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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乡的河
生命况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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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建臣 竹沟的竹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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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年最难忘的记忆，是故乡的那条河。
它发源于辽宁省清原县，一路浩浩荡荡，最终注入

松花江。
它叫辉发河。
从源头流出后，辉发河与一条支流交汇。这个支

流就是吉林省的梅河。围绕着两河交汇点，人们世代
辛勤劳作，繁衍生息，并且把这个地方亲切地称作梅
河口。

这里，就是我的家乡，我生命的摇篮。
最早的记忆，是跟随母亲去河边洗衣。我的任

务，就是把母亲洗好的衣服晾在用石头垒就的大坝斜
坡上。

长大一些，这条河便成了小伙伴们玩耍的天堂。
那个年代，物质极其匮乏，孩子们所能追逐的，就是青
山绿水，蛙声蝉鸣，鱼虾泥鳅，蜻蜓纸鸢，在大自然的怀
抱中编织着五彩斑斓的童年。

夏天，大家在河中尽情嬉戏。时而鱼翔浅底，时而
蛟龙出海，你追我赶，常常流连忘返，哪里还顾得上家
长的训斥和老师的告诫。至于蚊虫叮咬，那更是家常
便饭。

冬季，除了堆雪人、打雪仗，孩子们更喜欢到一望
无际的冰面上打滑跐溜或支冰车。打滑跐溜一般选择
有坡度的冰面，从上到下会滑出很远。也有人会坐在
爬犁上滑下去。但这些玩法常常为冰车族所不屑。冰
车是一种东北地区小朋友特有的自制玩具，又叫单腿
驴，结构简单，驱动灵便。蹲在上面，穿行于白茫茫的
世界，势若脱兔，凭虚御风，惬意无限。只是在冰车上
蹲久了腿有些吃不消。小朋友不管那些，有时玩得兴
起，会一口气支出十多公里。在零下二三十摄氏度的
气温下，手脚时常冻得皴裂。若要缓解冻伤，辄须再用
雪来搓，很是遭罪。但再相约去玩时，遭罪的事便忘得
一干二净了。

当年的梅河大桥是木桥，比较破旧，桥板之间缝
隙不小。透过缝隙，可以看到桥下湍急的河流，令人
望而生畏。记得有一年涨水，河水几乎漫过桥面。过
桥时，人们手扶栏杆，逡巡蹑足。这个场景给我留下
了深刻印象，以至于几十年来时常在梦中浮现。桥的
南面是农村，北面被称作城里。城里这个称呼让我纳
闷了许多年，始终没找到“城”在哪里。实际上所谓城
里，就是最早的梅河口村变成了梅河口镇。一条河，
分隔了城乡。

最深刻的记忆，是有一次小伙伴们一起去游泳。
我不会游，便站在岸边观看。不料被一个淘气而又不
知深浅的家伙从背后一脚踹了下去。我当时在河里扑
腾了好一阵子，喝了不少水。好在他们发现情况不妙，
及时把我拉上岸。这件事令我至今心有余悸。

其实真正的恐惧并不是水中挣扎的瞬间，而是事
后的回味。静静一想，原来人的生命是如此脆弱和偶
然，去留原本只在一瞬间。更让人惶恐和难以参悟的
是，有时已处去留边缘，却还浑然不知。这种变幻与无
常，岂能不令人唏嘘和骇然！古人云，上善若水，天下
至柔莫过于水。可当它吞噬生命的时候，却变成了野
兽，它的柔已经荡然无存。善恶易变，乃在须臾之间。

故乡情是一种奇妙的情结。我常想，人们为什么
会有“胡马依北风，越鸟巢南枝”的情感，为什么会有

“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的心境，为什么会有“露从
今夜白，月是故乡明”的情怀，为什么会有“此夜曲中闻
折柳，何人不起故园情”的慨叹？这是因为，在我们最
初睁开好奇的双眼，去认识、理解和感悟这个世界的时
候，是故乡给了我们滋养、欢乐、希望和信念。它开启
我们人生旅程的起点，确立了生命价值的航线。它把
我们的稚嫩，紧紧裹进它温暖的怀抱；把我们的根，永
久镌刻在故土的青史间。它把厚重的文化情怀根植在
我们的基因里，让我们无论身在何处，都无法抹去烙在
灵魂深处的故土印记；它把对儿女博大的爱融化在我
们的血液中，让我们走遍天涯海角，也挣不脱闯入梦境

