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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 不 见 黄 河 之 水

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

回……”李白这句诗，将黄

河波澜壮阔、奔流入海的

自然奇观表达得淋漓尽

致，千古流传。

河流是大自然的馈

赠。它拥有神奇的力量，滋

养土地、孕育生命，带着独

特的地理地貌，与生长于斯

的百姓相依共存，生发出不

一样的民风民俗，形成丰

富多彩的地域文化。

每个人的心中，大概

都有一条河，它伴着人

们成长，留下诸多难忘

的记忆。这些记忆，

诉说着过去的故事，

见证着城市乡村

的发展，也预示着

未来的幸福和繁

荣。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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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智信

东沙河是商丘市梁园区北部黄河故
道的一条支流，往东南流淌一百公里后注
入大浍河。我出生的村庄叫杨都司楼，就
位于东沙河岸。那时杨都司楼隶属原商
丘县张阁公社，张阁位于陇海铁路旁，设
有火车站、高中及一些社办工厂等。

年少时，没少来回过这条东沙河。
只是那时河上没有桥，平时河水也不深，
夏天穿着凉鞋就能蹚过，其他季节要先在
岸边把鞋袜脱了，再赤脚而过；有时骑了
自行车，需把车子扛上肩头。要是架子
车，就只能前拉后推，硬拽上去。有一年
秋天，母亲同生产队十几位社员拉架子车
去公社交公粮，来到东沙河边大家停下
来，四个大人一组，喊着“走——嗨”的号
子，一口气冲到对岸平路上。车轮甩起的
水花溅湿了他们的衣裳，我们几个不懂事
的小孩在旁边觉得好看又好玩。

这一带的东沙河两岸低洼、盐碱地
贫，庄稼长得都不景气，倒是坟岗不少，
晚上阴森可怕。所以我们那不是有非要
办的事情，一般夜晚不过东沙河，也不到
河滩南地去。

我到外地工作的第二年暑假回家探
亲，乘火车直接到了张阁站，本以为父亲
会在工作单位，不巧他回村了。此时已是
夜里 10点多，我就找人借了辆自行车摸
黑往家赶。过了河滩村快到东沙河岸时，
我听见路边一口机井旁的石头上发出“啪
啪”的响声。我赶紧往前，扛起自行车蹚

过河，回到家时，心还吓得怦怦直跳。
2010年的一个假日，我回老家，远远

就望见东沙河上架起了一座白色的石桥。
我欣喜不已，在桥上来回走动，又依栏欣赏
两岸的风景。想起当年蹚水过河，还要扛
车、推车的艰辛，再看看脚下平坦的桥面、
两边洁白的石栏杆，不禁生出些许感慨。

近几年商丘市加大了城乡河流治理
的力度，实行河长制，控制生活用水排
放。同时进行河流生态环境建设，植树种
草护绿，东沙河变得水清景美。

如今，随着家乡城镇化建设步伐的
加快，东沙河日渐焕发出新的蓬勃生机，
两岸村民的生活也越来越幸福。6

□崔小玲

我的家乡在修武县。这里有一条古
老的河，自西向东穿城而过，它就是著名
的隋唐大运河永济渠的一个分支，史上
又称预河、小丹河，自明代起以漕运为
主，故名运粮河。

记得 1988年刚参加工作时，晚上和
同伴在县城游逛，走到南关桥头，发现桥
下水流潺潺，水草随风浮动，不禁感慨县
城还有如此清流，一旁纳凉的老人说，这
是一条古运河，过去河里还跑船嘞！

1998年，地产开发商在南关桥北岸开
发了一个住宅小区，因为属于学区房，我咬
了咬牙，东拼西凑交了首付，定下一套小
院，次年10月就迫不及待地搬进了新家。

新家房后就是运粮河，那时就是一
条城市排水沟，周围居民的生活废水都
直接排到河里去，岸边杂草丛生，淤泥越
积越厚，臭味越来越浓。我们的房子地
势高，地基扎实，每年汛期，住在低洼地
势的居民总是“在劫难逃”。

