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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华歌

一

我在厚厚的时光中穿越和寻找，记不清是
第几次到这儿来了。鱼关村移民纪念亭、淅川
丹江移民民俗博物馆……这是我几年来在全国
两会上说得最多的话题，也是我最为感动、离我
心灵最近的地方！每一次来到这里，我都感觉
是在用心品读一首感天动地的乡土长诗。这山
这水这树木这曾经烟火人家的村子……情意绵
绵，缱绻萦怀。我相信生命是有感应的，要不为
什么未曾相约，我总能与远道回村来的移民们
相遇？

在这个空了的山村，这承载着一村人往日
生活的故土，我和他们，和这儿的记忆，互为亲
人……

二

我去过不少地方，也走过很多村庄，但在
我的经历中，为凡人立碑还是第一次听说并
实地见证。那些祖祖辈辈生活在这儿的村
人，为了国家，别离故土，迁往异乡。但无论
走到哪里，他们的祖宗先人他们的根，却永远
只能属于这儿。

为了能让移民们心有所寄，回来时能够有
一个缅怀亲人的地方，找到旧日家的感觉，移民
后代周成保和几位有识之士，商量决定为这些
移民建造丰碑，把他们的名字全都刻在碑上，像
山西洪洞大槐树寻根祭祖园那样，让子孙后代
回来后仍能寻到根脉，让世纪之举的移民精神
千秋万年代代传承。

2014 年 10 月 3 日，央视《焦点访谈》曾以
“凡人丰碑”为题，深度报道“不能忘却的纪
念”。人们用注目礼，用生命，与这一座座丰碑
在时光中呼应。

三

逢年过节，移民们都要回老家来走一走，
看一看，特别是每年的清明和农历十月一，他
们是必定要回来祭祖。常常，望着浩瀚无边
的江水，他们再也找不回昔日自己的农家小
院、果树良田、耕牛庄稼……他们是那样茫
然，那样无所归依。

自从立起移民丰碑，移民们再回来便有了
去处，有了家的感觉。多少次，他们那沾满泪水
的脸紧贴在碑上，粗糙颤抖的手轻轻摩挲着石
碑上自己的名字，彼此惊喜相告：“老哥，快看！
我在这儿，咱两家紧挨着，还像先前那样，是隔
墙邻居呢！”“好着哩，咱们鱼关村的人，全都在
这亭子里的碑上团聚着，谁也不孤单，端上饭碗
还能到各家串门儿，不论哪家人回到这儿，看的
可都是全村人，祭奠的也都是全村的祖先
啊！”……哪家有了婚丧嫁娶，哪家的孩子考上
大学，哪家被评为五好家庭，哪家的粮、果大丰
收，他们都要回来到碑前说道说道。在这里，名
字已不是简单的符号，而是实实在在具体的村
人，无论他们走到哪里，都永远与这片生养了他
们的土地血脉相连。

四

相较于文字，实物更具有力量。
与移民广场、移民丰碑和移民纪念亭相邻

的移民民俗博物馆，是移民们永远的思念和牵
挂！只要回来，他们是无论如何要进去看看的，
亲眼看看，心里才踏实、安稳、舒展。

淅川籍媒体人曹国宏等，经过 9年严冬酷
暑走村串户，费尽心力将移民们生活中用过的
石磨、石碾、石桌、斗升、油灯、契约、农具、乐
器、木雕、渔叉、木床、竹屏、纺车、织布机、老
城墙砖、老电话机、老电影放映机以及锅碗瓢

勺水缸等都搜集起来，又 4年建成博物馆。一
馆的村史和人生，一馆的丹江沿岸农耕文化
和历史，一馆的家园见证！每一样实物都是
一个故事一堆古老的时间，是这家人生活道
路、命运遭际、苦乐兴衰的披阅和实证。每一
样物什上，都带着生命特有的气息和印痕，都
散发着热量和光芒，它们是移民们看得见摸
得着、上面叠印着他们无数指纹的具体的故
土情怀！移民们不仅能一眼认出自家的那些
物件，这些物件也能一下子就认出自己的主
人，一颗颗别离伤痛相思相恋的心，就这样被
深深打动着，暖着、照着、亮堂着……

