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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颂歌

一幅现代“燃藜图”

一、生命篇

当青藏高原的风把云朵唤醒

春天把巴颜喀拉的山麓唤醒

银白的甘露自天而降

美妙的雪莲花张开羞涩的叶瓣

卡日曲河谷和约古宗列盆地

在春之号角的鸣奏中起舞

巍峨丰饶的黝黑大地敞开胸脯

颤抖着蒸腾着喘息着

在日光明净多情的眼眸里

在月光神秘芳香的杯盏中

花朵次第绽放

与昆仑仙境千万个神灵一起迎接大河的诞生

天际歌乐交融 风激云荡

这来自天上的甘泉被命名为大河的起源

《山海经》说：昆仑之丘，……河水出焉

从此一万年长一万里远的大河啊

有了一个神圣的名字 黄河

她把高原的甜梦一滴滴收起

手牵叮咚的水声和春天的图腾逶迤而去

汇入花朵的芬芳 日月的精华 生命的无畏

穿透黑暗和死寂 播撒光明与生机

神话般的特罗巴人自云端而来

与孩子鸟兽花儿一起

翱翔天空 畅游河岸欢乐嬉戏

最初的生命在乐园中拥抱

没有洪水 瘟疫 战争

只有天空的湛蓝和白云以及雄鹰的影子

只有生命的繁衍和丰茂以及诗歌的种子

河水与生命一起弹奏着爱的交响

这是所有人的生命之河

她从每一个中国人的心上缓缓流过

二、爱情篇

“诗仙”李白说

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

这是大河 5464公里的轨迹

更是一场爱的行旅

穿过青海四川甘肃宁夏

流经内蒙古山西陕西河南山东

注入渤海 延绵不绝 生生不息

来自天上的黄河把草原一点点变绿

把牛羊喊到了自己的身边

两岸的村庄有些慵懒和平淡

但美丽的村姑和帅气的庄稼汉

用白羊肚手巾和红肚兜把村庄打扮

黄河，乡村乡民乡土上的黄河啊

黄河，穿过黄土高原冲将而来的黄河啊

勇往直前百折不回地奔流

咆哮不止横冲直撞地跌落

多么像情侣相遇相恋

河水孕育着历史也浇灌了劳动和爱情的欢乐

这绵亘在天地间猎猎勃发的爱情

彻夜不息赴死也要冲破阻拦

这是她爱的抉择更是大河的宿命

愿意一辈子奔腾激荡

从旧石器到新石器

从青铜器到铁器

从《诗经》《易经》到唐诗汉赋

从老子到孔子

从东都洛阳到曲阜和渤海

她以自己永不枯竭的乳汁哺育着中华文明

一年又一年啊

黄河的胸怀越来越温暖宽阔

怀抱着村庄和爱情的母亲

洗去一切炎热冰冻饥荒血泪

成为中华民族伟岸坚韧的母亲

一辈又一辈的人在诉说

这条蜿蜒曲折 多姿多彩的大河

向死而生 气韵悠长

黄土地 黄河水 黄河边龙的传人

诉说中华民族千百年的爱恨情仇

炎黄子孙波澜壮阔的史诗和过往

黄河啊，她是我们的母亲河

她孕育了云蒸霞蔚气象万千的大河文明

她是人类的母亲

三、希望篇

今天，柳树的嫩芽已经露头

大地还带着雪白的冠冕

碧绿的力量正在白雪的怀抱里一起喊

醒来醒来，起来起来

这是永恒的黄河怀揣着希望在呐喊

要把黄河的事情办好

让黄河成为造福人民的幸福河

一代代伟人 提笔摹画

新时代黄河岁岁安澜

绿水青山将变成金山银山

今天，黄河裹挟一路江河湖泊日月精华

穿越大禹用息壤和木犁填平或凿开的大地

来到天下之中的中原河南

五千年中原大地鼓角争鸣

唢呐声起 横笛悠扬

人们低头祈祷

感恩大河绵绵不息的滋养

为豫州大地送来了沉甸甸的果实

母亲河上接群山下连平原

生命怒放千里诗行

汇聚着家国的情怀 历史的云烟 文明的圣火

用深沉的爱灌溉着皇天后土的河南

母亲河一手挽住嵩山一手拉紧云台山

期待着春天里，在河南

拜祭轩辕黄帝的功业

观赏牡丹仙子的娇艳

品读卢舍那慈祥的笑脸

