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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城很老了。
老城老，大抵是因为老街老。
老街老，大抵是因为石头老。
老城南北走向，虎居于黄河中游秦晋大峡谷西

岸，断崖绝壁，东临一河大水汤汤，西南葭芦河蒹葭苍
苍，二水环绕，是他天然的护城河，护卫着一城子民世
代安居。很多年前，无数块厚实的石头被人们从石崖
根底的石场子搬运回来，安放到高峻巍峨的葭芦山
巅，一块一块，紧挨着，砌出城墙、街道和院落。城墙
环立于绝壁之上，街道铺展于大山之巅，尘土和雨水
随意渗入，石头和石头严丝合缝，好像给老城披上一
件甲胄，多少个日日夜夜，再未卸下。

从诞生那一刻起，老城就有了一个英武阳刚的名
字——铁葭州。

很多年过去了，老街上的老石头，被来来往往的
脚步、车轮、人声、水响，磨得光滑柔润，这套铁衣裳，
他穿得越加舒适惬意。大多时候，老城安然睡去，石
头们醒着，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看护着老城和子民，
守着老城从不老去的人文气脉。

雨后的老城很美，青苔从石头缝里钻出来，绿油
油的，毛茸茸的，像草的婴儿，也像石头滋生的孩子。
老城因了这些活泼泼的孩子变得妩媚起来。这个时
候的老城就像一个老祖宗，笑意盈盈地，看着自己数
代同堂的大家族。他满足地坐卧着，或者惬意地斜躺
着，或者随着阳光的移动侧一侧身子，任由怀抱中的
子孙各行其道，他从不干扰。

每天黎明过后，太阳从大河东岸升起，第一缕阳
光必定打在老城东头。老街上的石头们彼此看一眼，
悄悄结束了一夜的打打闹闹或窃窃私语，很是默契地
埋头沉默，为人们铺出一条平展展的道儿。傍晚，夕
阳一下子就跳入大山背后去了，一点也不留情面，快
速地抽走石头缝儿里的最后一丝光线。石头们被这
微微的疼痛唤醒了，张开了眼，舒展身体，揉揉筋骨，
你推搡它一把，它摩挲你一下，像一个大家族又聚齐
了。待夜幕降临，喧腾了一天的山城寂静下来，闲散
人等逐渐散去，各自回家。灯火亮起，街上稀稀拉拉
走着几个人，石头们又开始絮叨白天走过的人和发生
的事，还有听到的声音。

那些声音多半从黄河水上吹来，卷着一阵阵豪爽
的长风，携带着浓浓的水腥气，洒遍老城的角角落
落。他们从城北而来，刚刚下船上岸，或者干脆就是
顺着水流浮下来，抖落一身水珠子，不缓一口气，就上
了北门坡，一双泥脚，干干净净踏入北门。当然，也有
那些从山峁沟梁上吹来的声音和气息，带着一身尘
土，兴致勃勃走在石头街上，但是很显然，他们的脚步
里藏着拘谨和怯懦，全然没有那些浪头上跌宕过的汉
子们毫不掩饰的放纵和肆意。

老街沉默不语，耳朵却很是灵聪。他能够清楚地
听得出这群人操着城南口音，那群人说着城北方言，
还有那群大后山里的人刚刚入城。游走在老街上，他
们各有各的道途，各有各的圈子，各有各的营生，互不
干涉，却互相交涉。住在城里的人，说起话来声音里
有那么点雅致，不像城南人舌根处藏着的干涩拗口，
也不似城北人舌尖上挑着的顺溜腔调，他们有独属自
己的话语腔，抑扬顿挫，语气古雅，并暗暗引以为傲。
集市上，散落而拥挤的街头，城里人和乡里人在交谈，
河畔人和城里人在商讨，有的洪亮高亢，有的稍微有
些收敛，但眼神是活泼泼的，照见彼此心底。热闹上
一整天，待夕阳落山，各自散了回家，走旱路的走旱
路，走水路的走水路。