2002年，县里对运粮河进行了一次
彻底清淤，河床加固，河岸装上了石栏
杆，岸边还种了柳树，路面也进行了平整

硬化，容颜惨淡的运粮河总算焕发点新
意。白天，运粮河畔流动着学生、晨练
者、叫卖的商贩、匆匆的上班族；晚上万
家灯火时，街坊四邻锅碗瓢勺的碰撞，河
岸边草虫的低吟，胡同口打闹嬉戏的顽
童和围坐街边唠家常的大人们，融汇成
一幅欢乐祥和的人间烟火图；深夜，枕水
而眠，鼾声都是温润的。

运粮河畔的家，我们整整住了 13
年。那里承载了两个孩子金色的童年，孩
子班里的小同学也一度把我们家作为上
学的中转站，尤其是每天放学后，一群熊
孩子在胡同里“大闹天宫”，还经常跑到房
后的河沿上，拿小石子、土块往河里扔，比
谁扔得远，看谁溅起的水花高。每年开春，
我们几家住户会在房后种上时令蔬菜，闲
暇时到菜地里拔草、浇水、摘菜。夏秋季
节，放学路过的孩子们把菜地里的南瓜秧、
丝瓜秧拽到石栏杆上让它们往河里长，害
得我们想要摘瓜，得趴在栏杆上拽回瓜秧
才能得手。日子在孩子胸前串着红丝带
的钥匙上、胡同口商贩们高低起伏的叫卖
中、拥堵的机动车刺耳的喇叭声、雨天里
遍地菜叶的泥泞中和运粮河蚊蝇成群的
嗡嗡声中快乐又尴尬地继续着。

2017 年 6 月，在全
县人们的殷切期盼中，运粮
河的治理及生态改造工程拉
开帷幕，沿岸居民征迁势在必行，
我家自然在征迁之列。大家用最短的
时间整理好家里的大小物件，和曾经的
家做最后的告别。

也就是这时候，我才从媒体了解到
运粮河喧嚣的过往。明清时期，运粮河
东通卫河，直达天津，仅修武段就有31公
里，水面宽阔，大载重的木船可并排行
驶，是重要的水上交通大动脉，直到1905
年铁路修通后，运粮河漕运功能才逐渐
衰退。如今的东关村，就曾是客商云集
的货运码头，当时被称为“小天津”。

此次运粮河综合改造，总体设计突
出美学加旅游特色，道路地下管网实行
雨污分流，安置小区为南北通透的全电
梯住宅楼，配套设施齐全，使沿河居民生
活有了质的飞跃。

今年7月，运粮河拆迁安置房全面竣
工，我也选定了一套称心如意的新房子。
傍晚漫步在运粮河畔，如徜徉在一帧唯美
画卷中，历史云烟尽显，诗情画意同在。
运粮河已成为家乡人心中的幸福河。6

□李人庆

在鲁山县有一条河，发源于四棵树
乡的深山幽壑。

清晨，我喜欢坐在河边，静静地看着那
绿荫夹岸的一道水流缓缓东去。河水清
澈，在初升的阳光下闪着粼粼波光。

这条叫南河的河，是我最熟悉的风景，
也是我最喜欢的地方。我曾看过地图，它
是沙河源头的主要发源地。因为它在村子
的南边，祖辈就习惯上叫它南河了。

南河四面环山，西、南、北三面高，峰
峦耸峙，山势险峻，唯东边逐渐走低，直至
几十里外，与广袤的黄淮大平原相接。那
条玉带般的河，就像是《诗经》里窈窕少女
甩落的一只水袖，多情地依偎着村庄，以
舒缓的节奏，在童年的记忆里汩汩流淌。