浏览河图洛书伏羲龙马的深邃

参拜释源祖庭白马寺的般若佛光

探问殷墟妇好的久远

感受愚公移山的坚毅

追忆骑青牛悠然远去的老子

激赏老庄道学的浪漫

为勤劳质朴的中原儿女送来衷心的祝愿

大河奔流的故事 千年万年传唱

时光拥抱着河床

拥抱着城市乡村

碧水清流花树掩映 堤翠曲栏

古豫州正换新颜

母亲河 天地绝唱 万古不变

古今辉映 壮美安澜

正挥就山川秀美、政通人和、人民幸福的新篇章3

□王月鹏

井塘是一个村落。村南三座山，村北一座
山，山并不高，一条东西走向的路从村子穿过。

在井塘，有井，有塘，还有小河。水的三种
存在形态，在这里都以日常的方式呈现。遥想
当年，村人最初落户这里，开荒立宅，度势而
居。他们固泉作井，累石为塘，在河上架起小
桥，并且编织了一个吉祥的故事，说这桥是当年
衡王嫁女时所建，故名仪凤桥。如今，大大小小
的山石裸在河道里，河边的那口老井依然有水，
越发显得幽深。我站在井边，听村人讲述关于
村子的各种传说，真实与否已经不再重要，重要
的是眼前这口井。环绕井岩的，是深深浅浅的
十八道绳痕，最深的足有七八厘米，是拔水时绳
索摩擦所致，让人想到日常的力量，笨拙的力
量，缓慢的力量。天还没亮，村人就陆续提桶过
来打水了，他们站在井边，抽烟，闲聊，抬头四面
皆山，低头看到的就是这口老井。山里的一草
一木都已熟稔于心，自然不必多言，村人常聊
的，大多是关于山外的话题。一些故事，一些想
象，水一样哗啦啦地响。午后，妇女在河边洗
衣，孩子们则光着屁股在河里嬉戏玩耍，整个山
村越发生动起来；待到暮色降临，炊烟升起，这
里的一切都变得安静了。

这是若干年前的生活，简单，心安，他们过
了一年又一年，一辈又一辈。无论村子经历了
什么，丰收还是歉收，这口老井从未干涸，就像
生活无论遭遇什么磨难，终将继续下去。这口
老井之于井塘村，既是日常所需，也超越了功能
意义的日常所需。围绕这口井，该有多少故事
发生，有多少故事被讲述，被想象以及被遗忘。

村子里的树，以古槐、古柏、皂角树居多，梯
田上更多种植了蜜桃和山楂树。在村街的拐弯
处，我看到一棵古槐，几乎是长在石头上，裸露
的树根将石头包裹起来。村里的人称这棵树为

“子孙槐”，据说是自生自长的，明朝曾被村人砍
伐了盖房子，后来又生出了小树，如今小树也已
变成老树。我们路经这棵树的时候，树下坐着
一个老人，她看着我们，表情淡然。

房屋都是石头垒砌的。村子处在山的怀抱
里，四处皆是石头，村人天天与石头相处，拥有
雕刻技艺也就不足为奇，他们雕刻的石兽、石
鼓和石磨，至今在村里随处可见；一般的垒墙
盖屋，不必花钱请人，邻里之间搭个手，帮个
忙，就可盖起房子。在井塘村，我看见一个石
碾，看见一个稚童在试着推碾子，看见稚童的
父母在旁边弯腰拍照。曾经沉重的碾子，如今
在游人眼里变成了轻松的道具。村里建有一
处戏台，是沿河砌石，且与平地相连而成的。
戏台前面即是井与塘，周边有一小片的开阔
地，是看戏的空间。每逢年节和庙会，这里锣
鼓喧天，好戏连台；在平常的日子里，戏台是沉
默的。我们去井塘的那天，在一处古院落里，
听到了几位老人现场表演的井塘小调，词是自
编的，动作是自导的，她们的表情里有一份自
足，声调平淡，朴拙，一点也不高昂，却深深打
动了我和同行的朋友们。

我不以为这是所谓的世外桃源。这里有最
真实的生活，有烟火的气息。在这里，时光是慢
的，心态也是慢的，适合静静地走，静静地看，静
静地回忆。这里也有商业气息，但是它们不喧
哗，不浓烈，若有若无，恰到好处。这样的场景，
勾起了我关于故乡的久违记忆。这份记忆，如
今看来更像是一场虚幻的想象，很难找到与之
对应的现实。它们曾经真实地存在过。存在于
我的童年，存在于我的故乡，以及关于童年和故
乡的记忆之中。转眼这么多年过去了。

