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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色铺满了木漆斑驳的小方桌。板
栗、花生、柿子、猕猴桃、玉米、毛豆……一
行人不待主家相让，纷纷将手伸进了盘
子、盆子、筛子。

玉米，金黄的籽粒饱满莹润，咬一口，
香味浓郁，闪电一样唤醒了味蕾的记忆。
乡村不停地往身后退去，越来越远，但又
从未走远。有时，它就藏在我们的味蕾
里。一个偶然的机遇，即被欣然唤起。

记忆中，六月麦收之后，在麦茬地里点
上玉米种子。疲惫劳顿的农人，一边躺在
床上休整一个季节的劳累，一边盼着雨
来。一两场小雨后，玉米发芽了。被镰刀
剃过的土地，又绿油油冒出生机。玉米是
资质优良的植物，见风就长。几百亩的长
长洼地，从地这头儿锄到地那头儿，就长到
一尺高了。

一人多高的玉米是最好看的时候。
杆茎笔直脆嫩，骨节勃勃有力，蓄满了青
色的汁液，在风中舞动着宽长的叶子，像
迅速抽条发育的二八女子，云鬟翠带，衣
袂飘飘。一眼望不到边的玉米地，在风中
飒飒涌动，这片浩大的绿色一直蔓延到天
边，形成阔大的青纱帐。庄稼根部没除尽
的野草，已开出小花，或缠上细蔓，植株间
是蟋蟀、甲虫、蚂蚁们的世界，也是孩子们
捉迷藏的好地方。

金风送爽，秋阳如酒。胖娃娃一样的
玉米穗子，迅速灌浆长大，籽粒开始饱满坚
实。临近收获的日子，农人常剥开点青衣，
用指甲掐两回光洁的玉米粒，等到了理想
的硬度，就赶忙掰下来，有的进入了市场，
更多的堆到了院子里，剥了青皮晒起来，挂
起来，灰扑扑的小院，一时也光灿灿，新崭

崭地金玉满堂。这时候，家家户户锅里咕
嘟响，炊烟中飘出玉米香，小孩子高兴地嚼
吃青秆，吸完甜水，一口口吐出渣子喂蚂
蚁，母鸡们则高兴地啄玉米穗上的肥虫子，
那几天蛋下得格外大、格外勤。

挑出嫩玉米，余下长老的穗子，则要
摊在场院里或结成辫子挂树上晒干做粮食
储备。闲下来的整个冬天都在做将籽粒剥下
来的工作。几个人一堆，白天墙角晒着太阳
剥，夜晚在油灯下剥，玉米粒从掌缝间，像磨
出的金豆子一样划着微光的弧线，扑簌簌
掉进篮子。

贫穷的年代里玉米是北方百姓的主
食。晒干了打成糁，磨成面，一年四季煮
汤，蒸馒头，烙饼，家家户户少不了。一年
到头，它的小名“玉蜀黍”三个字，被千百
遍在村子里亲切地传送，乡亲提起它，像
提起亲人。

秋收之后，就有爆米花的手艺人走街
串村支起他们火红的小炭炉。这些熏得
面孔手掌乌黑的手艺人来了，也不多说
话，只是窝在小凳子上坐着，一手推送得

鼓风机“呼达呼达”响，一手转动炭火上的
爆米花机，那个乌黑椭圆戴着仪表的家伙
像一发炮弹，因为它总是在“嘣”的一声炸
响后，才肯送出一袋子白生生，暄腾腾的玉
米花儿。一股香雾散开后，全村子的人便
都听见了闻到了，小孩子们端半茶缸玉米，
捏一角钱，匆匆跑来。看到玉米籽儿都绽
出了圆鼓鼓的花瓣，上面还有淡褐色的细
花纹。趁热尝一把，入口焦香松脆，是乡村
最热门的零食之一。