的金色华年。特别是当我们漂泊半世，蹉跎岁月，饱尝
人世的甘苦与冷暖，带着难言的伤痛与疲惫，去寻觅精
神的慰藉和心灵的港湾，我们会情不自禁地想起无忧
无虑、不识愁滋味的日子，会不由自主地思念滋养我们
的故土、给予我们力量的生命庄园。也正因如此，故乡
才成为我们奋斗的动力、情感的依托、信念的支撑。此
情可待成追忆，梦啼妆泪红阑干。

外面的世界虽精彩，但生命之根永远在故园。多
年来，我去过塞纳河，到过莱茵河，走过多瑙河，领略过
哈德逊河。但最令我魂牵梦绕的，还是故乡那条弯弯
的小河。河不大，却养育了千千万万优秀的梅河儿女；
水不深，却哺育出一生为民、两袖清风的好公仆郑培民
这样的参天栋梁。

每当走近故乡久别的河畔，我的耳旁便仿佛响起
王洛宾先生那荡气回肠的旋律：故乡的河/多少回你从
我的梦中流过……我的眼睛就会湿润，思绪便随着潺
潺河水，流向远方，飘去天际。

河究竟是什么？河是一首温馨的诗，河是一曲深
情的歌，河是一杯浓烈的酒，河是一部波澜壮阔、起伏
跌宕的交响乐。面对奔腾不息的滚滚流水，哲学家说，
人不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思想家说，逝者如斯，不舍
昼夜；科学家说，水是生命之源；文学家说，哀吾生之须
臾，羡长江之无穷……

实际上，人生又何尝不是一条河。有急流，有平
缓，有激越，有险滩。随着时光的流逝，终将一去不返，
并且毫不吝惜地带走你的一切。

但物质世界再富有也会消失，再华丽也会腐烂。
只有爱，只有精神财富，才会汇入人类文明的历史长
河，在汹涌澎湃中闪现，长流天地间。

你听，天边传来的袅袅歌声，那是不是生命的音符
在跳跃，是不是远方的游子在呼唤——

“我思念/故乡的小河/还有河边吱吱唱歌的水磨/
噢，妈妈/如果有一朵浪花向你微笑/那就是我/那就是
我/那就是我……”3

□陆宇轩

刚过去的这个元宵节，我是在省城过的。这也是
我第一次在远离故乡的地方，仰望元宵节的圆月。

望一眼窗外灰霾中若隐若现的月，耳畔回荡着
席慕蓉那句诗：“故乡的歌是一支清远的笛，总在有
月亮的晚上响起。”故里的那轮圆月，该是澄澈而美
好的吧。

故乡信阳，别称申城。每当旁人问及家乡，我总
爱回答：从申城来。故乡有浉河，属淮河支流，水色温
润，清澈见底。浉河之水弯流信阳全境，千余年里滋
养了无数栋梁贤才。

“战国四公子”之一的春申君黄歇是信阳潢川人，
当年北上入秦谏于王，全家老幼被禁于一庭院中，时

光漫漫十余载，他仍胸不改志，最终令秦王叹服。
我有一位忘年之交的老乡，姓许，现供职于上

海大学文学院。去年暑季，与他漫步浉河之畔，他
望向清波荡漾的浉河，讲述他与浉河的故事：幼时
家贫，往来于田间地头和乡村小学，只为谋得一张
开往乡镇中学的“车票”。高考两度失利而志不悔，
独自一人去上海打拼，终于拓出一方天地。他说，
是故乡的浉河给了他力量和信心。他说，他年轻时
常常站在河畔，看河面上白帆点点，驶向无尽的远
方，似乎把他的心也带走了，召唤他到外面的世界
去看看，那里有大江大海，有大都市和大场面。后
来，他沿着春申君的脚步，来到上海，那个也叫申城
的地方，像一棵故乡的茶树，在远方生根、发芽，带
给人们春天的芬芳。