五

如今，这儿已被河南省文物局批准设立为：
南水北调移民精神教育基地博物馆。在这儿，
有什么能比留住移民精神，留住移民乡愁根脉，
为移民守住一方心灵家园更好的呢？可以不知
身在何处，可以不知所为何事，甚至可以不知生
死，但故乡是我们唯一能带在身上的行李，而故
土是哪怕地老天荒，也永不移位的我们每个人
的生命胎记……

淡淡的炊烟徐徐升起，我闭目坐在鱼关
村移民纪念亭前。恍惚中，我和一村子的男
女老少相聚在一起，听他们说笑吵闹，听他
们对日子的设计和打算，听他们诉说离别之
苦和回到家乡来的欢欣，以及搬迁之后开始
的新生活……

我听见自己的心在说，请记住，这棵新栽下
的香樟树，这片新成长起来的柳林，这一批批不
断走进来又走出去的学员……所有这些，全都
与鱼关村，与每一位移民，与静水流深的丹江，
心心相印，息息相通……

鱼关村移民纪念亭，矗立着 56块石碑，上
面镌刻着16.5万淅川移民的姓名……3

□杜涯

我曾经去过一些地方

我见过青螺一样的岛屿

东海上如同银色玻璃的月光，后来我

看到大海在正午的阳光下茫茫流淌

我曾走在春暮的豫西山中，山民磨镰、浇麦

蹲在门前，端着海碗，久久地望我

我看到油桐花在他们的庭院中

在山坡上正静静飘落

在秦岭，我看到无名的花开了

又落了。我站在繁花下，想它们

一定是为着什么事情

才来到这寂寞人间

我也曾走在数条江河边，两岸村落林立

人民种植，收割，吃饭，生病，老去

河水流去了，他们留下来，做梦，叹息

后来我去到了高原，看到了永不化的雪峰

原始森林在不远处绵延、沉默

我感到心中的泪水开始滴落

那一天我坐在雪峰下，望着天空湛蓝

不知道为什么会去到遥远的雪山

就像以往的岁月中不知道为什么

会去到其他地方

我记得有一年我坐在太行山上

晚风起了，夕阳开始沉落

连绵的群山在薄霭中渐渐隐去

我看到了西天闪耀的星光，接着在我头顶

满天的无边的繁星开始永恒闪烁

高处
在从前，当我在清晨的熹光中醒来

树木翠绿，紧贴五月的山石

山榉和红桦树的光阴让小兽热爱

而在更高处，山崖陡峭，岩石排列

山峰已将庄严的影子印在青蓝的天空

很快，鸟声渐起，山谷明亮

群峰赛似壮丽，背面的天空

有如南风之家的巨大背景

我开始向高处攀登，五月的翠绿伴着我

一路闻听泉水，清风，鸟声

林木在远处森严，排列

并渐渐移向幽明的山谷

多少次我驻足，向森严和幽明里眺望

被它的绮丽、神秘和幻象诱惑

但我记着那高处：陡峭的山崖，巍峨的山峰

我记得幼年的经验，材料，芬芳，渴念

那是在五月，每当我向高处攀登

青春的荣耀的元素伴我同行

至爱者的面容在万物中隐现

当我望向高处：那万年无声，那缈蓝

在那里，时而触及星辰，满天星光垂挂

时而又峰峦明亮，孔雀的蓝衣铺展闪电

我知道，到达那高处还需要一段路程

而在我的脚下，年华已逝

两旁的树木迅速变换着季节

已然开花，俄而枯黄，继而落雪

许多的年岁已无声逝去了

像星辰在远处悄然黯灭

我知道我必须抛弃一切的形式

抛弃具体、日常，一切的物质、重量、形态