那时候，多是清苦的日子，偶尔也有纯
净的欢喜。后来，伴随改革开放的步伐，日
子一天天好起来。到如今，吃穿富足，我们
过上了梦寐以求的生活。

眼下，秋色铺满了一桌子。这情景
让人由不得就发了思乡病。土气的纯朴
的小方桌，和我们小时候一家人围着吃
饭的桌子很像。接待我们的主人夫妇，
也与我朴实能干的乡亲很像。天下游子
的故乡，原本都是相似的。在改革开放
暖风的吹拂下，它们有相似的亲情、味道
和温度。3

高高的山，蓝蓝的天，青青的树，碧
碧的泉。丝丝白云在天空中飘移，灿灿
的阳光在大地上挥洒。偶尔几声清脆的
鞭声传来，放眼望去，茂密的草丛里会有
一群白点晃动，老羊倌儿在赶着一大群
绵羊过岭了。又几声粗犷的喊叫传来，
朝四周瞭察，一排黄牛越沟爬坡，不太听
话的幼牛撒欢捣乱，牧牛人嘶哑了喉咙
吆喝。

深山里就是怪，有时明明晴空万里，
几阵凉风吹来，便会阴云蔽日，下几滴小
雨。继而暴风骤来，马上便浓云密布，噗
噗嗒嗒地下起大雨。不一会儿，哗哗的响
声传遍整个山谷，水从北边群山深处汇聚
而来，冲撞着河边的石块，响声让人惊魂
动魄。一场暴雨，村里大大小小的水窑就

灌满了，大家一年的用水就解决了。儿
时，大雨过后，我便和小伙伴们在山谷浅
水处嬉戏。久经冲刷的河底小石十分圆
滑，脚踩在上边，光光溜溜地，十分舒服。
直到浑身湿透，才打着颤回到家。妈妈既
责怪又心疼，抱来一捆玉米秆，在院里点
起大火，给我取暖烤衣服，并唠叨着不准
再去玩水之类的话。但不久后，我和伙伴
们又忘记了警告，偷偷跑到山里。

山里有太多诱惑。春天，漫山遍野的
杏花，远远望去，一片片，一层层，如云似
霞。清风吹来，花儿摇曳，彩蝶翻飞。花
开花落，青青的杏果含羞而出，一点点像
翠珠般晶莹。风里雨中，果子悄悄长大，
压弯了树枝。天慢慢热起来，杏果也脱去
一缕青衣，披上了黄红色的衣裳。遍野的

松鼠，经常爬到树上偷果子，听到脚步声，
便一闪逃之夭夭。此时，山坡荒沟，整个
村子，全是杏儿的倩影。果香扑鼻，沁人
心脾。每当村里有外地人经过，好客的爷
爷、奶奶，热心的大伯、大婶，总是捧出一
把杏，让他们品尝。

这些年，很多外地人都来我们这里看
杏花，坐在花下歇歇脚，照几张相，便高高
兴兴地去了。偶尔会来一群学生，拿着画
夹，手握彩笔，在树旁一蹲就是大半天，粉
色的杏花便跃然纸上。前几年，村里建起
了罐头厂、果脯厂，解决了群众鲜果贮存
难的问题，也增加了收入，许多农民靠此
走上了富裕路。如今，山里优质的黄杏销
往 10多个省市，难以想象，竟有那么多人
分享我们大山里的美味。

秋天是山里最美的季节，漫山遍野，
果儿飘香。酸枣小小的，又红又圆，似珍
珠，一串串，点缀在浅黄的叶子中间，或暴
露在细细的枝干上边，引得行人驻足观
看。山岭上、荒沟里，大大小小的酸枣树，
每一棵都是有主人的。采摘的季节，一大

早，男女老幼齐上山，大人扛着长竿，小孩
提着篮子，遇见小树伸手把酸枣摘下来，
碰到大树，就用长竿敲打，散落下来，在地
上捡。如果想吃鲜亮完好的酸枣，就要不
怕树上的小刺，爬上去，一个一个摘。村
里的三胖子，喜欢在大人面前表现上树技
能，总是第一个爬到树顶采摘。他确实有
办法，腿叉开站在两根细树枝上，稳稳地
抓树叶摘果子。有一天，我悄悄问三胖：

