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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渠人的信仰 □王剑冰

古村新颜
□李克俭

娃娃篮
□吕晓丽

□于报生

画中诗

太阳放眼，

山坳藏璀璨。

彩楼依山耸立，

祥云荡、如天汉。

生暖。看绚烂。

似是桃源现。

谁道外连广宇，

一声啸、万里远。10

霜天晓角·山城

□摄影/罗宾 词/大吕

83 岁的魏有山，是当年 23岁的女青
年魏秀花在修建红旗渠风门岭隧洞牺牲
时的见证人。

对于我们的到访，魏有山老人显得有
点局促，他左手撑起一根木棍，右手摁在
紫红色的两屉连桌上，努力从一把老式
靠背椅子上立起。他弓着腰，用手拢着
耳朵，连问几次才明白了我们的来意。

老人几个月前不慎摔倒，身体伤残，
行动受限。

“太可惜了，太可惜了！”他花白的胡
须抖动着，深陷的眼窝里滚出了泪水，不
觉得哽咽了，半天发不出声来。

风门岭隧洞是三干渠第三支渠上最
长的一个隧洞，由河顺公社魏家庄等 12
个大队修建，全长 2500米。为出碴通风，
沿渠线上方打了 15 个竖井，最深的 77
米，最浅的也有 30米。坚石、塌方、积水、
硝烟，道道难关，处处险情，工程进展相
当艰难。从 1969年 1月开工，到 1974年
5月竣工通水，用了 5年零 5个月。魏家
庄大队党支部书记魏三然领导施工，倒
在了工地上，担任民兵营副营长的魏秀
花，继承父亲遗志继续战斗在第一线。

老人为我们还原着 1971 年 10 月那
一天的现场：“我是第九生产队队长，是

15 号竖井的井长。秀花是乘着
卷扬机系着的旧汽油桶下井的。

四五十米深的竖井，井筒也不是那么
直，可能是由于油桶晃荡撞壁倾斜出的
事。当我听到井下‘丁零零’急促的电
铃响起，就赶紧刹车，但事故已出，一切

都晚了。”秀花掉到了井底，还怀着 3个月
的身孕。

“秀花娘哭得死去活来，但真有肚量，
爷儿俩都为修渠牺牲，她都没有给村里
找一点麻烦。”魏有山老伴魏玉珍一旁插
话，她也是当时在场的修渠人。

屋子里的气氛突然凝固，只有灶火上
煮着红薯的小米粥，“突突突突”地在锅
里翻滚着……仿佛在翻腾那段艰苦岁月。

顺着老人的眼神，我们看见了年画
上，两行字闪着亮光：“红旗渠精神是党
的性质和宗旨的集中体现，历久弥新，永
远不会过时。”

老人像是在朝拜，又似乎是在寻思，
扭过头看了看身后墙壁上挂着的算盘：

“从 1958年修建南谷洞水库开始，一直到
1974 年修成风门岭隧洞，我就一直带着
它。它虽不会说话，但修渠的账目它算
得清楚，看着它也是个念想。”

“还有这个，也是老伙计，红旗渠通
水那天，我就用绳系着它舀水。到现在
也舍不得扔，用它喝的水甜啊！”老人指
了指在桌上摆放的一个白色搪瓷茶缸。

查阅红旗渠模范名单上没有魏有山
的名字，所收集红旗渠的资料上，也没有

找到魏有山的名字。事实上，无数个修
渠的无名英雄都在这样奉献！他们修
渠，修的是心，修的是信仰！

可能是老人第一次接受这样的采访，
有些激动，粗糙的大手搓在腿上好似放
在哪里都不合适，布满皱纹的脸上泛着
红晕，黑色的眼睛透过修长浓密的眉毛
发出闪亮的光芒……

“1958年春天，大队派我们几十个人
参加修建南谷洞水库，我兼任司务长，指
挥部分给我们的任务是出碴和运石料，一
干就是好几个月。秋收时刚回到家，弓上
水库又要人，大队又派我带上几个小伙
子，起早就背着铺盖卷步行往那走。我们
村离工地路程70多里，到合涧时天已经黑
了，离工地还很远，就找了个地方住下，第
二天上午才赶到。那时候20多岁，活蹦乱
跳不怕累。”老人自豪地说。