信阳之申城，比不了上海之申城。城小，城乡都
算上也不过60万人。城深，也就故事多，应是融进了
世间百事。它不单在于小巷街坊曲环幽深，更在于此
城意蕴丰厚。申城的名片有二：毛尖与美食。信阳毛
尖茶烟袅袅，香远益清，生于山间僻壤，够深够远，却
名播四海。申城特色美食热干面更藏于城之深处，却
酒香不怕巷子深，成为人间美味。民国初年，风行一
时的武汉热干面，传入与武汉毗邻的中原申城，被食
不厌精的申城人改造，添上红油、肉酱、千张、芽菜，飞
入寻常百姓家。而今欲品其真味，一需人引，二要等
待。真正的申城味不在装潢精致的挂牌连锁店，却往
往在街口深巷某个逼仄小店。端上桌的，不仅在其色
香味兼备，更在其承载了申城的内涵。正是那岁月流
淌的厚重感，亦为五味之中跳动的美好，传递出申城

的独特味道。
犹忆年少时，随外祖父踏遍申城大街小巷，游过

浉河大小支流：在震雷山头运笔摹词，于南湾坝口吟
咏古今。“乡愁是一张窄窄的船票，我在这头，母亲在
那头”，余光中先生的这句感怀，曾令年迈的外祖父动
情不已。

故乡，是一种存在，不管是缥缈远去的还是现实
存在的，总是勾起无限心绪。无论故乡是多么的小，
小到只有烟村四五家，小到鸡犬之声相闻；无论故乡
多么穷，穷到篱笆墙柴门院，总是让人牵挂惦念。那
是一种基因的延续，一缕乡愁的发散。

也许，许多年后，城镇化的进程会改变农耕时代
所赋予的故乡形貌，但故乡的山水、故乡的亲情，一定
会化为深深的乡思，不绝如缕。3

春天，摇曳着

一地木讷的生命

揉开蒙眬的睡眼

风，急不可耐

寒凉，拍打着窗棂

暖意，推开了一扇门

木头与木头相互敲击

草与草开始私语

河海的容颜是空旷的

云朵的表情是缥缈的

轻盈像不经意绽放的花蕾

沉重似盘结在地下的树根

那些在料峭中萌生的绿芽

像是在昭示，像是在宣告

再不能将心绪藏着掖着

粉红、洁白敞开了胸怀

一场姹紫嫣红的盛宴如期而至

春天在微笑，春天在倾诉

此时，谁都想拥有一个这样的爱人

大地开阔，鲜花烂漫

温柔可亲的你

款款走来1

□王剑

暮春时节，久慕竹沟之名，我们带着内心的崇拜，如约而至。
在奔赴竹沟的路上，我在遐想：竹子是竹沟的象征。山岭之上，溱
水河边，一定是万里幽篁，衔接着天与水，摇曳在四季的风中。

然而，在竹沟，我却没有见到一根自然的竹子。北山上的竹
子啊，你们去了哪里？

一

杨靖宇，竹沟的竹子中最伟岸的一株。
他是农民的儿子，在风雨如晦的1927年，他才22岁。22岁，

在今天还是一个青涩的年龄，但对于那时的杨靖宇来说，他的骨
骼已经在革命的风雨中拔节生长。只是这生自确山的竹子，那时
还不叫杨靖宇，而叫马尚德。

1929年春，杨靖宇到了东北。他从确山带走的除了河南人
的敦厚，更有竹子的顽强和蓬勃的生命力。当时的东北，日本关
东军有70万，而杨靖宇的东北抗日联军只有3000多人！没有重
武器，没有任何援助，然而他却没有后退一步。在中华民族生死
存亡的危急关头，杨靖宇如一支高擎的火把，在关东大地的漫漫
冬夜里燃放出一簇簇抗日的烽火。他的“抗联”是白山黑水间跳
动着的一颗火红的心，给阴霾之下的人们带去了温暖、光明和希
望，也让日军夜夜噩梦缠绕。

三道崴子，中国乡间一个普通的村名，却因杨靖宇而有了异
样的品质。庚辰年正月十六下午 4时，杨靖宇走出了栖身的密
林。此时的他又饥又寒，伤病缠身，体能的消耗已到极限。不幸
碰上了闻讯赶来的日本军队，他知道最后的时刻终于要来了。他
一边用两支手枪向四面八方围上来的敌人射击，一边跌跌撞撞向
高地退却。然而连续数日粒米未进的将军，再没有一口气力摆脱
鬣狗一样的敌人了，最后他靠在一棵拧劲子大树后面喘息，与敌
人相距不足 30米。攻击开始了，四面都是敌人，子弹如蝗虫飞
舞，杨靖宇身中数弹轰然倒下！