清晨，太阳还没冒花子，老城头枕着北门坡，腿脚
伸向南坡河底，还没彻底睡醒。待云岩寺的钟声响
了，水井旁早已经聚了很多人，寻常热闹，天天如一。
老城内大街小巷，彼此互通，人群聚集，却没有一口
井，只有城北、城南、城东半山崖处，各有中井、大井、
苦井。每一口水井旁都排着一长队挑水人，大多是城
里人，大大小小的木桶或铁桶都是家里的老物件，水

桶使用了几代人，井水就喂养了几代人，并将继续喂
养下去。

老水井从来不说话，只把根深深扎入大河底部，
不断地吮吸着，也不断地喷涌出来。这石砌水井就是
一个填不满的容器，为水的短暂停留做了稳妥的安
排。挑水人自觉排队，一边闲聊，一边将水桶一步一
步往前挪动。天儿暖了，人身子骨不冷，水桶也不会
被冻结在地上，闲话就多起来。大伙儿趁着这个场合
联络取乐，逗笑的、做媒的、捎话的，应有尽有。也有
等不及排队的人，直接去葭芦河挑水。

很久很久以前——其实水井自己并不清楚究竟
有多久了，反正有那么一天，它就蹲坐在这里了。那
些来来往往挑水的人，汉子婆姨、大妈大姨、后生女
子，结伴或者单个儿，它都看得分明。哪一天有谁没
到，它便一边流淌，一边惦念着那些个没来的人——
他娶媳妇了？她出嫁了？他出远门了？她不会是又
生病了吧？

哎吆，这个俊女子，却是初见。真是被娘老子疼过
头儿了，舍不得让做营生。你看看她——扭着身子，腰
软胳膊细，一步一趔趄，两只手臂费力地托举着，那根
长扁担根本就没有踏踏实实放在肩膀上。这可怎么好
呢？老井子着急了，想伸出手臂帮帮她，刚刚喷出一股
水流，却马上落了地，散漫开去。它有些沮丧地垂下了
头。石头们看出了水井的心思，努力放平身子，等着她
一脚一脚，平平稳稳地走过去，上了山城。

她径直往张家巷去了。
四平方公里左右的葭州古城内，居住着四大家

八小家、七十二个毛毛家，一共八十多户，张、李、高、
韩是四大姓，世世代代居住在张家巷、李家巷、高家
巷、韩家巷。张家巷有座张府，门楼高大，宅院幽深，
典型的陕北窑洞四合院，据说是张举人故居。韩家
巷韩家大院至今设有“燕翼堂义塾”，琅琅书声，此起
彼伏，那是一头银发的韩海燕老人，正在引导孩子们
诵读经典。

沿老街向北，顺着一条石头小路下坡向东，出逻
城门，便到了香炉寺。寺内有一盘石碾子，没有人能
说得清它的岁数。香炉寺端居香炉峰峰顶，东临黄
河，三面绝空，形似高足香炉，若干年过去了，天地之
间一炉香，香烟袅袅，不绝如缕。香炉寺往下，陡坡上
荆棘丛生，顺着一条蜿蜒山道下到河底，桃湾渡口就
等在那里。渡口处有三孔老窑洞，每天早晨，五六个
来自山城和木厂湾村的船工，按点来到渡口，搬运船
客。待太阳落山，暮色降临，才各回各家。当年有个
郭姓老船工，河东岸克虎寨人，常年住在窑里。如今，
几代人远去了，那些水上船工早已安息于黄土之下，
但他们的名号还被人依稀记得，诸如老大、板才、赖
鬼、猴栓……一个个看似都不是正经名字，却一辈子
做着正经事，成天泡在水里，养活家人，也养活自己。

那几孔老窑洞前有几棵树，从热气腾腾的水上下
得船来，或者从阳光充足的山城走下来，人们都要在
树下坐一坐，闲谈一阵子，方才舒舒服服地站起来，拍
拍衣服上的尘土，开始下一段旅程。守在渡口的船工
随时待命，将需要过河的人摆渡过去。

桃湾渡口像一个结，紧紧扭结着两岸人的腿脚和
日常，也自然而然地联系和融汇着大河上下的生活讯
息。不管你从东岸过来，还是西岸出发，桃湾渡口既
是起点，也是终点。陆地的尽头就是水路的起点，水
路的尽头也就是陆地的起点。迎亲送人、接应客人、
走过路过，大家都在桃湾渡口上船或下船，往水路，或
往陆地，走向各自的前途。