“1960年农历正月十三，红旗渠开工
修建，当时叫‘引漳入林’，大队派我带人
到谷堆寺打前站，整整步行了一整天，第
二天起个早，先忙着盘好锅灶，又四处找
住地，搭窝棚。上山的路很艰险，吃水还
得沿小路到山下的漳河去挑水。”停顿片
刻，老人接着说：“正月十五是元宵节，修
渠的大队人马就上山来了，推车的、挑担
的，肩扛的，雄赳赳，气昂昂，女劳力走不
动的骑着毛驴，胆大的还骑上骡子。长
龙似的修渠队伍，弯弯曲曲、上上下下，
说说笑笑，打打闹闹，还说过这是过了一
个‘革命化’的元宵节。

“1960年正是困难时期，粮食短缺，虽
然村里十天八天就派人往工地送粮送菜，
但总还是不够吃，生活很苦，干活很累。
我负责民工生活，每天都为吃喝发愁，上
山挖野菜，下河捞河草，有的民工还得了
浮肿病。

“开始施工很困难，很多地方都站不
住人。指挥部就挑人腰系绳索，下到崖上
打钎放炮，展开工作面。工地军事化管
理，公社与公社、连队与连队，天天搞竞
赛，热火朝天。虽然吃不饱，睡不好，但只
要上工的号声一响，那就来了劲儿。大家
都有一个信念，只要听党话、跟党走，就能
早日修好渠、吃上水、浇上地，过上好日
子。

“我在工地上转战了十多年，叫干
啥就干啥，哪里需要哪里去。通水后，
县委命名我们为‘前仆后继专业队’，大
队还专门立碑纪念魏秀花等牺牲了的
同志。

“俺干的事都提不到话下，没啥可访，
杨贵老书记和县委的领导们那真是担了
险、淘了神、吃了苦，那些为修渠而献身
的人才是真正的英雄。”

老人的讲述，仿佛把我们也带入那激
情燃烧的岁月，数万人战天斗地豪气冲
天，人人心中有信仰，一心只想多奉献！

采访结束，走出里屋，魏有山老人拄
着木棍、向前探着身子，挪步送我们来到
窗前，老人留下了最真诚的笑容。10

（制图/张焱莉）

几年前，在一个公众号上第一次看见
传统民间玩具娃娃篮，觉得它像我老家元
宝篮的精缩版，很喜欢。只可惜，信息不
详，可爱的娃娃篮来自哪里，也打听不出
来。去淘宝上搜，浏览的小竹篮不少，可
造型上感觉都比不上娃娃篮。看看再看
看，依然如此。

寻访娃娃篮，就成了心中的一个结。
找娃娃篮未果的情况下，2018年，在

老家四月八的庙会上，见一个人在卖元宝
篮，手艺也不赖。问能编小的不，口径一
拃多长。他说可以，我交了订金，约好端
午节回去时取。结果很失望，篮子大到快
40厘米不说，外形也由元宝变成了鸭蛋，
走形严重、不对称。对方说，小的难编，竹
篾细，篮子底小，脚踩不住，不好拿样儿，
宁愿编大的。

篮子越小越难编我早知道。当年，老
家的二伯给我编小荆条筐时就说过。后
来也让村里的人编过小篮，但都小不下
来。我想问题还是出在主观认识上。他
们想不通，要那么小的篮子干啥用，没用
的东西费那事干啥？同时，习惯了平时的
编筐尺度，离开这个度太多，审美上难接
受，最终篮子的模样不自觉还是依心样而