“树上那么多刺，你不怕吗？”他脱掉鞋抬
起脚，只见上面布满了小刺眼，并且已成
了硬块，“这是练出来的！”他神秘地说。
酸枣晒干后，果肉和果核分离，果肉可以
吃，果核可以泡醋——又粗又深的瓷缸，
加些水浸泡，大概两个月后就成了，味道
酸里带甜，不但是做菜的好佐料，还可以
当饮料喝。前年，三胖的父亲开办了一家
萝圈山酸枣醋厂，生意蒸蒸日上！

如今，村里盖起了一排排两层小洋
楼，道路宽敞，街灯雪亮，家家户户装有天
然气、暖气，院前有花草飘香，房后有青菜
碧绿。这就是我儿时的梦啊！3

一桌秋色

小山村的好光景
□李绍光

□李群娟

□葛道吉

当我再一次走上小浪底大坝，凝望着
母亲河巨龙般奔腾的身躯，我的血脉不由
得随着那翻卷的波涛偾张起来，胸中澎湃
的是粗犷、雄浑、豪迈和神往，耳边响起那
句气壮山河而又充满深情的话语：要把黄
河的事情办好！

是的，我曾无数次来到黄河，每每试图
用精辟的言词来赞美黄河，但是她的雄浑
和博大使我的语言显得那么苍白无力。听
着黄河的涛声，仿佛听到祖先炎黄部落传
来悠扬的远古乐曲；仿佛听到数千年来中
华民族在黄河岸边写下的厚重历史和一个
个可歌可泣的故事。故事里记录着巴颜喀
拉的冰雪，记录着黄土黄沙的重量，记录着
羊皮筏、赤脚板和苍凉的号子声，也记录着
黄河泛滥时百姓的哀鸣……

真的治服不了吗？
小浪底 1667 米长的大坝，承载了多

少年的风雨，承载了从孕育、谋划到发展、
成熟、强壮的步履。仰望着大坝北端闸中
央机关建筑上迎风飘扬的五星红旗，聆听
着小浪底的豪言：防洪、防凌、减淤、供水、
灌溉、发电、除害兴利、综合利用……这一
切，怎能不令人感佩呢？

伟人的嘱托，激励着每一个华夏儿女
和无数个治黄史上的当代大禹。

小浪底水利枢纽工程于 2001年全面
竣工正常运用，是治黄史上一个伟大的丰
碑！尽管黄河上已经有“刘家峡”“青铜
峡”“龙羊峡”“万家寨”“三门峡”等长藤结
瓜的水利工程，但小浪底的规模与意义非
同寻常。它有着独特的地理位置，处在控
制黄河下游水沙的关键部位，是黄河干流
在三门峡以下唯一能够取得较大库容的
重大控制性工程，在治理黄河中具有重要
的战略地位。这一结论自 1954年黄委会
拟就《黄河综合利用规划技术经济报告》
开始，1955年 7月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
会第二次会议一致通过了《关于根治黄河
水害和开发黄河水利的综合规划的决
议》，再到 1983年完成了《黄河小浪底水
利枢纽可行性研究报告》，是治黄人在黄
河上经过了 30年的风雨考察与科学论证
得出的。那是一部黄河地理史，更是一部
黄河水沙可控性循环演算的教科书，凝

聚着两代治黄人的智慧与辛劳。
为了尊重科学，对工程更加精细、严

谨，中国国际工程咨询公司拿出了评估意
见，国家计委于1987年 2月给国务院上报
的意见书指出：“在国家财力可能的情况
下，可以进行小浪底水库的建设。”

1991年4月，小浪底水利枢纽工程正式
列入国家计划，确定“八五”期间开工建设。

1994 年 9月 12 日，黄河小浪底水利
枢纽工程开工；1997年 10月 28日，咆哮
的黄河截流成功；2000年 1月，首台机组
并网发电；2001 年年底，工程全面完工，
历时11年。