每年入冬之际，寒风凛冽，气温骤降，等到低于河
流水温时，黄河水体就开始失热，渐渐地低于零摄氏
度。小雪时节前三日后四天，平缓流动的河水开始结
出冰花，漂浮聚集，冰河上不再行船。若是雪后天晴，
银装素裹的黄河上飘满千姿百态的冰凌，或流动，或
静止，前不见首，后不见尾，缓缓向东流去，大河平添
一份冬日的恬静。如今气候变暖，得等到大雪时节才
有冰凌。据说有一年三冬腊月，凛冽的北风吹过空荡
荡的河床，一夜之间，一河大水全部封冻，两岸人在冰
河上自由行走，还有人开着三轮车往来运送个人物
品。冰是睡着的水，多少年来，大河只有这一次在寒
冬中紧闭嘴巴，悄然睡去。

“一九二九不出手，三九四九冰上走，五九六九沿
河看柳，七九河开，八九雁来，九九又一九，牛哞遍地
走。”农民是民谣的创造者，也是民谚的践行者。开春
之际，大河开始解冻，水刚刚醒来，流速慢，一块块冰
凌泛着春阳的金光，被水流带着，在前流中渐渐变小、
融化。

坐在阳圪崂崂的老船工，吸着一锅子旱烟，不动
声色地说：“河开了。”河开了，用不了多久，就可以行
船了，但习惯水性的船工们还不敢冒这个险。他们要
再等一阵子，等山上的草芽泛起绿意，等河滩的枣树
又要发芽，才一把解开缆绳，飘在水上。一年又一年，
黄河的水不干，手中的船桨就不会老，口中喊出的号
子就不会停下来。

每年春来，老街上依然走着跑船的汉子，一河水
依然唱着经年的歌谣。自古而今，大概没有哪一首歌
谣能够老过“蒹葭苍苍”，而葭州城之古老更无须多
说。人们必须记忆的是，早在宋元丰五年，河东转运
使孙览放下第一块石头，山作根基，垒石而上，筑起内
城、北郭、南郭，南北长约4华里，城墙周长约10华
里。很多年过去了，葭州古城主体尚好，现存城墙
3500余米，东门、后水门、前炭门、后炭门、逻城门、香
炉寺门等城门，也都好好守着。

老城东墙旁，那座俗称“牛氏塔”的凌云鼎巍然矗
立，成为佳县乡绅义士精神的制高点。远在新石器时
代，佳县就有人类繁衍生息，不少地方有新石器时代
遗址。从某种意义上说，从蒹葭苍苍走到苍苍蒹葭，
从遥远的葭芦寨走到宋元明清的葭州，从民国葭县走
到六十年代改称“佳县”，佳县的“佳”，就是那个穿着
铠甲的守义汉子，临河横槊，守候在大河西岸，守着远
方的大山和流水，待旭日冉冉东升。

你看，端坐大河西岸古葭州，你来，或者你不来，
他都在。

说“送别”对于我们姐妹和妈妈来说，这个
词太“洋气”了，其实就是我们离家时妈妈“照”
我们离开的场景。

我们姐妹有个共同痛点——怕被妈妈
“照”。妈妈年老体衰，我们姐妹总是轮番去她
那儿，或是陪她吃饭，或是清洗整理，更多的时
候就是为了小聚。我们姐妹总是叽叽呱呱有说
有笑，这个时候，妈妈倒像个外人，她茫然地听
着，像客人一样坐在炕上，看热闹一样看着我们
说笑。

尽管这样，妈妈还总是盼着我们回家，总是
舍不得我们离开。每次要走的时候，妈妈总是
说“再住一天嘛，刚回来就走。”这是对离她远一
点的我和二姐说的；住在跟前的姐妹尽管常来
看她，每次离开时她也总是说“再呆一会儿嘛，
刚来就走。”

