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电话 ■总编室 (0371)65796200 ■行政办公室 (0371)65795999 ■群众来访接待室 (0371)65742777 ■新闻传真 (0371)65795777 65796268 ■本报员工新闻职业道德监督电话（0371）65795600 ■本报发行服务咨询热线(0371)96211
■广告部 (0371)65796171 65970450 ■广告经营许可证:豫工商广字第439号 ■本报地址：中国·河南省郑州市农业路东28号 ■邮政编码：450008 ■河南日报报业集团有限公司印务中心印 ■订阅价：全年198元 ■零售价：每份1元

副刊 A322014年12月31日
责编黎延玮 美编李庆琦 邮箱 dhbwtfk@126.com河之洲

年
末
十
二
月
的
特
别
纪
事□

何
频

■电话 ■总编室 (0371)65796200 ■行政办公室 (0371)65795999 ■群众来访接待室 (0371)65742777 ■新闻传真 (0371)65795777 65796268 ■本报员工新闻职业道德监督电话（0371）65795600 ■本报发行服务咨询热线(0371)96211
■广告部 (0371)65796171 65970450 ■广告经营许可证:豫工商广字第439号 ■本报地址：中国·河南省郑州市农业路东28号 ■邮政编码：450008 ■河南日报报业集团有限公司印务中心印 ■订阅价：全年198元 ■零售价：每份1元

年终总结

眼看着2014年过去了，我却意犹
未尽。我觉得其年末12月份，有两件
对河南人特别有意义的事不可忘记。

第一是南水北调中线工程12月通
水，一渠好水经由河南远上，源源不断
到达盼水、要水的北京、天津。本世纪
的这项引人注目的宏大工程，俨然是古
昔万里长城和大运河的接龙再造。50
多年前，这项规划构思发端于郑州，毛
泽东视察黄河，在北邙山头有感而发，
从而促成了干旱的北方毅然向南方“借
水”。为此，丹江源头的淅川人，从营造
丹江水库开始，起起伏伏，几度搬迁流
徙，活生生的移民史感天动地。豫人在
当代，曾经开红旗渠“人工天河”，今日
又是南水北调，不断延续着开发和利用
自然的民族奋斗史，南水终于北来，河
南是付出者也是受益人。2012年5月
间，我有机会在丹江水库里乘舟采风，
联想起当年在武昌读书的时候，看丹江
水与长江在汉口龙王庙前二水合流，一
清一浊，丹江的清澈，多少年记忆犹
新。如今，一泓清水似蜿蜒的巨龙摇头
摆尾，开始滋润干旱的中原和北方大
地，——从郑州航空港拐过来又西经郑
州郊区，自荥阳邙岭下穿黄河，于怀川
经过我的老家焦作市区，又紧贴南太行
东去北上……不是谁都可以亲身经历
大时代和大事件的。去年夏天，我为此
特地登上太行山俯瞰南水北调总干渠
过我老家家门。浩浩怀川遍地浓绿，正
在试水运行的渠道横空出世，自西向东
逶迤而来，丹江作为长江的支流，这一
刻任性与黄河交驰共舞，与海河热烈亲
吻。中原与华北大平原因南水北调生
态也得以改善了，问题是下一步，长远

的今后，得水之人如何用好每一方水、
每一滴水？甚至不妨对子孙后代大胆
庄严发一个誓，我们决不辜负这清清长
江水。

同样与生态有关，2014年12月的
郑州还有个奇迹，是当月多风，多晴天
好天，完整一个月无浓霾和重污染。有
些年头了，从世纪之交逐渐凸显冬日的
阴晦黑黄，中原说“辐射雾”，珠三角报

“烟霞天气”，而前两年终于承认霾和开
始正视pM2.5。郑州的冬天，这些年连
年都是灰霾连绵。我由衷厌恶，几年来
写过好几篇讨伐霾的文字。2013年11
月份，曾有人不间断拍郑州的天气，以
东区的“大玉米”为标杆，说一个月的天
气仅有五天为良好。转眼，入冬大风
来，12月一开头，风扫败叶，郑州开始遇
到冬日罕见的好晴天，并且接下来大多
好晴天。月末那几天，曾预报有霾与空
气重污染，但那两天只是早晨有污染，八
点以后红日杲杲升起，上午的城市便霾
去云开，郑州连续大晴天，竟然创造了
12月好天气的大满贯。我发现附近几
处冬日取暖的锅炉房，也不再用煤了，而
是用秸秆和树皮、花生壳等压制而成的
清洁燃料团。我非说不可，2014年的最
后几天，虽然报纸和电视预报郑州有霾，
其实没有形成浓霾。设想后人如果仅凭
这几张报纸为资料，说2014年年底也有
霾和重污染，这不符合实际。仅靠纸面，
真相的追寻或者适得其反。这是生活与
书本关系的吊诡！所以，我特别要记住
2014年12月空前的好天气。我衷心祝
愿，新的一年2015，延续2014年12月
无霾和少霾，使APEC蓝也成“新常
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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