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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庆玲

一

北魏孝明帝孝昌三年（527年）晚秋，59岁
的御史中尉郦道元被任命为关右大使，他将去
往长安。

长安千里迢迢。年近花甲的郦道元几乎
要动摇了，他和所有老人一样，也想安享晚年，
也想含饴弄孙。

郦道元的父亲郦范功高位重，深得北魏几
位皇帝信任，更获得外姓最高爵位——范阳
公。20多岁时，父亲病逝，郦道元继承了父亲
的爵位，任尚书祠部郎，执掌文书奏章。

太和十八年，是北魏历史的拐点。这一
年，魏孝文帝正式迁都洛阳。通往洛阳的官道
上，鲜卑人络绎不绝，马匹跃过，辎重隆隆。郦
道元也在其中，在路边，他停下，掬起一捧土，
嗅了嗅，揣在囊中，他知道，这一走，可能永远
不回来了。这一年，也是郦道元生命的拐点。
孝文帝北巡——出巡北疆六镇，直至阴山一
带，随从者就有郦道元。多年后，郦道元在其
地理名著《水经注》中留此存照：“余以太和十
八年，从高祖北巡，届于阴山之讲武台……”

北疆每一条河流的流向、水势，每一座山
脉的高度、走向都深深地烙在郦道元心中，以
至于多年后，当他提起笔，这幅酝酿已久的水
墨就从笔端倾泻而下，是为《水经注》。

回到洛阳，郦道元被提拔为治书侍御史，
为六品官，监察弹劾官员。

两年后，北魏宣武帝景明二年（501年），
33岁的郦道元任颍川（今许昌市）太守。之后，
又为鲁阳郡（今鲁山县）守。任上，他建学校，
整吏治，化风俗，郡里一时大治。只是日子长
了，郦道元的“威”难免刺痛某些人的神经，不
久，他就因“刻峻”被罢了官。

岁暮。回京城的路上，郦道元裹紧了身
子，步履却一阵踉跄。其实，他何尝要“刻”要

“峻”，他何尝不知春风比冬风暖，与人方便就
是与己方便？只是，严酷的现实不允许他和
稀泥……既如此，那就换一种生活吧，所幸，
他还有一部《水经》可注。郦道元叹息着摇了
摇头，继续前行，大风吹，落日黄，尘土飞扬，
郦道元的背影越来越小，直至最后融入远方的
地平线。

二

冬夜，飘摇的油灯下，是郦道元专注而憔
悴的脸，他时而翻书，时而提笔，时而凝眉，时
而舒颜。大风刮得窗棂呼呼响，也刮得屋里忽
明忽暗，郦道元的脸色就在忽明忽暗的夜色中
隐现。良久，他伏在桌上睡着了，书稿滑落在
地，惊得他蓦然醒来。他俯下身捡起书稿，封
面上，《水经注》三个大字赫然在目……

魏晋南北朝时期，战
争频仍，更朝换代快，民
族迁徙频繁，南北民族大
融合。这一时期出现了
许多地理学著作，但这些
文赋太零星太主观，不能

满足郦道元的国家大地理的想象。最后，郦道
元选择了中庸的《水经》。《水经》是一部研究河
流水道的典籍，著于三国时期，作者不详，记述
了全国 137条主要河流，却文字简略，详情阙
如。

很早时候，郦道元就对水感兴趣。水至
柔，能恒顺万物；也至刚，能水滴石穿；水自利，
能洁身自好；水利他，更能涤荡万物；他喜欢
水，喜欢看水天一色，水起风生，也喜欢看月印
千潭，波澜不惊。水是他的朋友，让他润泽；水
是他的属民，让他牵挂；水是他的镜子，让他警
醒……而《水经》则是水的汇集。尽管作者不
详，诸多水文资料也不详，如一尾鱼的骨架。
但郦道元决心为其做注，他要丰满《水经》，给
这条鱼以血肉以生命，使其畅游在古中国的书
籍文献中。

为此，郦道元一直在路上。从追随孝文帝
北巡，到颍川、鲁阳、东荆州任上，再到免官闲
居，他一直都在有意无意地为注经做准备。无
论是主政还是游历，郦道元每到一处或跋郊涉
野追根溯源，或走访民间采集谚谣，将沿岸自
然地理和人文地理一一记录在册。北朝国土
凡是能到之处，他都亲力亲为，南朝国土他则
遍阅资料，考证判断，甚至连国外的河流资料，
他也一一考证记录。

