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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向着大海奔腾
愚公志 （外二篇）

家属院的小桥边，长了一丛茅草，
物业公司管理人员，除了几次也除不
尽，而我喜欢它们。看到它们，让我想
起家乡，想起家乡的人，想起往事。

在我的家乡豫西南，河流边，地埂
上，道路沿，随处都可看到茅草的身
影。初春，当“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
声”的春雨淅淅沥沥地下过一两场，生
命力极强的茅草，就像村妇纳千层布
鞋底用的锥子一样，一股脑儿从地皮
下钻了出来。待长到一尺左右，茅草
的“肚子”慢慢膨胀，犹如进入孕期，孩
提时的我们知道那是快出茅芽了，便
结伴来到地埂上，小河边，轻轻剥开茅
草的“肚子”，取出茅芽儿，或直接从顶
端“吱”的一声抽出来。茅芽儿白嫩软
糯，往嘴里一塞，清香中包裹的甜味儿
直抵味蕾。那是我们少年时代钟爱的
野生植物的“果实”之一。缺柴火烧
锅，小小年纪的我，将几斤重的三齿铁
老虎耙子费力地举过头顶，使出浑身
劲头去刨闲置土地里生长的茅根晒干
当柴烧。一节一节像长筋一样伸展的
茅根，看起来虽不起眼，但往锅灶里一

填，火焰汹汹腾腾，噼噼剥剥，会很快
将一大锅凉水催沸腾。刨后的茅草，
虽留下少许须根 ，但过一阵子又会吐
芽儿成长，可谓“几番除不尽，茎断根
又生”。

夏秋时节，我和小伙伴挎着竹箩
筐，四处转悠割青草喂耕牛，其中少不
了茅草。见茅草干净利落挺拔喜人，
一次，我和另一同伴“发誓”只割茅草，
其他杂草一律不准进筐。我俩跑着找
着割着，夕阳衔山时，真的割下一大筐
清一色的茅草。现在回想起来还觉得
那茅草可感可触，一直纯净地立在我
的记忆里。夏季午后，母亲戴一顶草
帽，领着戴一顶竹帽子的我，到地里割
茅草，汗珠子不断滚落其上的情景，我
常记起。

距我的村庄近十里地有座紫山，
一年早春，我到山上林场移栽槐树。
一面山坡上，我看到了茅草的芳容。
一丛丛一簇簇一片片白花花毛茸茸的
茅草，长势繁茂。下部葱葱茏茏，青青
翠翠，上部如皑皑白雪覆盖，银装素裹
一般。东南风吹来，万棵攒动，身姿摇

曳，波浪起伏，热烈而奔放。我徜徉其
中，追着阳光和轻风，纵情感受簇拥身
旁那茅草的曼妙，满眼妖娆无限，风情
万种，美不胜收。

茅草的美，美在它的实用价值。秋
季，当谷子、高粱、芝麻、玉米都成熟时，
穿越风雨的茅草也成熟了。收获后的
农作物需要捆个捆儿，乡人就会去割已
长至齐腰深且有了韧性的茅草当“腰
带”。手巧者还会用茅草扎成锅帽馏馒
头，既透气又吸水，茅草锅帽罩住的馒
头既暄软，又不湿浓破皮儿。茅草结实
光滑，是修缮房屋的好材料。当茅草长
老之时，邻里相约到其集中生长的地方
去刈割，那刺啦刺啦的割茅声，此起彼
伏，连在一起，响成一片，跟茅草的花穗
在风中摇摆一样热闹异常。修缮房屋
时，将湿润过的茅草一层层铺展在房坡
处，上下用细竹竿相夹，一人在屋内手
持尖端穿“麻经子”的锥杆，一上一下把
茅草系牢在竹竿上。茅草在房坡处自
下而上被一层层周而复始地被铺展，直
到铺展到房顶，簇新的茅草房就算修缮
好了。这样的房屋能住七八年，甚至十

多年不透风不漏雨。我和家人就曾住
过房坡两翼缮了几行蓝瓦，中间为茅
草，美其名曰“铁翅膀”的冬暖夏凉的茅
草房。

茅草还有药用价值。茅根无毒，
甘、寒，既凉血止血、清热通淋，又利湿
退黄、疏风利尿、清肺止咳……尤其是
春天，缺少雨水，气候干燥，容易上火，
家家户户都会刨一些茅草根、芦苇根、
蒲公英根熬制成“三根汤”当凉茶饮
用，祛火败毒。即便是在其他季节，茅
根的作用也不可忽视。那年暮秋，母
亲让十来岁的我在夹袄内装几个鸡
蛋，到与我村一河之隔的供销社换食
盐和煤油，再刨一些茅根配其他药物煎
水让发热的妹妹饮服。一时性急，刚过
河就刨起茅根来，全然忘却装在兜里的
鸡蛋。结果是一个不落，全部破碎。我
追悔莫及，心咚咚直跳，思想着一向“勤
俭持家”的母亲肯定会数落个没完。进
家嗫嚅着述说过程，母亲不仅没责怪，
反而笑了——因我刨回了急用的茅草
根……10