这是一项举世瞩目的跨世纪工程，是
改革开放的大旗引来了全世界 50多个国
家和地区的技术与智慧，成就了这一震惊
世人的杰作。该工程由拦河大坝、泄洪排
沙建筑物、引水发电建筑物等组成，大坝
为壤土斜心垟堆石坝，坝顶高程 281米，
正常蓄水位 275米，总库容 126.5 亿立方
米，长期有效库容 51亿立方米；泄洪排沙
和引水发电的建筑都是隐形的，108条隧
洞像蜂窝一样固定于北岸的山体内，高处
的中闸室高达 50米，最大洞径 14.5米，每
条洞都超过1000米长，包括导流洞、各种
泄洪洞、排沙洞、发电引水洞以及灌溉洞、
交通洞、灌浆洞、排水洞等。水库在最高
蓄水位的总泄洪能力达 17000立方米每
秒，汛期限制水位 230米时泄洪能力不小
于 8000立方米每秒；水电站在地下厂房
内，总装机容量 180万千瓦，由 6台 30万
千瓦混流式发电机组成，年平均发电量保
持在50亿千瓦小时左右。

如此雄伟的工程，让我时时震撼。记
不清多少次独自行走在坝头、岸畔、水上，
甚至北上水利部，走访黄委会，踏访小浪底
建管局以及移民村等，我时时为小浪底巨
大磁场的吸引力所折服。14万热血移民，
真正体现了舍小家、保建设的家国情怀。
我找到最先移民的小浪底村，村支书贾良
深情地说，小浪底村是整个小浪底工程众
多移民的典型村，大坝永远尘封了历史的
村庄，只留下我们对先辈的追忆，有的老人
逢年过节，在大坝南岸的山头燃一炷香，面
对碧水蓝天深深地叩头……完了补上一
句：我们无怨无悔！

在沸腾的小浪底建设工地，聚集着上

万名中国水利水电劳务大军与来自 50多
个国家和地区的外国工程技术人员，加上
无数台巨无霸和小灵巧的机械设备，是一
个何等壮观的场面！我联系了小浪底建
管局宣传部柯明星部长，又接触了黄河水
利水电总公司宣传部刘红宝部长，听到了
一个个感人的故事。无数个建设者的风
采无时不在激励着我。

我领教了被世界工程界奉为“圣经”
的《菲迪克》条款的威力。《菲迪克》条款
每项都是严肃、无情而公平的，业主与施
工单位哪个违规，都将付出昂贵的代
价。施工中我们吃过不少外商提出索赔
的苦头。

比如我国一家公司在外国承包商手里
进行二标劳务承包的谈判中，约定泄洪洞
的施工允许平均超控 40厘米，签订合同
时，我国公司忽略了“平均”二字。验收中
凡开挖超出40厘米的地方，所浇筑的混凝
土数额以及施工设备、投入人工、消耗工
时、管理费用等，都被列出了详细的反索赔
明细，累计高达 150万元；比如我国《劳动
法》规定每周5天工作制，外商也要以加班
为由提出索赔……

在小浪底建管局任合同部主任的女
工程师李淑敏，看到外商源源不断递上来
的上千份索赔函，心如刀绞，有些明知方
向不对，一时也没有足够的理论依据给予
反驳。就下定决心研究这个《菲迪克》条
款！难以想象，一个年近 50岁的人，从零
开始学英语，她以常人无法想象的毅力攻
克了这一神秘壁垒。李淑敏说：“确属我
方原因造成的索赔我们没得说，而有些方
向不明的索赔坚决不予理会！”

施工中，不少的“节外生枝”，都被李
淑敏有理有据地驳回，为国家避免了数十
亿元的损失。有外国承包商无奈地说：

“这个女人不好对付！”
我也领略了工程监理姜仁东超强的

责任心与非凡的火眼金睛。他从不放过
哪怕一丝一毫的质量误差。那是 1996年
施工高峰年一个炎热的早晨，姜仁东来到
2号明流洞检查夜班的作业情况，发现洞
脸右上角无数根参差的钢筋中，有 9根张
拉锚杆安装成了普通的砂浆锚杆。这关
系到洞脸及进洞施工的安全，必须进行更
换。但是，姜仁东知道，更换 9根张拉锚