河面平坦宽阔，河水清澈透亮。河
边是洁白松软的沙滩，不远处，是那簇拥
着村庄的一片浓绿。有杨树，有泡桐，有
垂柳，但更多的是那带刺的洋槐，当然还
有那萋萋芳草，顺着河边蔓延。紧靠小
村的，是防洪筑的堤坝，堤坝后面是一条
人工开挖的灌渠，清清河水从这里流过
村庄，流经耕田，在村外再次与河水相
拥，缓缓向东，流向远方。

整个童年，那里就是我的乐园。
春天来了，先是河两岸残雪消融，继

而，“遥看草色近却无”的小草在一夜春
雨过后开始一天天绿了起来。紧接着，
柳絮飞扬，杨花飘舞，待到槐花开满枝头
的时候，一嘟噜、一串串，如雪团一般，整
个村庄都氤氲在沁心润肺的花香之中。
等到那紫风铃一样的桐花开过，夏天也
就离我们不远了。

一年当中，孩童们最喜欢的季节是
夏天。那个时候，我们就天天盼着下大
雨，因为河水一改往日的温顺和轻吟，汹
涌咆哮着在我们的眼眸里一点点涨高，
漫过沙滩，漫进树林，漫上河堤。随着风

停雨住，暴涨的河水又在我们的视野里
慢慢消退，留下了新淤积的白沙，大大小
小的石头，和一个又一个冲刷而成的水
潭。这个时候的河里，鱼儿最多，我们随
意地用沙子堵上一两个水潭，就可轻易
地把无路可走的鱼儿困在浅滩。然后，
跳进那被洪水冲刷的深浅不一的水潭，
扎猛子，打水仗。等玩累了，一个个钻出
水面，坐在光滑的石板上，用手拍着两条
大腿，扯着嗓子高喊，和着哗哗的水声，
传出老远。

当殷红的太阳坠入大山的怀抱，一轮
皎洁的圆月挂上了中天，小村就在不知不
觉中融入夜色，披上一层柔和的清光。

此时，劳累一天的人们草草地吃过
晚饭，便会夹张篾席，抱个枕头，再拿个
床单、被单什么的，一个个来到河边。先
是一头扎进那清冽的小河，泡透了，洗够
了，然后带着一身的轻松，一身的惬意，
躺在仍带着温热的沙滩上，依沙望月，任
丝丝轻风抚弄，安闲地抽着烟，尽情地喷
吐着一天的劳累。在那一吞一吐间，他
们聊庄稼收成，商量要办的事情，或谈天
说地，或插科打诨，而少年不知愁滋味的
我们，则会在月光下追逐嬉闹，时不时揪
着岸柳那低垂的枝条欢快地荡起秋千，

直到高高低低的鼾声响起，一切归于宁
静。唯有月亮、星星和水，仍在不知疲倦
地编写着那没完的故事……

岁月打磨着小村，也无情地雕饰着
那条叫南河的河。20世纪 80年代开始，
随着经济的发展，也带来了生态环境的
改变。过度砍伐、矿山开采、采砂，加之
生活垃圾、厂矿废水，昔日白沙碧水、鱼
翔浅底的景象不再，荒草覆盖了的沙滩，
垃圾堆满河岸，一潭又一潭盛着死水的
坑洼魔兽一样吞噬着儿时的记忆。

去年年初，当我再次回到老家，漫步在
浓荫匝地的河边，展现眼前的是一河清水，
倒映着蓝天白云，鹭鸟飞翔，花香两岸，空
气格外清新、清凉、潮润。近年来，经过大
力治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生态
文明理念已深深根植故乡人的心田，尊重
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正在成为人们的
共识。“看得见山，望得见水”的乡愁不断拓
展着故乡可持续发展的康庄大道，使这里
成为远近闻名的旅游打卡胜地。