（本版制图 张焱莉）

人乃万物灵长，继承天地灵性而生。

生而为人，当以柔情相待。

一

我出了个小车祸，快一年了。前几天去一机构鉴定的时候，医生
说找不到原来的片子了，要求我必须重新拍片以证明伤情。虽然很
烦，没有办法，我还是跑到单位旁边的医院，按照要求再拍一个胸椎
和腿部的片子。

医生很忙，但是很耐心地问我拍片目的。我告知了原因，他说最
好还是找以前的片子，因为以前的片子才能证明情况，已经一年过去
了，很可能你的伤口愈合得很好，再拍新片实际上是看不出来的。

他费心地在电脑上帮我查找，并且打电话联系楼下的档案部，最
后说加20块钱可以打出来。我到楼下，很顺利地打出了之前的片子。

按照这个思路，我又打的到当初就医的医院。先后有两个医生、
五个工作人员为我服务。刻盘时，值班的小姑娘很温和，让我在里面
的沙发上坐着等，半个小时后就刻好了。

我用不到 50块钱，把片子全部打好。骑着共享单车往家走，晚
风拂面。我在这里被他们温柔相待，感到很温暖，忍不住唱起了歌。

二

亲人、朋友间的关爱也很重要。
老是困扰于睡眠不好。前几天，在一次闲聊中和雷兄说起这件

事，他说他们正在开发一个产品能帮助睡眠，马上给我配制。
过了几天，药配好了，他让我去取。我说下午要去一个地方学

习，时间太紧。他让女儿把两小瓶药包好，找了个UU跑腿，一个多
小时就送过来了。花了40多元。

每天晚上，服下这满满爱意的小药片，睡得很香甜。
担心快吃完了，我有点焦虑。他又让女儿给我寄了好几瓶，还是

快递。免费送药，还代付邮费。

三

这两天网上也有两个小故事，是陌生人之间，人与动物之间的小
插曲，特别感人。

在一个超市里，走进一位年轻人。他在店内铁板烧区域落座
后，点了一份炒饭、一瓶啤酒，接了一通电话，情绪突然崩溃，不停
抹眼泪……

这一幕，被正在给他炒饭的铁板烧师傅看在眼里，他默默煎了根
香肠和两个鸡蛋，随后在年轻人面前，摆成了100分的形状。

突如其来的温暖，让年轻人愣了神，反应过来后他立即站起来，
和铁板烧师傅握手道谢。师傅说：“这是我曾经用来哄我儿子的方
法。”他说：“你还年轻，生活就是先苦后甜，你付出了肯定会有收获，
以后回头看，这些都是很好的回忆。”

生活不易。成年人的崩溃与站起都在一瞬间，感恩那些来自陌生
人的温暖。

近日，杭州萧山区车主李先生准备开车上班，却意外发现车子被
“贴条”了，再一看却是留言：“有只好像受伤的猫，钻进了您的车底。
您启动车前请先看一下，我用快递盒在旁边做了个猫窝……”

原来纸条是一位快递小哥在送货时匆忙写了贴上的。车主发了
朋友圈为小哥点赞！

四

《三字经》上说：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
温柔地对每个人说话，给他人一个甜甜的微笑，乐于助人，尽己