杆，最快用时也要在4个小时以上，各种费
用要在数十万元人民币。姜仁东找到了
外商负责人安德瑞。

安德瑞在现场仔细核对后，十分不安。
他对姜仁东的敬业精神与明察秋毫肃然起
敬，他说：“姜先生，实在抱歉，这是我的失
误，给您带来了麻烦，我们马上更换。”姜仁
东内心充盈着一种神圣感。他说，你的态
度、你的责任、你的质量意识决定着正确的
前进方向！

我更领略了中国工程联营体在与外国
承包商于施工竞争中的坚强意志与必胜信
心。那是1996年的年初，火热的工地上到
处是繁忙的景象，二标却遇到了阻力。在北
岸巨大的山体内开挖、布洞甚至立体浇筑，
108条纵横交错的洞体分布在这里。由于
复杂地质造成设计指标与实际情况差异，致
使施工受阻。这家德国承包商不仅提出索
赔，还要求延迟工期。必须反承包！中国水
利水电第十四工程局常务副局长陆承吉率
先提出挑战，水利部又调来善于攻坚的中国
水利水电第一工程局、第三工程局、第四工
程局，组成中国工程联营体。

要想用 20个月干完国外承包商原计
划 33个月的工程量，不革新工艺技术不
行。陆承吉要施展自己的绝技——钻
爆！德国工程技术人员直摇头，不予支
持。陆承吉顶住巨大压力，他清楚一旦出
现意外，那将会使中国的尊严受到损害！
陆承吉没有退路，把啃过无数硬骨头的绝
技发挥到极致，终于准确无误地爆破。中
国工程联营体高质量保证了工期，确保大
坝成功截流！

我还目睹了小浪底建设者为了这一
伟大工程做出的牺牲和努力。刚满7岁的
兰兰在学校听到老师说：“小浪底的学生
因为爸妈都吃住在工地，施工紧张顾不上
辅导他们，学习成绩自然不大理想。”这句
话刺伤了兰兰的心，她委屈地大哭起来：

“我也是小浪底人！”
我更忘不了给外商当劳务工的河南农

民王凤兴，他冒着被解雇的危险，揭发外商
在施工中偷工减料的行为。他的坦荡无私，
赢得了人们的尊敬……

我爱黄河！在小浪底大坝，我无数次
品读和默诵黄河，从没有像今天这样激
动！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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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改革开放 年

□李玉梅

闻着菊香，我来到这个世界。在一座狭长院子里的小屋
里，我奶奶跨出门槛笑眯眯地对二奶奶说，是个女孩儿。

我家的大门朝南开。院子前后两进，东西走向。东边临着寨
墙，顺势开有两孔窑洞，分别住着大爷二爷两家。我爷爷在家中排
行第三，所以住房居于下首，没有分到冬暖夏凉的窑洞，而是住在
前院呈南北走向的大屋里。

大伯和父亲弟兄两家住在前院，二伯则住在二进院内紧挨
二门的槐树屋。之所以称为槐树屋，是因为紧挨屋门有一棵有
着近七百年树龄的古槐。

乡村的大屋，是三间房的形制规模。祖父祖母当时住的大屋
被另外隔出了一间，堆放杂物。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我们一家和
一只花狸猫，住在一间约10平方米的瓦房里，进门即是盛水的大
瓷缸，水缸上面盖着切菜的案板，案板的一头抵着做饭的灶台，灶
台紧挨着北墙。

那些年，我们狭长的院子里先后嫁走了五六位姐姐，娶来
了七八位新娘。日子就那么在贫穷中不紧不慢地过去。

后来，我父亲除了干生产队里的农活外，到了霜降以后，或
者来年的春天，他会拉着一大架子车瓦盆到西边的偃师、岳滩、
夹河里去卖。其实不是卖，是以物易物，拿瓦盆换回红薯干和
玉米，然后把红薯干和玉米拉到镇上出售，有了钱后到鲁庄乡
后林、小相等山村买回大梁和椽子。