每次我们要走时，她都必须“照”着我们离
开，我们走下楼，回头看，总能看到妈妈孤寂地
站在走廊，还不时给我们安顿着什么；转弯走出
院子时回头，妈妈还是站在那里，身子随着我们
行走的方向尽力倾斜到能看见我们。

那一次，二姐回老家待了一段时间回到她
家后，在我们姐妹群里几度哽咽，说她走时妈妈
坚持送她上车，还一直说“慢一点”“常回来”“回
去给妈打电话”之类的话，当她坐在车上离开
时，妈妈就一直站在原地照着她，她看见妈妈孤
零零一个人很可怜……我们知道妈妈舍不得让
我们离开，但为了让大家都不伤心，就一直给妈
妈“下命令”：“不管谁走，你再不能去送！”妈妈
嘴上答应，实际上没有一次执行。

我一般一个月回去看她一次，每次临走时
我都会提前给她做工作：“妈，你不要照我，我过

几星期就回来。”有时我会假装生气：“妈，你如
果还照我，我就把你带走！”我想尽各种办法，都
没能动摇妈妈照我走的决心，每次走时，妈妈无
一次例外都要照我。一次，我一清早要走，前
一个晚上我就给妈妈说：“妈，明天早上我5点
就走，你不要起床照我了。”妈妈没答话。第二
天，在我闹钟响之前妈妈就已起床，还说，她已
经睡不着了，反正也是闲着，只想照照我。看
见她一脸央求的神态，我不忍拒绝，也知道无
法阻止，只好说：“妈，你就站在门外照着我走，
行吗？”她却态度坚决地说：“我要把你送到车
上！”我约了一辆私家车，眼看到了约定的时
间，我只好拉着妈妈的手往坐车地点赶。矮小
的妈妈赶不上我的步伐，她用尽全身的力气迈
着细碎的步子，两只脚不敢有片刻停歇。她一
只手被我拉着，另一只手前后甩着，努力追
赶。看见老妈妈走得这么卖力，我于心不忍，
让她停下来就站在原地“照”我，她却坚决不答
应，我只好拉着她的手继续赶路。到了约定地
点，妈妈已经气喘吁吁了，我把妈妈安顿在一
个小石墩上让她坐下歇歇，并且再次给她安
顿：“妈，你就坐在这照我走。我走了你慢慢回
家，千万不要再撵到跟前送我了。”车来了，停
在马路对面。这时，妈妈又执意要送我过马
路。我一下子忍不住了给妈妈发脾气：“妈，你
能不能不要这样粘着我了！”妈妈像做错事的
孩子，唯唯诺诺地说：“妈不去照你了，妈就坐
在这儿。”我忍着泪水坐到车上，看见妈妈颤颤
巍巍站在冷清的街头，目不转睛盯着我坐的车，
直到消失在我的视线……我泪流满面。

我不知道还能被妈妈“照”多久，但我知道，
无论我们走多远，永远也走不出妈妈的视线！

“熏”，有“燻”“薰”“矄”写法，意思有“烟熏
火燎，熏香，熏夕（日暮；傍晚）”等意思。“炉”，盛
火的器具，有“爐、罏、鑪”的繁体字，可见有陶
质、铜质或铁质的炉与炉灶。而炉与熏组合在
一起，即侧重为“熏”的功能。熏炉，在《汉官仪》
记载：“女侍史絜被服，执香炉烧燻”。

古人驱逐蚊蝇，熏衣防霉，净化空气，用带
有特殊气味和芳香气味的植物放在火焰中烟
熏火燎，这就是最初的熏香，即焚香。焚香，不
仅可以减少蚊虫的叮咬，还能给生活环境带来
舒适怡人的芳香。在室内熏香的习俗于战国
时期就已经出现，燃香之器名熏炉，也可称作
香炉。

古代熏炉，从质地分，有铜的、鎏金铜的、铁
的、陶的等；从形制上分，有豆形、博山形、鬲式
形、鼎式形等；从使用功能分，有实用的、有陪葬
的，当然也不排除实用器随葬。如，榆林汉画像
石博物馆从民间文物收藏者手中征集到一件祖
上传下来的汉代铜博山炉，置于书案或客房桌
案之上，作为居室文化的一部分。2020年，这
件熏炉已被陕西历史博物馆（陕西省文物交流
中心）选中为出访国外参加《酒与古代中国展》，
由于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暂且还在馆内陈列
待命。