郦道元决定要打破南北朝对峙的政治藩
篱，纳天下河流于一彀，在纸上开辟出一个庞
大而统一的地理帝国。因此，他可以对北朝的
水道亲切有加，也可以对南朝的水道心平气
和，甚至在书中引用南朝皇帝的年号也不用心
存顾虑。

《水经注》记载的河流有 1252 条，是《水
经》的8倍。引书多达437种，辑录了汉魏金石
碑刻多达 350种，它如一幅画卷，在历史的天
空，依次展开了从先秦到南北朝两千年间的一
个统一帝国的地理、文化、历史……

公元 523年，《水经注》基本完成，郦道元
终于吁了口气。他从书稿中抬起
头，隔着萧萧落木，听到了朝廷的
宣诏声……

三

复 出 的 郦 道 元 戎 马 倥
偬。先是任河南尹治理京
城洛阳，接着又前往北方
六镇，整改吏治，筹备军
粮……

回京后，58岁的
郦道元升为
御 史 中 尉 。
从弱冠到花

甲，从侍书御史到御史中尉，画了一个圈，他又
回到了原地，接下来就是被任命为关右大使，
去往长安。

冬日，通往长安的大道上，郦道元和弟弟、
儿子、侍从一路前行，走到阴盘驿亭（今陕西临
潼县东）时，马匹忽然嘶鸣起来，树林后人影幢
幢，郦道元吃了一惊。夕阳下，漫山遍野的叛
军正以包围之势向他们合拢而来。

以多年的军事经验，郦道元率领侍从占领
了岗上的驿亭。岗上可以坚守，等待援军到
来，但他忽略了致命的一点——水井在岗下，
而此时，岗下的叛军正虎视眈眈。人困马乏，
口渴难耐，郦道元只得下令侍从
掘井。山高水低，掘了十
余丈也不见水，侍从早已
精疲力竭，而此时，叛军正
一步步逼来……最终，刚
猛的郦道元死了。临死
前，他还在厉声斥贼。

郦道元，这个渴
望建功立业的北魏汉
族男子，因种种原因，
政 治 上 没 有 大 的 建
树，却在纸上建立了
一个雄伟无比的江山
——《水经注》，成为
我国六世纪以来
的地理百科全
书，成为国家
治 理 河
山 的 依
据。8

历史深处

郦道元注《水经》

精彩周末/人物·时空│202018年 12月 14日 星期五
责任编辑 刘向东hnrbrw@sina.com

□曾权伟

我珍藏着一部黑色手摇把电话机。
上世纪70年代末期，我在村里当通

讯员，主要职责是值守电话。当时，全村
5000多人对外联络的通讯工具，就是这
部黑色的手摇把座机。它的忙碌可想而
知：每天不仅要接听乡里的通知，定时向
上面汇报生产情况，还经常需要我骑自
行车赶到当事人家中传信儿……它就像
一个枢纽，把全村每个家庭与外界联结
在了一起。

当时，我是村里“最吃香的人”，不管
是大队干部还是村民，一见到我就上前
打招呼，还经常问询有没有他们亲属
打来的电话。记得一个雨夜，村里有
个孕妇难产，是我把电话打到乡邮电
所，通过他们转接到县医院叫来了救
护车，采取措施后孕妇才转危为安；我
二伯深夜病逝那天，家里想给在安阳
工作的大姐报信，为了不耽误时间，我
与乡里总机沟通，长途电话从县里转
市里，再转到安阳，足足等了半个小
时，才接通电话……

那时候，电话线与广播线架在同一
个线杆上，遇到刮风雨雪天，两根线经常
缠在一起，电话打不通。而越是这个
时候，往往越会有上级的安排。所以
一遇到两根线绞在一起，我就心急如
焚，得冒着大风雨雪肩扛一根竹竿，深