出。
毫无商量的情况下，呈现出的集体

心理定势，我想这就是习俗吧。在我老
家，元宝篮就是生活用具，仅为实用，玩
具小篮子则是细高粱莛扎制的小笆斗。

去年 9月，我又一次在网上遇见了娃
娃篮。一看拍摄时间不长，地点虽不具
体，却提到了鲁山西部的集市，一辆三轮
车上放了七八个小娃娃篮，很耀眼。

心仪已久的娃娃篮应该出自鲁山，距
我老家泌阳不算远。自己从小也生活在
豫西南元宝篮文化圈中，对这样的形神有
深深的认同感，难怪当初一看到娃娃篮就
那么合心意。

费了一番周折联系上照片的拍摄者，
巧的是，他也是原来那篇公众号文章的作
者。从他那儿，我了解到，娃娃篮的制作
者宗大爷年事已高，现在很少编了，独居，
无电话，想联系只能登门。此外，想买娃
娃篮，鲁山的老会上有卖的，只是现在卖
家不多，偶尔还能碰到。

于是，一个细雨纷纷的周末，兴冲冲
前往。

兴奋之余，想起南阳的方城石猴，多
年前寻访它的心路历程和这次多么地吻

合！长时间的念念不忘，如今终于有了努
力的方向，如同孩子见到喜欢的玩具想立
刻拥有，心情急切而焦灼。

在众多的民俗工艺品中，我偏爱它俩
是有原因的。作为传统民间玩具，特别是
河南当地的，在我注意到它们时，依然是
活态的，即做它、用它都是当地生活、风俗
习惯的需要，而不是游离生活，单纯作为
民俗文物或者工艺品存在着。它们根植
大众生活，材料天然，形态古朴自然不媚
俗，乡土气息浓，承载着一方人的情感与
童年记忆。

在鲁山江河村我终于见到了宗大
爷。谁知老人因身体原因已有两年不编
了。他看我大老远跑来，又觉得过意不
去，很犹豫。见状，我也不好再勉强。但
在交谈中，我对娃娃篮的认识更丰满了。

过去，鲁山山区丘陵地带盛产竹子，
竹制品使用广泛。小孩过满月，姥姥家要
送个玩具小竹篮，以示纪念，这种小竹篮
在当地叫娃娃篮。娃娃篮是元宝篮的缩
小版，口径约25厘米。作为就地取材而成
的传统玩具，长辈们借用它表达对下辈的
美好情感，以及盛福盛财的美好祝愿。

于是，元宝蓝便变身玩具娃娃篮走进

了孩童的世界。这种因适用仅在型号上
做些改变的模仿，看似平常，却能使孩子
们在寓教于乐中，潜移默化出与长辈一致
的趣味与审美。而且，这种润物无声的社
会文化传统，将会给人的一生带来滋养。

同是元宝篮，南北方的形状气质却不
一样，甚至相邻的河南和山东的都不一
样。因为，任何一个手工编既是目的、要
求、情感、材料、技艺的有机结合，又要暗
合一方人约定俗成的功能和审美，深受地
域文化传统、风俗习惯、自然因素的影响，
呈现出的面目细节当然不会一样。也正
因此，同一地域文化内的篮子样式又相对
稳定，这里有一方人懂得的秘语，也有对
故乡不变的温暖记忆。

令人感动的是，宗大爷最终还是编
了。那次拜访一个月后，宗大爷的邻居打
来电话，说老人已编好了娃娃篮，等我去
取。

在宗大爷家我终于见到了娃娃篮。
这些小篮子，带着新竹的清新，豫西南地
域特色明显，模样儿简洁大方，编工严整，
手艺精湛，既传统又可爱，农家情趣扑面
而来，还有宗大爷的质朴随性在里边。

百看不厌。10

朝歌老街，老得苍颜皓首，气宇轩昂，它上接殷商的那个
春天，下至今天的这个早上，而后直至地老天荒。站在文昌阁
望过去，你会望见三千年的苍茫与沧桑。

作为商朝晚期帝都、周朝卫国都城的朝歌，东临淇水，西
依太行，是物华天宝之所，山水护拥之地，曾三城相套，九门相
照。淇园重彩叠翠，城河碧波环绕，更有摘星楼闻名八方。朝
歌是东方历史凯奏的乐章，老街亦当是中国文脉不容忽视的
载体。