这件博山炉通高11厘米，子母口，圆腹，圜
底开条形和圆形镂空，三蹄足，下附浅腹盘，盘

内容纳自进气孔落下的灰烬。盖顶饰钮系环，
环为开合炉盖之用。盖体透雕上下两层出烟
孔。上层为博山形，开圆形镂空；下层开几何纹
镂空。炉顶有环、侧有轴、底有承灰盘、炉底有
进气孔、炉盖有出烟孔，设计科学合理，使用便
捷，被陕西省文物保护研究院定为国家三级文
物，对研究铜熏炉的铸造工艺、燃料的使用、熏
燃的功效等方面，均有较高的实物资料价值和
科学价值。

较为多见的还是陶质熏炉，一般作为陪葬
的冥器，虽不及铜熏炉的制作工艺，但也精巧别
致。再举一例，也是榆林汉画像石博物馆接受
文物收藏者有偿捐赠的汉代陶熏炉，也被陕西
省文保院定为国家三级文物。特别是器盖上四
个区域的三角纹均匀分布于阴线刻组成的矩形
方框，框内正是圆形的抓钮，反映了古人“天圆
地方”“事死如事生”的思想追求。

熏炉内所燃之香原是一种草本植物，名薰
草。早先的高级香料是从南海输入我国的。《史
记·货殖列传》记载：“番禺（今广州）亦其一都会
也。珠玑、犀、瑇瑁、果布之凑。”中的“果布”即
龙脑，不仅是名贵稀有药材，还是高级香料，从
龙脑树的木材中蒸馏出来的白色晶体，也就是
我们平时所说的冰片。西汉张骞出使西域后，
从西方带回一种名叫苏合香，是一种植物树
脂。梁孝元帝《香炉铭》：“苏合氤氲，非烟若云；
时秾更薄，乍聚还分”，描写得非常形象。

以薰草熏香时，由于茅香是草本植物，干燥
后本身就是可燃物；而熏烧龙脑、苏合等树脂类
香料，其熏炉的炉身作得较深，以便在下部盛炭
火，树脂类香料放在炭火顶上，使之慢慢熏燃散
烟。防止炭火烧得太旺，炭味太浓，后世还在炉
内放置隔火的银箔或云母片。也有把底制成封
闭的，盖上镂出稀疏的小孔，炉腹下部的炭火层
由于通风不畅，只保持缓慢的阴燃状态，正适合
树脂类香料发烟的需要。

汉代刘向《熏炉铭》载：“上贯太华，承以
铜盘。中有兰绮，朱火青烟。”描绘的就是铜
博山炉使用之时，香料置于炉内烧灼，轻烟透
过盖上镂孔徐徐溢出、袅袅上升，云雾缭绕，
如入仙境。焚香，也是古代文人书房不可或
缺的情致雅兴之一。清代女诗人席佩兰“绿
衣捧砚催题卷，红袖添香伴读书。”的诗句，几
乎是家喻户晓，燃香的器具就是熏炉。

焚香，从一般居室发展到宫廷、佛堂、圣地
等，焚香器具也随着熏香的功用以及时代的发
展变化而不断变化着形制种类。发展到今天，
人们使用驱蚊虫的香熏有传统的盘香、电热片
蚊香、电热液蚊香和电子蚊香两大类。传统的
蚊香在使用过程中，对人体和环境均有不同程
度的危害，而新型的电子蚊香，不同于传统电蚊
香，为电脑和手机用户驱蚊而开发的软件，根据
蚊子的生理习性，通过超声波的发出，有效驱逐
蚊虫。

时代在发展，科技在进步，我们也不能忽
略古代劳动人民聪明智慧的结晶，要把珍贵文
物背后的科技文化内涵挖掘出来、展示出来，
把传统文化中具有当代价值、世界意义的文化
精髓提炼出来、展示出来，创新宣传理念，汇聚
更多资源力量，增强文化自信，提升我国文化
软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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