不再关注榆树的概念，生活的意义

我必须和自然的广在一起

和事物的存在、本心一起

现在，那高处依然庄严着天空

树木的青翠又一年伴着我

我必须在远离尘世和欢庆的地方攀爬

不再受景物幽明变幻的诱惑

我必须赶在日暮之前到达

——赶在衰朽与消散之前

因为一切都已如黎明的曙光显现：

到达那里，是到达万有的精神

到达那里，是到达纯粹之乡

落日
西沉的落日里有永在的方向

它引导群树、晚霞、飞鸟的翅膀

清辉向暮垂落，山河也趋向壮丽

滚滚的星宿，它总是年年出现在岚霭里

在旷野上，在一条路的尽头，在远处的树林上

所有的事物都朝向了温暖，温暖而又惆怅

在许多的年月里，我总是想：

一年一年，落日是无法治愈的乡愁

它保存我的思念、流年，延伸我的眺望

那壮阔，那迢迢的远路，无法企及的故乡

当它在遥远的地平线上沉沉远去，我总是想：

这西沉的忧愁，旷世的无法治愈的永伤

但现在我愿意相信：落日是上帝的完美

是星系心中的爱、善、博大、光明

时间不老，星空永恒转动的见证

人世长河流泻、苦乐往复的恒常

当它在年年月月的深邃处光耀并圆满

它是完整，关于黎明，自然的光华、绽放、回返

我见过长江和运河上的落日

在过往里我见过秦岭上的落日

在五月我听到过落日里白杨林的轰响

也见到过向晚里秋天旷野的辽远、肃穆

我曾望着城外的落日而怆然泪下：

这落日下的山川、万事令人眷恋、悲怆

而人们依旧在日月里劳作、生活

沉默，和平，忍耐，世代生息

落日曾照耀他们的先人，照耀于城河和城墙

曾照耀柏拉图的古希腊和老子的春秋：而今

一切何在？

远去了，那在漂泊中吟叹“黍离”的忧心诗人

远去了，那曾与日光争辉的哲人、圣者、思维

在落日里我想起过芳华过往

我想起世代的流转、更迭、云烟

凋败、黑暗、虚空，以及挣扎、希望、光芒

我想起时间的无情，人世的无常、空旷

我曾在落日的辉光中驻望，驻望又彷徨：

是继续流连、忧怅，还是就此离开？

一切都不会改变：落日里有白杨

有河流蜿蜒在大地、城镇、村落

河流两岸花开花谢，朝霞升起，陈旧而新鲜

有我年年于晚光中对落日的迢遥注目：

那是我永世的热爱，千年的浩叹

那是我留给自然的一个圆圆的无声的泪滴

现在，落日依旧是忧悒的思想、方向

当它在西天辽阔处庄严远去

它指引了众峰、霞光、生命、归宿

当我在清光中驻留、漫游，然后西沉、飞翔

一切都在落日里永留

一切也都在落日里苍茫、凋谢、永恒、温良……3

（外二首）

□刘天智

报社要搬家，收拾书柜，无意中翻出了一份
尘封已久的河南商报。顺手翻阅，一篇文章吸
引了我：《〈妹妹独身 56年 照顾哥嫂一家〉感动
郑州市公安局局长 局长批示圆老太42年户口
梦》。瞬间，我的思绪被拉回到 12年前，脑海里
遂浮现出这篇报道的前前后后……

2006年 10月 27日，早晨一上班，我习惯地
从桌上放的一沓当天的报纸中先抽出《河南商
报》翻阅，一篇报道的标题映入眼帘：《妹妹独身
56年 照顾哥嫂一家》。细读内容，故事使人感
动，老人令人怜悯。