一脚浅一脚沿线查看。记得有一年冬
天，雪下的特别大，当我扛着竹竿回来
时，外衣、内衣全都湿透了。可当听到
电话线路通畅的嗡嗡声，饥饿、寒冷也
就烟消云散了。

时代的潮流滚滚向前。上世纪 80
年代中后期，村里在外工作的人对我说，
城市都用上了程控数字按键电话，只要
对方有人，一拨号就能直接通话，可方便
了。那几年，我一直在寻思，啥时咱也能
用上这样的电话啊？

1991年，我梦寐以求的数字程控按
键电话终于进了寻常百姓家。村委和代
销点安了这种电话后，那部为5000多村
民作了 10多年贡献的手摇把电话机光
荣退役，被我收藏了起来。

有了按键电话，我的工作轻松了许
多，乡里的电话通知会直接打到村干部
家里；代销点的公用电话，也让村民接
打电话方便了起来。再后来，这种电话
很快在全村普及，1997年，全村装家庭
电话的户数占到了 90%以上。电话普
及后，村民与外界的沟通越来越多，信
息就是资源和财富，不少村民办起了企
业。

1999 年，第六代通讯工具也就是
第二代移动电话进入了人们的生活，我
们村不少人购买了诺基亚、波导等品牌
手机。到了 2000 年后，随着小巧玲珑
的多功能手机在平常百姓家中普及，人

们 用 手 机 沟
通 联 系 成 了
家常便饭。我们
村一个村民在田
地这头浇地，用手
机告诉田地另一头的
妻子做好准备，水要到
了。

时代在发展，社会在
进步。现在，我们家每人
都有一部智能手机，不仅
能接打电话，还能上微信，远
在上海工作的儿子每到周末
都会发视频与我们聊天。去
超市，住宿旅游，也不用带现金
了，拿手机扫扫二维码，一切都能轻
松搞定。年逾八十的老母亲说，现在
这手机，咋看都觉得像是神话里的

“百宝箱”啊！
这时候，我就想起了过去，想起了那

个笨拙的黑色手摇电话机。我有时会把
那个珍藏的东西拿出来让孙子们看看，
告诉他们，改革开放 40年，人们的生活
发生了多大的变化啊！8

那台手摇电话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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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刘向东 本报通讯员 刘奕昕 彭天增

傍晚，细雨霏霏，正是交通高峰期，郑州市农业路（经三路至花园
路一段）拥堵严重。等着通过时，记者前面一辆出租车的女司机忽然
走下车来，一边往身上套着印有“义务疏导”的马甲，一边往马路中央
挤去。她挥舞着荧光棒，左指右点，三五分钟的样子，道路通了！

女司机返回出租车时，记者好奇，问她：“义务疏导”是怎么
回事儿？

“我有组织。杨华民是我们的头儿。”女司机笑呵呵地解释。

在省会郑州，经常走农业路花园路交叉口
的司机对“杨华民”这个名字不会陌生。多年来，
这个郑州市交警五大队的普通民警，在站岗执勤
中时时观察，处处留意，独创出不少事半功倍的
工作法。他还是省会最早开微博的交警，经常以
快捷的方式向10多万“粉丝”传递路况信息。

近年来，老杨获得的荣誉多了。今年国
庆节前夕，他还作为“全国人民满意的公务
员”和“全国道德模范”荣誉获得者，应邀赴京
参加了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国庆招待会。

成立交通义务疏导队，缘于老杨的一条
微博。2016年初春，因地铁站和立交桥同时
在建，农业路花园路交叉口经常被过往车辆
堵得一塌糊涂。吹着口哨，打着手势，老杨和
几名交警竭尽全力疏导，高峰时被堵的车辆
仍排成长龙。“警力有限，民力无穷啊！”有一
天，他忽然想到，要是能多一些人手在这里疏
导该多好。他试着发了一条微博，想看看有
没有热心人愿意来此义务服务。

微博发出不久，就有4名“铁杆粉丝”赶来
了，“杨警官你说吧，让我们怎么做。”大喜过望
的老杨当即给他们指派了任务……然而，看着
他们不规范的指挥动作，老杨有些哭笑不得，

“虽然他们都是热心人，但毕竟没受过专业训
练。”随后几天，赶来的热心人越来越多。他们
站在路口协助交警疏导交通，但由于动作不规
范，更缺乏专业技能，疏导效果不甚理想。