伊河和洛河的汇流处是夹河里。有一次，我和父亲一起去
夹河里那一带村庄卖瓦盆，当时父亲和同村的砖爷结伴同行，
带着干粮在当地走村串户地叫卖。那天越走越远，夕阳西下夜
深沉，货没有出手完，不得已留宿在一家放白茬棺材的房子
里。那晚，父亲和砖爷说笑了一会儿，便很快进入梦乡，我却一
直心惊肉跳到天明。

经过多年的努力和积攒，我家在老宅旁边有了属于自己的
院子，大屋也盖起来了，上面还起了一层棚，可以堆放粮食和杂
物。我开始很高兴，但后来抬头看房顶棚顶的时候，发现我家
的房梁和椽子没有别家的粗，别家的椽子又粗又直，我家的椽
子一头粗一头细。当时，老栎木最便宜。我很担心我家的椽子
撑不起房顶，棚不能承重，有一天会塌下来。多少年以后，我还
做梦，梦见我在很单薄的棚子上小心翼翼地走来走去。

我父亲盖门楼的时候，请来了村里有名的泥瓦匠，我们叫
他刺猬哥。一天在家门口，正在砌砖的刺猬哥叫住我，往上一
指说：“玉梅，你家门头上要刻四个字，你说刻哪几个？”我脱口
而出：“高瞻远瞩。”

我父亲一辈子的心力都在琢磨盖房子。党的十一届三中
全会以后，回郭镇的乡镇企业如雨后春笋，集体经济不断壮
大，家里的经济状况逐渐宽裕起来，我们家院子里，大屋的两
边都盖起了厦子房，院子变成了漂亮的四合院。大屋后面种
植着榆树，院子里长着椿树槐树，石榴树下是灰蓝色的影壁
墙，房屋内外被精心打磨成砖灰色。娶新嫂子时，我们家内外
一新，灰的房顶，灰的墙壁，红石墙基，高高的门楼。阳光照在
院子里，一派喜气洋洋的氛围。

我们家原先有一块园地，距村口不远，种着花椒树和桐
树。到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新一茬年轻人都长起来了，村
里开始规划宅基地时，大队为我们置换成宅基地，这样我哥
和大弟分别得到各自的宅基地，我们当地把宅基地叫庄子。
两处庄子相邻，离村口不远，仍然是坐南朝北。我父亲开始
筹划盖这两处庄子。

到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全村结束了盖土坯房的历史，家家
盖起了红砖楼房。而且在打地基的时候，一家比一家把地垫得
高，门楼砌得一家比一家高大气派。我们家要供弟妹们上学，
没有力量盖楼房，所以在打地基的时候，父亲决定先把地基打
坚固，先盖一层，将来一旦条件允许，可以起成二层楼。

父亲把房子盖好不久，有一年春节过后，在县城工作的哥哥
就把嫂子和侄子带到了县城。这标志着父亲的子孙后代，先后离
开村庄，走向城市。

就是在这个家，这个小村子里的四合院，我们兄弟姊妹五
人先后走出来，到城里参加工作，各自组建了家庭。我们就像
蝉的前身一样，从草丛的土地里奋力走出来，在月光洒落时欢
快地攀缘到柳树上迅速蜕变成蝉，然后在高高的树梢上鸣叫，
沐浴清风，呼吸新鲜空气。而为我们一路搭建“广厦”的父亲，
就像坚硬透明的金蝉蜕，将生命的休止符最终定格在他亲自搭
建的一间土坯房里，完成了一生的宿命。

近些年，这一方土地的精神气质发生了质的变化。全村的
楼房都盖起来了，时尚的装修风格让人眼前一亮，现代化的家
具家电一应俱全。我每次回村，都会在村里走一圈，为的是观
赏家家户户门前的小菜园、小花园，和乡亲们唠唠家常，感受一
下新农村的祥和气氛与田园气息。

每次回去，也都要去看那棵老槐树，它依然枝繁叶茂，年年萌
发新绿。它见证了一个家族的建筑史，更见证着一方土地的繁荣
发展和人民的安定幸福。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