郑州市豫财社区住了一位80岁的老太太张
殿英。她的嫂子马良是位军人，上世纪 60年代
初，在一次抗洪救灾中由于不顾产后身体虚弱
仍奋战在一线，结果患上了严重关节痛病。这
时，由于婚姻不幸离异的张殿英，就经常不断地
从豫北老家来郑州照顾嫂子。到 1964年底，嫂
子已全身瘫痪，生活无法自理。从此，张殿英就
住到郑州专职照顾哥嫂一家人。

在张殿英伺候嫂子期间，也有不少人给她
提亲，哥哥也帮她张罗。但看到不能自理的嫂
子、天天要上班的哥哥和需要照顾的小侄女，家
里实在离不开自己，她就对哥哥说：“嫂子是在
部队抗洪救灾中落下的病，如今长年卧床不能
自理，需要专人护理，我要是离开了，嫂子咋
办？一家人咋过？我哪有时间考虑这些闲杂
事？”对此，哥哥无奈无言。

由于长年被病魔困扰，嫂子脾气很不好，但
有心里话了，她也只肯和张殿英一人讲。她曾
哭着说：“我的好妹妹，是我耽误你了，我对不起
你呀，嫂子下辈子当牛做马来报答你！”听到这
话，张殿英泪眼汪汪。

1993年，张殿英照顾了30多年的嫂子去世
了。从此，她继续无微不至地伺候多病的哥
哥。10年后，哥哥也离开人世。由于嫂子瘫痪
看病几十年，哥哥身体也不好，家中无任何积
蓄，生活处于贫困状态。此后，侄女便长期外出
打工，张殿英老人就孤身住在哥嫂留下的老房
里。由于没有郑州市户口，她没有任何生活来
源，就靠捡些破烂废品维持生计。老人心酸地
告诉记者：一个月我要能有50元钱，我的生活也
会好些。她说，嫂子过世前给她留下一枚金戒
指，但那是嫂子留下的念想啊，自己饿死也不能
卖掉！

当时，看完这篇报道，我眼睛湿润了，陷入
了深深的忧虑之中：太可怜了，得帮帮她！要想
从根子上帮忙，就得解决城市户口，这个问题解
决了，低保、养老等问题就迎刃而解。

我大胆冒昧地联系上了当时的郑州市公
安局局长，并很快有了批示。老人所在辖区的
金水公安分局丰产路派出所，随后与张殿英老
家的派出所取得联系。2006 年 11 月 3 日，当
准予迁入证明送到老人家中时，老人颤抖着双
手，看着这张等候了 42年的迁入证，顿时老泪
纵横……

当得知可以在敬老院安享晚年时，老人拒

绝了。她说：“有户口我就满足了，我现在还能
照顾自己。”社区服务中心也表示，老人的户口
办好后，他们会立即为其申请低保，雇专人照顾
老人。

11月 7日上午，当派出所领导将新办的户
口本送到张殿英家中时，老人戴上老花镜，仔仔
细细将户口本上的内容看了几遍，双手合十，两
眼湿润。她说：“我的心终于放下了，我再也不
是黑户了，明天我就去办老年乘车证，坐车出门
好好把郑州转转。”

至此，八旬老太盼望 40多年成为“郑州人”
的愿望，在新闻媒体关注、公安部门的重视下终
于得以实现，看病养老从此有了依靠。

11月 8日，河南商报作了《80岁老太终圆郑
州户口梦》的报道。

张殿英的户口解决之后，我也曾想过去看
看老人，但由于工作琐碎繁忙，一直往后拖延，
直至忘掉这件事情。直到前不久，重新看到当
年的报道，才忽然想起。算起来老人今年应该
92岁了，她现在生活怎么样？是否还健在？若
还健在，我马上去家里看望，还一个心愿。

几天前，我几经周折，终于联系到了金水区
丰产路办事处豫财社区工作人员，让他们打听
一下居住在红专路84号院4号楼的张殿英老人
的情况。工作人员很负责，亲自上门询问，不幸
的是接到反馈信息：几年前老人已经去世……