所能做公益······也许你觉得这不算什么，但小小的爱汇集起来，就
汇成爱的江河。

你的爱传递给别人，别人接受了爱，再传递下去，就形成了爱的
链条。这个世界就会充满光，充满暖，充满善。

赠人玫瑰，手有余香！10

无路可走时，总会有人想起你。你穿越时光，一直站在那里。
挺直的腰身，赤红的脸膛，穿越千山万水的目光。胸膛起伏，里

面装着一个汹涌的海，或者正在滚动着一团风暴。肩扛别倒山的镢
头，前胸后背的汗滴、腿上的泥土构成倔强的气场。

儿孙紧跟左右，像一道前赴后继的洪流。
你见惯了一拨拨满腹狐疑的绝望者、迷茫者、鼠目寸光者、失意

人、胆小鬼、懒汉。
你不相信摆在面前的太行、王屋二山比人更高，不相信有啃不下

的石头，不相信有蹚不开的路。
山风浩荡，岁月峥嵘。
你的行动始终如一——
向前走，看似山重水复疑无路；挖下去，直到柳暗花明又一村。

出山店水库

握起五指。十里八乡的水安静下来，在出山店团聚。
12.51亿立方米的水，手持2900平方公里阳光，把信阳的山野照

亮。在淮河岸边，盖成一片梦幻，给信阳时光镶一副明镜，为大别山
野聚敛灵气，让50万亩禾苗随手掬起一捧清泉，在生灵的心头荡漾。

把淮河不驯的鬼魅拿捏住。
掌中的天地，花团锦簇。再造的天地，随心着意。
山峰倒立，亮一招拿大顶的绝技。白云一个猛子，扎进水底。鱼

虾划动狂想曲，在蓝色天空游弋。
一滴水中装着一个世界。易碎的水，描绘一幅不老的图画。脚

下的泥土，装饰一个拔地而起的童话。粗糙的手掌，把山河塑造成梦
想的样子。

这一刻已经来临。
蘸一湖水，心有一横，手有一撇，脚有一捺，大写一幅顶天立地的

奋斗图画。

张中塆

僻静之地。
自给自足的乡村，一直坐落在大别山中。山坡谷底趔趄着村夫

耕牛，丰年收谷，荒年砍草。腌菜稀饭树蔸火，除了神仙就是我。
贫穷的风水宝地，寂寞的田园风光。
一念变脸，这还是你吗？一个筋斗，十万八千里！
鸟鸣音色灿烂，野花恣意开放。四水归池，灵气泉涌，一方方池

塘滋养着张中塆。
五月的睡莲被多情困扰，枕着星星入睡，总被鱼儿拱动。太阳跳

上山岗，睡莲们集体醒来，红衣绿裙，一场接一场不歇气地竞美。水
鸭子适时登场，三五成群，在水一方。竹林正在抽笋，板栗正在开花，
梯地正在山间纵横，一行行油茶正在吐翠，一方方田野正在描绘春耕
图。而来自远方的游人，笑脸迎朝日，笑语溅泉流，驻足而看，看一片
片绿水青山正在长成金山银山。10

一滴水

一滴时光的花瓣

沿着赤霞丹山

向着大海赶路

激情的浪花牵手溪流湖泊

或卧或匍或跃或俯

像脱缰之马如下山之虎若腾云之龙

出巴颜喀拉，越祁连贺兰

下吕梁过秦岭破壶口开潼关

一笔磅礴恢弘挥洒大写的“几”字

勾魂夺魄，荡气回肠

然后，你梳妆三门峡出山小浪底

怒放出问鼎中原的浩荡气象

上下百万年，九曲一万里

那些通天的高山入地的暗礁

堵了又堵挡了又挡

那些带钩的湾带绳的滩

钩了又钩拴了又拴

那些有牙的风有爪的沙

咬了又咬抓了又抓

那些蓄水的坝横空的桥

留了又留望了又望

谁也拦不下挡不住你博大的爱深沉的情

向东，向东，向东

向着大海的方向……

一滴水

一滴时光的花瓣

汇合一条奔腾的大河

清与浊，直与曲，安澜与河殇

载舟与覆舟，平稳与跌宕

一代代帝王将相圣贤达人

一个个英雄豪杰才子佳人

一位位牧者耕者能工巧匠

或高吟：黄河之水天上来

或长歌：不到黄河心不死

或叹息：跳到黄河洗不清

或评说：“黄河其过之大，无法惩罚

其功之大，无法奖赏”

黄河，奔腾的波涛与跳跃的浪花

以叶为舟以木为舟

以竹为舟以苇为舟

以葫芦为舟以羊皮为舟

带着悠扬于草尖上的马头琴

带着雄起于壶口瀑布上的西北风

带着绽放于黄土高坡上的山丹丹

带着彩绸上飞舞的红腰鼓大秧歌

吹着唢呐吼着秦腔唱着豫调喊着号子

向东，向东，向东

向着太阳的曙光……

一滴水

一滴时光的花瓣

一个生生不息的民族

由聚落而城邑而都会而昌盛

那河套半坡仰韶大汶口

二里头的村落是你依恋的故乡

那大秦雄浑的咸阳汉魏锦绣的洛阳东京梦华的开封

那些石窟寺庙塔林碑刻摩崖

是你写生采风的行囊

你完善了桨改进了橹创造了舵

当航海的巨轮在大洋劈波

当卫星定位为行走导航

当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铺开新的世界

当人类的飞船扶摇如嫦娥奔向月亮

你是否要为黄河儿女颁发人类贡献的勋章……

黄河，一个不屈而高贵的灵魂

一次次划过大海狂涛的浪尖

送来博大雄浑又婉转优美的吟唱

丝路花雨，开放包容

人与自然，美美与共

你金色的胸怀永远朝向蔚蓝的海洋10

望衡山、万山千水，何时才得休憩。

昔时身畔惊弓鸟，撞地一声凄厉。

刚拭泪，

陡地见、中原湿地芦花坠。

云开天醉。

任乱阵翔飞，日升霞退，嚼草鱼儿美。

闻听道，最是江南秀丽。

江南可是其地？

花姿摇曳云清淡，草茂水清霞蔚。

还列队，

来致敬、倡明环保精神贵。

人间气瑞。

且振翅高飞，穿云破雾，展眼看来岁。10

□孔祥敬

□余金鑫

温暖
□郝银

摸鱼儿·大雁
□摄影/陈更生 词/许荣霈

一片葱茏慰我情
□刘传俊

我与黄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