在井塘，邂逅一些似曾相识的村景，我想起
了童年，想起那段珍藏心底的遥远时光。3

□王方晨

贾宝玉在秦可卿的引领下来到一处“上
房”，抬头看见一幅表述“燃藜图”的画，心中
颇有些不爽。《红楼梦》翻看过无数遍，从没
深究“燃藜图”的故事是什么。只是从下面
的内容猜测肯定是有些“世事洞明、人情练
达”的牵连。至于“燃藜图”之“藜”，也未深
究为何物。没想到我从万里之外的山东，来
到青藏高原上的甘肃省天祝县，见识了一种
被当地人津津乐道的植物——藜麦。没等
我开口，早有人叫出声，这不就是“灰灰菜”
吗！在我老家，田间地头都能找得到它的影
子。我从小就知道它是一种野菜。

过去穷困时期，粮食不够吃，蔬菜更是
缺乏，一年到头就是白菜、茄子、豆角、黄瓜、
辣椒、萝卜、冬瓜等等有限的几样，所以就很
需要一些野菜来作补充。剜草时只要遇上
野菜，都会剜回来。但说实话，野菜也不是
常吃。要满足两个条件，其中一个是量要
够，两棵三棵的也不值当；第二个是吃野菜
的时间要有足够的间隔，不能光顾吃，还要
考虑节俭油盐酱醋，或许油盐酱醋稀罕更
甚，顿顿有菜吃那是财主家的日子。

灰灰菜吃起来当然是灰灰菜的风味，我
觉得还是比较愉悦的。实际上，一直到我离
开老家的土地，开始在城里生活，我都没有
过过痛快地吃灰灰菜的瘾。汪曾祺老先生
常在一些文章里写咸鸭蛋多么好吃呀，野菜
苗多么好吃呀等等，别人看了着迷，心向往

之，我看了只感到阵阵心酸。真苦了老爷
子！这灰灰菜到他手里，凉拌、清炒、蒸煮，
不知会变出多少花样，让老爷子垂暮之年回
忆起来，一次次“唾津的潜溢”。

青藏高原上的藜麦，跟灰灰菜一个模样，
区别是植株的高大粗壮，而我老家的灰灰菜，
是择食它的嫩叶、嫩茎，一旦老了，只能作干
柴烧，到了天祝这地方，则取其实而食。所谓

“燃藜图”，黄衣老人拄“藜杖”，此“藜杖”当为
高大粗壮的灰灰菜秸秆，老家不常有，在青藏
高原由野生变为大规模种植，已不为稀罕。

取食灰灰菜的种子，我想都没想过。橘
逾淮北而为枳，灰灰菜到了青藏高原的天祝，
变异为能够结出大量籽实的藜麦，也未为可
知。尽管当地人一再声明，藜麦引自南美，适
合在中高海拔山区生长，耐旱、耐寒、耐碱，我
都觉得是橘枳的道理。灰灰菜来到青藏高
原，这里才是它真正的家。一旦找到自己的
土壤，就要憋着劲儿地憨长，叶更肥厚，秆更
高粗，要把原来微不足道的那点籽实长得嘟
嘟噜噜，好像捧出来的一串串葡萄，一穗穗高
粱。据说，藜麦成熟时，田里的景象煞是好
看，满眼红彤彤，熊熊燃烧的火炭一般。

来天祝的当晚，我就喝过了用藜麦熬的
粥，感觉不像小米粥那样黏稠，喝在嘴里粒
粒清楚，像我吃过的灰灰菜一样，别有一番
风味。我无意于做一个美食家，不会去细品
慢咽，只要喝下去肚腹舒服即可，但还是有
心辨认了一下它与小米的区别。小米煮透
就涣散开了，藜麦煮透了还留有一个浅白色

的小小的圆环，我觉得这该是它的胚芽。奇
怪的是，胚芽竟长在外面。

但造化又有什么可惊奇的呢？在我的
老家，大地繁育了小麦玉米大豆，在甘肃省
的天祝县，大地也在繁育独属于自己的物
种，所以我看到灰灰菜摇身一变，成了迎着
高原阳光，恣肆憨长的藜麦。还有在东部常
见的蘑菇，其实在青藏高原这样的环境才更
适宜生长，品质也更高。道理我就不说了。