35岁，一个年轻而伟大的生命就这样挟着雪粒和风，陨落在
遍布衰草和灌木的三道崴子。时间是1940年2月23日下午4时
30分。

在这个寒冷的正月，杨靖宇用冰与火把自己淬成了一把刀，
在历史的额头深深地刻下壮志未酬的遗憾。杨靖宇将军殉国
后，日军铡下了将军的头颅，切开了他的胃。日本人想知道，在
零下 42摄氏度严寒里，这个对手到底是靠什么支撑着，跟他们
周旋缠斗了那么久。结果，他们吃惊地发现将军的胃中，只有尚
未消化的树皮、草根、棉絮，一粒粮食也没有。拧劲子树，血染的
雪地，只有树皮、草根、棉絮的胃囊，从此凝成一个个鲜活的历史
细节，震撼着我们的灵魂。此刻，面对那一页页发黄的历史，我
仍能从将军的遗物中找到确山竹子的纹络、血脉，还有比它更坚
韧的民族筋骨！

二

刘少奇，确山竹子中最苍劲的一株。
竹沟纪念馆内，一个大院子，几间平房，青砖青瓦，带着浓郁

的山村气息。沿着方砖铺就的小路向西走，就到了刘少奇同志的
办公室。室内陈设简陋，一张桌子，两把椅子，一个盆架。里间是
一个小卧室，床边有个简单的书架，书桌上摆放着一盏铜油灯，还
有一本线装的《列宁全集》。书页已经发黄，磨损得棱角都不分明
了。“越过千重水，踏破万重山，胡服同志到竹沟，妙计定中原”。
1939年1月，刘少奇同志跋山涉水、日夜兼程来到了竹沟，把自己
的根深深地扎在这片红色的土地上。作为中共中央中原局书记，
刘少奇就在这间简陋的小屋里为开辟中原地区的抗日工作而呕
心沥血，日夜操劳。如今，斑驳的墙壁剥落不了往日的记忆，沉静
的桌椅还依稀散发着神韵。站在屋内，我仿佛看到刘少奇同志还
在窗前思考中国革命的前途命运, 正书写《论共产党员的修养》
的不朽篇章……

门前的一棵石榴树，是战争年代刘少奇同志亲手栽种的。
“文化大革命”期间，这棵石榴树被视为少奇同志的替身被连根拔
起游街示众。一个老乡冒着生命危险偷偷剪下了树上的一枝，插
在了自己的院子里，悉心照看。如今，这棵延续竹沟革命精神的
石榴树已长成大树，满树的石榴果诉说着曾经的沧桑岁月。朋友
说，当年那位护树的老乡名叫张锦明，现今已是91岁高龄。老人
保树是出于老百姓的一种朴素感情，就是要留住一个念想，一种
精神。是啊，在战争岁月，这些石榴花“自向深冬着艳阳”；在和平
年代，这抹红色多像温暖的火苗，在人们心中幸福地绽放。

三

竹沟群英，确山竹子中最繁茂的一丛。
竹沟的青山绿水长眠着烈士的英魂，竹沟的沟沟坡坡攒动着

英雄的身影。彭雪枫金戈铁马驰骋豫东的英姿，李先念土窑里凝
眉静思的面孔，还有王国华、陈少敏、危拱之、周骏鸣、张劲夫、张
爱萍、张震、方毅忙碌的脚步……在这里，每一个人物都有一段闪
光的历史，每一个名字都是一道亮丽的风景。6位党和国家领导
人，100多名将军，60多位省部级干部，4800多名党政军骨干，他
们带着确山竹子的品性和精神，走过印满车辙和脚印的青石板
路，走过布满鹅卵石的沙河，从竹沟东进、南下，开赴前线。他们
用素衣草鞋，在中华大地上走出了一条条红色的线路，绘就了华
中抗日斗争的一幅气势恢宏的长卷。

“乌云之中见青天，竹沟宛若小延安。一声号令惊天破，千军
万马若等闲……”而今，在竹沟，很多人还会唱当年的军歌；在竹
沟，很多人会讲革命者的传奇。透过血与火的岁月，人们依然能
清晰地看到他们微笑的脸庞，依然能触碰到他们精神脉搏的跳
动，依然为他们伟大的灵魂深深感动！3

□马永红

一阵隆隆的轰鸣声传来，吸引了我。原来是一台
台挖土机甩开有力的臂膊在挖淤泥。远望，它们像一
片片橘红色的云霞洒落河滩，又像一串串晃动着的火
焰，霍霍燃烧。两岸大块的田地里，麦苗葱翠，油汪汪
的。国家投资的20多公里长的“沿河观光带”项目工
程开工了！一阵温热漫上心头，这是一条常年滋润我
们的母亲河啊。

