来的憧憬，更是每一个勤劳勇
敢的延安人共同的心声。

刘禹锡言：“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
不在深，有龙则灵。”我斗胆续一尾：“斯是
小城，有情宜家。”我们中国人，最重情，也
最重家。纵然延安在不断发展，但备受空
间和资源的掣肘，无法与很多大都市相提
并论，但她的可贵之处，就在于她能清醒地
找准定位、坚定地守住根脉、睿智地规划前
景，用她的质朴厚重、不骄不躁和温情热情
滋养着每一个追梦人的身心，呵护着他们
的精神家园。

何幸之至！这座城没有在急切、无谓
的喧嚣与浮华里沉沦！

亦何幸之至！在青春之年投入她的怀
抱！

苍翠掩映之中，历史浸润之间，人间烟
火升腾，每一盏灯都是温暖的守候。苦难
的淬炼，荣耀的馈赠，让她在新的机遇和挑
战面前更学会了感恩与沉淀、厚积与薄
发。她的风采日新月异，人们的生活丰富
多彩，这里的一草一木、一砖一瓦好像都蕴
藏着发展的悸动。

延安精神就像一颗耀眼的恒星，夺目
的光芒穿越时空，强力感召着每一位奋进
者的心灵。越是走进她，就越能感受到这
座英雄城市的温情、热情和发展活力，也越
能感悟革命先辈们把延安比作母亲的血脉
深情，还有贺敬之心中对延安魂牵梦绕的
赤子情怀……

对于每一位中华儿女来说，不论是回
延安，还是来延安，都是寻根之旅。因为民
族之魂在这里传承升华，文化精粹在这里
开枝散叶。即使不是土生土长，但我们同
根同源，都是“吃延安的小米，喝延河的
水”，对这片土地的感恩与热爱，一样深沉。

无须豪言壮语，唯有默默践行。吾辈
当用青春和勤奋来回报这片热土给予的滋
养，坚韧不拔、团结一心、担当作为，坚定、
扎实、睿智地传承与开拓，一起守护好这份
沉甸甸的荣耀与历史，共同绘就出更加美
好的蓝图画卷，真正不负“延安人”这个光
荣的称谓！

遇见延安 爱上延安
吴庆玲

怀念雷锋
陈光标

广袤田畴，无数载、惠风未歇。始终为、人
民服务，毕生心热。花样英姿成永远，纯真笑脸
融冰雪。本平凡、甘愿献韶颜，芳华悦。

山川好，林兰蔚。荣四季，萌三月。立丰碑
记着，鲜活贞叶。半世时光匆遽过，满园春景从
容撷。和谐里、红色少年行，情高洁。

满江红·咏雷锋
刘卫东

长相思·唱雷锋
刘振勋

唱雷锋，学雷锋。忘我精神弘世风。神州
昌运隆。

万家歌，万家情。凤起龙腾通远程。航轮
飘赤旌。

惊蛰唤雷锋
水兵

苍天有泪天飞雨，惊蛰冰来击桂钟。
大道无言伤世俗，阳春三月唤雷锋。

雷锋永远丰碑像，与日风光斗志昂。
理想精神人人赞，无私奉献国崇芒。

纪念雷锋有感
夏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