我只是没想到，青藏高原也并不是人们
想象中的那样土地贫瘠。如今讲究生态保
护，至少我在天祝县看到一片青山绿水。祁
连山上，林木葱茏。大通河水，汹涌澎湃。
山谷草原，绿意盎然……那时正值盛夏，却
透着阵阵清凉。这里有个天堂镇。从炎热
的东部来到天祝，尽情享受着美景、美食，可
不就有些天堂的意思。

不禁想起杜甫的诗句“造化钟神秀”，岂
止夸荣泰山？自然的形态，大地上的物产，
在我看来，都是人间的神奇和美好。

常言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我理解这
句话的意思，尚不重在生活方式、思想观念和
文化特征上面，而是感叹一个地方的人依靠
大自然的慷慨，加上人们辛勤的劳作，就足以
很好地生活。我不知道十年前，二十年前，甚
至更久，天祝这块土地是何状况，但我只相信
我的眼睛：这里如同受到了上天的眷顾。

又想到了藜麦丰收时节的盛景。恍惚
间，眼前一缕轻烟，遥遥与天交接，当非燃自
柏枝，实乃一幅现代“燃藜图”。3

□丁威

冬天里，雪花自在纷扬，只一味地下着漫天
的白。在暖屋里，望出去，寒意也在雪中纷披。
此时，屋内要是有一壶清茶，或是一炉煊羊肉，一
杯烫过的酒，两个人吃一口羊肉，酌一口酒，也把
眼光透过窗户，把窗外雪花的纷纷，和凉白，捉一
些到眼睛里，和上炉子的暖，酒的辣，这一寒一
暖，在身体里也酿出一点别样的滋味来。

在心里还渴望着什么呢？颜色。纷披的雪
花里，只一味地白，要在这白中添一点热烈的颜
色才好，目光便在醉意里望出去，不至于单调，不
至于索然。像是两个人，酒到微醺酣畅处，茶到
苦涩回甘处，突然，什么言语都失了声，脑子里踅
摸不到一句话时，却不是尴尬的，就都把心思神
游出去，把眼神放量出去。墙角处，一株红梅，傲
立雪中。眼神里忽然有了色彩，终于是，神思回
暖般，攒了一句两句贴心的话，瓜子一样吐出来，
伴着两个人口中的茶水，咀嚼着，气氛便因此又
轻松了，这便是雪天红梅的好处。

我家里有一株腊梅，在许多闲散文字里，我
一再说到这株腊梅。它的好，在于万花皆睡时，
它醒来。我家的一座园子，四季里除了冬，便一
直是热闹的。你赶着我的脚，我牵着你的手，一
朵花，追着一朵花，花与花，皆追逐着，比着开放，
总是在每天早上醒来，阳光明亮地照耀时，一簇
一簇都开到吵人。我只好脸也不慌洗，牙也不忙
刷，非要在花的各处转转，把每一朵新开的花都
看到，把每一株花的新数都点到，看够了，点到
了，这一天的读书、写字，才能开始。也经常是，

妈妈早起，也要围着花转上好几圈，吃饭时，便跟
我说开了好些，哪些更好看。

这些好，也许统统都比不上梅花的好。一场
雪，哪怕没有一场雪，只一场突临的霜降，一场寒
气的奔袭，一座园子就顷刻间，凋零了它的颜色，
变得枯黄。我在园子里转几圈，即使脑袋上有一
整天的暖阳，即使我读了一整天的好书，却还是不
高兴啊，颜色都从我眼睛里被季节的霜雪吹走了。

好在，还有一株腊梅。不经意间，一味思绪
般抓不住的香，恍然在你鼻子前掠过，找着寻着，
才发现，腊梅开了！走到腊梅前，一粒一粒的小
骨朵，含着心思一样，一个远离着一个的，粘在枝
条上，一天，两天，一朵开出来，一朵落下去，再一
朵开出来，再一朵落下去。满地的，落了的花瓣，
我一粒一粒捡起来，收到房间的盘子里，也是能
香好几天，而那满枝条的花，只开到春来，冰也消
融，也还在漫天漫地的，把清浅的幽香送给你。