离开家乡后，儿时熟悉的小鸟啾啾声带着河坡潮
湿的水雾，多少次飘入我的梦里，一遍遍唤我回故
乡。小河绕着村庄日夜流淌，如吟唱着一首《小夜
曲》，舒缓恬静，如梦似幻。后来，小河受到污染，喑哑
得不成调子，又遭遇人为截流，河床越来越窄，水草几
乎吞没了它。每次回来，看到它，就像看到病着的亲
人，伤心不已。如今它要焕发新颜了。到时，岸边杨
柳婆娑飘逸，护堤坡坚固平整，水面宽广如镜，水流清
澈如初，悠扬动听的曲子又要吟唱在村民们甜蜜的梦
乡里。

这时依稀听见有锣鼓声传来，循声进村，阔大整洁
的广场里正在唱大戏。县豫剧团“送戏下乡”，村民们
围坐在干净的水泥地上，乐呵呵地沉醉在另一个世界
里，整个村庄沉浸在一种节日的喜庆里。

我和熟悉的婶子大爷一一打招呼，母亲笑着猫腰
迎出来，我俩站在人堆儿外。她笑吟吟地说，咱庄隔三

岔五唱戏，有古装戏，还有现代戏，唱的都是教人学好
的。戏班子一来，行头收拾停当，妆一化立马就开戏
了，哪像从前看个戏恁作难。小时候，家乡有时在春
节演戏，戏台在村西的坑里，光搭建台子就得两三
天。看戏的人看时怪开心，搬个凳子坐在土窝里，尘
土飞扬，仰脸看上半天，鼻孔里、耳朵眼里都是沙土，
灰头土脸的，真是“一嘴砂‘糖’一嘴泥”啊。用木头搭
起的台子和半新不旧的戏装组合在一起，与今天这座
宫殿般的舞台、华丽的演出服一比，就是黑白和彩色
照片的区别。

东北角那辆三轮车里坐着爱香婶，她怀里盖着小
被子，眼睛瞄着戏，嘴里吃着东西，像个馋嘴的孩子嚼
得欢实，她身边拿着茶杯和纸巾的不是媳妇冬云吗？
不时地弯腰给婆婆搌着嘴角，这温馨的一幕让我吃惊
得就像看见戏里的古人穿越而来。我悄声问母亲，冬
云以前不是常打骂婆婆吗？母亲欣喜地说，冬云像从
葱地出来了，对婆婆好得很，婆婆生病了，她像女儿一
样伺候着，捧茶送水，你婶子有福了，那个晓亚也把撵
到北地搭窝棚住的公婆接回家了。说变好都变好了，
好哩让人不敢信，现在这些小媳妇们都比着孝顺呢，看
来啥风气都会传染啊。

母亲赞不绝口，她的话，使我眼前掠过一幅画面：
春风一吹，人间的花“扑棱扑棱”全开了。说到花，母亲
忽然瞟见我给她带的花和花肥，高兴地一把拉住我说，
走，不看戏了，回家种花去。

以前没见母亲养过花草，回首童年时记忆的底
片上全是灰色。母亲说，那时天天睁开眼就是穷忙活，
地里是地里的活儿，家里是家里的活儿，白天不是白
天，黑夜不是黑夜地忙，刨地，打坷垃，下老憨力，哪有
闲心养花？再说吃这顿没那顿的，哪有闲钱买花呢？
现在日子好过了，种个花草是个事儿，家里有了花，觉
着格外美，天天看着，心里舒坦得很。

母亲真是老了，每次见到我，提起个话头就像拆了
件毛衣似的，哧溜溜地扯个没完。现在不仅母亲养花
了，户户都把自家拾掇得花园似的，谁家村舍旁，不时
会挑出来一枝桃花，像粉嘟嘟的花仙子笑在春风里。
母亲在大门外、院子里、菜园里，甚至房顶上都上了
花。村里是一家有了新的花种子，全村共享，所以家家
花样繁多，四季飘香。

我想起看过的一句话：如果你来找我，我不在，请
和我门前的花儿先说会儿话吧。这么富有诗情画意的
事，就发生在我的家乡！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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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门前的花儿说会儿话 美丽乡村

摇曳的春天

□米成洲

放声歌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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