如今，那幅长在岁月深处的精美绝
伦的图画再现，那条停靠在记忆里的河
低吟着民谣，淙淙流淌，清波涟涟，在对
岁月的畅想中，与秀美的山水一起追逐
远方的梦想。6

□胡建武

在栾川县城，很多人趁着点
滴闲暇，去伊河岸边看水。

不管在河南、河北，还是在城
东、城西，不管是朝霞满天、红日
磅礴的清晨，抑或是星光斗射、水
天溢彩的夜间，人们的脚步会像
磁石一样指向伊河。

早上起床，很多人都会不约
而同地朝着同一个方向散步。有
时候出门看见邻居，都会相视一
笑，熟稔地说：“走，河边转转，看
水去！”能说出这样的话，差不离
就是一个地道的栾川人。

看水，识人。
我以为，每一条河流都是有

气质的。我不止一次看南方的河流。南方气候
温暖，阳光富足，没有酷烈的气候和鲜明的季节
变化，河水的气质多细腻委婉，浪花甜润而琐
碎。我也细致观察过北方的河流。因北方气候
旷达而寒冷，河水的气质，果断决绝，痛快热烈，
显得粗犷奔放。

伊河虽属黄河流域，却与长江流域支流
淯河相携手，过渡性的气候带刚好贯穿其间，
一日、一山、一水可知多样气候，海拔高度从
300 米旋至 2200 米，每有一米的海拔上升空
间都有多样性的生物。近看伊河水，可以是
崖缝间汩汩冒出的泉，也可以是泠泠激石的
溪；既可以是清澈透亮的潭，也可能是奔腾多
姿的瀑。

用伊河水做成的豆腐，细嫩雪白，渣少味
美。用伊河水泡的茶醇香甘洌，久而不会变
味。在河水的滋养下，男娃像北方人，大都健壮
而又多情，淳朴不失智慧；女娃像南方人，大都
生得明眸皓齿，肤白唇红，温柔而体贴。近看伊
水，如看伊人。

我小时候的记忆里，伊河水清澈见底，是
我童年逃课的天堂。夏天午休时间，我们从
学校偷跑出来，像青蛙一样从伊河岸边的一
个叫古城的坝上“扑通扑通”跳下水，比谁游
得远。正玩得高兴，有人喊“老师来了”，我们
吓得抓起树杈下挂的裤衩，赶紧往杨树林里
跑。回校后，老师挨个“过堂”，只需用指甲盖
在我们黑泥鳅一样的皮肤上一划拉，出现一
道新鲜的白紫泥印，任凭再硬气的辩白也不
管用，老师扔下一句“冤枉不了你”，乖乖地罚
站吧。

不知从何时起，河水变得又浑又浊，远远看
去，像泛了一层油，甚而有个别地方出现了断
流。俊俏的姑娘在河边拿棒槌捶洗衣服的场景
没有了，放牛的老农、嬉戏玩耍的孩子连同河里
觅食的水鸟不见了，丰茂的水草被滥采的砂石
所取代，轰隆的马达声使温柔的伊河变得暴躁
而易怒。

终于在某一天，洪水漫过河岸，冲毁了良
田，淹没了大街。河水把人们丢弃的垃圾、砍伐
的树木、废弃的矿渣原封不动地送了回来，街
道、市场、庭院、房屋，堆满了河水冲泄物。

进入了新时代，绵延栾川县城 17.8 公里的
伊河水系工程悄然竣工。河水被牢牢地框定在
堤坝下，洪水灌街的景象成为记忆。伊河水系
规划建设得宏观大气，绿道、匝道满足了人们亲
水近水的需求，公园、广场、廊亭考虑到人性学
的聚散舒适，公共卫生间、城市书房、歌舞商娱，
兼顾了不同人群的动静分离。

考虑到人们喜欢晚上看伊河，政府给河
道、山体、楼宇、树木设置了灯光秀，不管身
处伊河的哪个位置，都能看到不同角度、美
轮美奂的“夜享栾川”空间。以水润城，沿伊
河水路发展城市的脉络越来越清晰。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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