失望、自责、遗憾……虽然也曾为老人做了
一点应该做的事，但是，我至少欠老人一次看
望！3

□王喜成

近读李庚香同志新作《华夏历史文明传承创新区建设
探析》，书中那关于文化的睿思、文明的颖悟、创新的见地，
令人感佩，足见作者积淀之宏富和功力之深厚，也足见其
对中原文化的认识高度与思考深度。受其感染，诸多感慨
不禁油然而生。

习近平总书记曾经指出，中华文明绵延数千年，有其
独特的价值体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已经成为中华民族
的基因，植根在中国人内心，潜移默化影响着中国人的思
想方式和行为方式。作为一个河南人，可以不无骄傲地
说，中原文化是中华文化的源头、核心和代表，“千年历史
看北京，三千年历史看陕西，五千年历史看河南”。这是因
为，中国历史绝大部分时间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都在
河南，正所谓“一部河南史，半部中国史”。在这块热土上，
传说中的三皇五帝，当年几乎全在中原大地上活动，如今
遗迹还星罗棋布。如在淮阳城北的蔡河之滨，有规模宏大
的伏羲太昊陵；在新郑西北，有黄帝故里轩辕丘；在黄河之
滨内黄，有长眠着颛顼、帝喾的二帝陵……从中国历史上
第一个王朝夏朝在河南建都起，其后共有夏、商、西周（成
周洛邑）、曹魏、隋、唐、五代、北宋和金等 20多个朝代在河
南定都。河南地下文物保有量全国第一，地上文物保有量
全国第二，被史学家誉为“中国历史自然博物馆”。如此丰
厚的历史文化资源，我们没有任何理由不将其发扬光大。

生于兹、长于兹的李庚香同志长期与文化结缘，长期
担任河南省宣传思想文化系统有关部门主要负责人，他本
人也一以贯之地对文化情有独钟。在他的这部著作中，有
关于中原历史文化地位作用的分析，有如何抢占文化建设
制高点的论述，有如何走出华夏历史文明传承创新区建设
新路子的思考，有如何“重塑‘文化江山’”的谋划等。尤其
作者就如何塑造中原文化品牌群作了浓墨重彩的勾勒与
探讨，包括如何打造中原作家群，如何打造中原戏剧家群，
如何打造中原书风，如何打造中原画派，如何打造中原诗
群，以及如何形成文艺理论和文艺评论的“中原学派”等，
他认为：“文化自信可立心、自信文化可立人。”可以说，这
部著作汇作者几十年之积累，是对中原文化建设一个不可
或缺的贡献；特别是作者对建设中原文化的那种强烈的责
任意识、使命情怀和担当精神，更使人深深叹服。

“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李庚香同志的
探讨重大且有意义。文化不但是我国“五位一体”总体布
局的一个重要方面，同时它也是一种软实力。它集中体现
了一个国家基于文化而具有的凝聚力和生命力，以及由此
产生的吸引力和影响力，因而更容易改变人们的思维习
惯、情感心理以及行为方式等。所以，习近平总书记 2016
年 5月 17日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

“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
说到底是要坚定文化自信。文化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
更持久的力量。”

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要坚定文化自信，也要尊重
文化发展规律，坚持用历史的、发展的、辩证的思维和眼光
传承和发展传统文化。首先，要以科学态度对待传统文
化。要牢记传统文化是我们民族的“根”和“魂”，必须始终
保持客观礼敬的态度，决不能抛弃传统、丢掉根本，否则就
等于割断了自己的精神命脉。其次，要认真汲取优秀传统
文化的思想精华。充分认识到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着丰富
的思想道德资源，要深入挖掘和阐发其时代价值，用优秀
传统文化滋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来引领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再次，要对传统文化进行创
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传承和弘扬传统文化，并不意味
着固步自封，要正确处理好继承与创新的关系，坚持扬弃
继承、转化创新。总之，要通过“两创”，使传统文化成为有
利于解决现实问题的文化，有利于助推社会发展的文化，
有利于培育时代精神的文化。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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