专业培训。老杨作出了这样的决定。两
年来，每到周六下午，老杨和这个岗上的交警
们，都会在立交桥下的空场上，对这些热心人
进行交通法规和道路交通指挥手势培训。如
今，每天的每个高峰岗，这里都会有身着“义
务疏导”马甲的热心人和交警、协管员一起疏
导交通。他们的一招一式，标准，正规……

车辆有序通过，路人的抱怨变成了赞许。
老杨在微博中这样写道：动员社会力量来管
交通，既宣传了交通安全，又弥补了警力不
足，关键是过往路人受益，何乐而不为呢？

2016年 4月，老杨正式“招兵买马”的微
博发出后，报名参加交通义务疏导队的人接连
不断。虽然名额一直被老杨限制着，但最终还
是有100多人加入了进来。一家企业的老总
还专门给他们捐赠了统一的服装，腰带、反光
背心、荧光棒、哨子等一应俱全。经过老杨和
交警们的不断培训，他们的疏导能力越来越
强，动作越来越专业。这些热心人，他们不是
交警，“在法律法规许可范围内协助警方进行
义务交通疏导”，这是老杨对义务疏导队的定
位。他们有着共同的心愿：让城市不再拥堵。

就在记者对老杨和这些义务疏导的热心
人进行采访时，发生了这样一幕：绿灯亮起
时，由于另条道路上的车辆没过完，义务疏导
员丁女士伸手举旗示意绿灯下的行人缓行。
一个骑电动车的中年男士却剐蹭着她向前冲
去 ，嘴 里 还 嚷 着“ 绿 灯 亮 了 为 什 么 不 让

走”——“拦绿不拦红”是老杨独创的工作法
之一，即在另条道路车辆未完全通过时，有意
拦阻绿灯放行的车辆缓行，以免车辆在路口
中央拥堵。丁女士就是按这个方法工作的。
提起裤腿，看着蹭破皮的小腿，丁女士苦笑。

“遇见这样的事儿，咋办？”记者问。“觉得委屈
就发发朋友圈呗！”丁女士说着，拿出手机拍
下了“小腿照”，在微信里发了图。配文是：理
解一下，我是在为了你的安全！

丁女士是郑州市“雷锋出租车队”的司
机，也是老杨组织的交通义务疏导队的第一
批队员，两年来，几乎每天她都要穿上马甲在
拥堵的路段疏导交通。通过电台得知附近有
拥堵路段时，她还会驱车赶去疏导。

“天天这样，不耽误你挣钱吗？”记者问。
“没事儿。无非是晚上我多跑几个小时车。”
丁女士说。

一呼百应

义务疏导

遍地开花

纪念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往事

经常在老杨值勤的路口义务疏导的，有
一对在郑州打工的青年夫妇。夫妻俩的交通
工具都是电动车，他们的车后备厢里随时放
着“义务疏导”的马甲。前不久，他们回项城
老家时也把马甲随身带着，看到镇集市上车
堵得厉害，夫妻俩二话不说穿上马甲，一人把
守集市一头，用手机相互联系着，不一会儿就
使道路通畅起来……

“我们每个人都把职责融入日常里了。”网名
“黑土”的疏导队员说，国庆节时，他开车去黑龙
江，沿途每到一个城市下高速进市区，他都会提
前穿好马甲，遇到堵车就主动上前疏导……

疏导队队员们的义举，也不断感染着身
边的人。郑州公交公司有个义务疏导小分
队，他们两年来一直在一所交通经常拥堵的

小学校门口疏导交通；“雷锋出租车队”自发
组成了一个由 30多名司机参与的义务疏导
队，不分白天黑夜，只要看到交通堵塞，就会
立即通过电台联络附近的伙伴来排堵……

交通义务疏导队，这个来自社会各行各业
的100多人的队伍，在遇到交通事故时，他们
也显得很专业，一面保护现场协助抢救伤者，
一面联系交警部门，尤其是遇到有人肇事逃逸
时，他们还会运用“战术”，利用车载电台撒网
布控围追堵截，为警方及时提供线索……

两年过去了。眼看自己组织起来的交通义
务疏导队越来越成熟，越来越出彩，老杨深有感
触地说：“我们的警力是有限的，但民力真的是无
穷的。当越来越多的人自觉维护交通秩序时，即
便有再多的车辆，道路依然是能够畅通的。”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