日头好的时候，我就在后院看书，头顶是瓦
蓝的天，逆着阳光的，是一株开满黄金花骨朵的
腊梅，一粒一粒缝缀在枝条上，借着暖阳，把一身
的幽香，弥散开来。

腊梅好，明黄，生动，但要在我心里排一排位
置，我倒更愿意把红梅排到腊梅前，好到下雪时候，
一味地白里，灼人眼的来那么一抹红，真是惊艳。

今年的雪只飘飘洒洒下了那么一阵，春节
呢，却已经是不远了。你看，一株红梅就那么开
了，裹着雪花的白，羞涩地，从缝隙中露出一点
红，我跟师友都把目光越过窗户，把那抹明媚和
灿烂看了看，就又相举着酒杯，喝下一口。

我们并不言语，四周暗香浮动。3

井塘古意

□庞晓畅

风带着冬日的寒凉，刮过偌大的园
子，刮过一草一木。一片片树叶携带着
春夏两季的繁荣与生机慢慢飘落。

我就是在这个午后遇见了你。
那时我刚搬进新家，透过飘窗，就一

下看到了你。悠远而湛蓝的天空下，你
就是那样静静地站着，在那个两楼交接
的小角落里，杵着灰秃秃的枝丫，默然无
语。你真的长得一点也不好看，与满园
的香樟、梧桐、樱花树相比，就像是被人
遗忘在这个连阳光也不爱眷顾的一角，
尴尬地低着头，像是无人怜爱的小孩
子。似乎所有人的目光都不会在你难看
的枝干停留，人们流连于名贵的花木，想
象着它们在春日馥郁的花香。似乎连园
丁都忘记在你身上挂牌子。全园数不尽
的花木中，只有你没有名字。

就叫你无名树吧。我想。
那天我从你身边经过，捡起一片地

上的落叶，枯黄的、羸弱的，叶片的末端
向一侧微微倾斜，在年幼的我看来，倒
像一对瘦骨嶙峋的翅膀，但没有任何美
感。倒也难怪，在这个灰暗的角落，在

这个被人遗弃的角落，又怎孕育得了枝
叶青翠、满树芬芳？

日升月沉，冬去春来。当浅草的
清甜、细雨的迷香、花朵的馥郁、轻风
的芬芳伴着莺歌婉转在园子里氤氲又
消散，消散复徘徊时，我才明白春日的
旖旎风景早已在园中荡开。朝霞催开
桃花的艳影，清风浸染垂柳的清丽，我
沉醉其中，无法自拔，直至走到那个角
落。满树繁花在两楼间隙中细碎的阳
光下盛放，一瞬间似乎看到了点点碎
金挂在树上，灿烂夺目。是你，是你！
那被人遗忘的无名树。我默默地看着
你，看着徘徊在你枝丫间的风儿晃来
晃去，落英缤纷，却难以拾起你的思绪
与我的震撼。

我突然想起你的树叶——是的，你
的翅膀，顿时释然。那是你的翅膀，你
渴望生长，渴望开花，渴望辉煌的翅膀，
带着你摆脱灰暗，只用那倾泻下来的寸
寸阳光，当春风一度，悄然开放。角落
又怎奈何得了你，遗忘又怎奈何得了
你，你只是带着微笑，带着翅膀，飞向太
阳飞向光。

树为这般，人亦如此。3

无名树的翅膀

□米成洲

在康河，有一汪流水记得我

那是在梦里，我的思念随风而动

河边的草坪是我的童话

如今，我像草坪上的那棵老梧桐

怀抱绿色的宁静

乘一叶小舟溯流而上

在岁月的美景中，打旋

再临康桥

一股清流环绕着我

我想起儿时村头的那条河

那里流动着我对未来的憧憬

那里映照着我眺望远方的身影

挥挥手，作别康河

我步履沉重

我还想回到童年

与梦一起成长

与苹果一起成熟，慢慢下落

鸽子

在大海与陆地之间

一只鸽子，在云里穿梭

巢，筑在人们的额头

在呼啸的海风里，鸽子

擦着浪花，掠过湛蓝的天空

翱翔

此时，我伴着天涯的孤云

像一只鸽子

过年了，我踏浪而归

回到没有惊涛的诗里

再吟平原的斜阳和草树

趁着夜幕，在微风荡漾时

重温酒里的文字

在那里，我遇见故乡

在熟悉的微风里，感到温暖3

冬日梅香

在康桥 （外一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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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欣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