朝歌老街，老到了岁月的骨子里。它的下面，叠压着五百
年的建都史。纣王的车辇在这里碾过，妲己的香艳在这里飘
过，《封神榜》的故事在这里演绎，《诗经》的斑斓在这里闪烁。

“朝歌夜弦五十里，八百诸侯朝灵山。”赫赫场景还在影视
上映，“瞻彼淇澳，绿竹猗猗。”“邦畿千里，维民所止。”声声浩
叹仍旧余音缭绕。哪里是当年比干、箕子的宅院？庄姜和许
穆夫人的身影，曾在哪个巷口闪现？荆轲壮士的故居，刺目的
剑光又在何处闪耀？王维、岑参、高适来时，留宿于哪处客
栈？天翻地覆，风云变幻，没有人说得清楚。这时你会想，你
是看不清老街的，你看到的，是老街的虚幻。今天仍有动听的
方言，述说着朝歌的风土人情、故事传闻。

老街不可复制，老街的气质里有着朝歌的灵魂，藏着沉厚
的文化积淀与人格体系。世事变化改变不了老街的意识，它
仍承商卫之余绪，带明清之温情，接近代之记忆。此中过往，
你或有人面不知何处去的感慨，更有桃花依旧笑春风的惊叹。

朝歌老街，老得无与伦比，到处是深深浅浅的时代烙印。
一口老井，半街筒子的人都来打水；一个食堂，留住一条街的
口味与排场。老浴池回荡着痛快淋漓，老书店翻动着诗书雅
章，两百年的店铺依然吐纳人间烟火，数十年的剧院仍在传出
粗喉亮腔。老牌楼，老石桥，老酒馆，老作坊，无不泛着时间的
包浆。不定哪里一块碑石，上面所载非明嘉靖也是清顺治年
间。走进这样的老街，喜欢是藏不住的，嘴巴不说，眼睛也会
说出来。

朝歌老街，老得有时会疼。偶尔哪里会有片瓦滑落，哪里
会塌掉一个脊檐。不时地整修，不时地唤回。生命的传续，使
一个个院子，充满了神秘。一座座瓦屋挨在一起，挨着才踏
实，才安逸。每一条胡同，都是老街的经络，深入进去，似永远
到不了头，每一道拐弯，都藏着一个景致。总能见到墨团一般
的老皂角、老海棠、老香椿，它们乡亲般厮守着，帮老街打量远
来的风和远来的人。

朝歌老街，老得有些想你。风在向南吹，南来的大雁，划
过老街的上空。紫燕恰恰，剪开翻花的柳絮。不断念家的人，
会不断地走来，在乡愁里找到儿时的记忆，而后寻一处住下，
守着瓦，与明月来一次对饮。长久的渴望与追寻，终有一天被
老街一语道破。当然，不忘品一品这里的无核枣、缠丝鸭蛋、
淇河鲫，翻翻厚重的殷商文化，登登鬼谷子的云梦山，喝喝灵
山上的灵泉，体味一下珠水横襟无限碧、古城隔岸有余青的沬
水与大地。

朝歌老街，老得让人回味。黄昏起了微烟，老街的砖瓦、
石条、树和竹都带了烟气，烟气同淡蓝的色调融在一起，渐渐
融成了夜。亮起的红灯笼，增加了夜的凝重。偶尔有门响，随
即又陷入静寂。哪里起了琴声，抑抑复扬扬。槐花在这声音
里降落，一片片地白了坑塘。夜挤在窄窄的过道里，挤出老街
悠长的鼾息。你只要在这样的地方闭一闭眼，就会掉入深深
的睡眠。当朝霞染红街角，哪里响起了第一声吆喝，店铺次第
开放，老街又开始了崭新的一天。每一个生活在这里的人，都
把自己奔放成一滴水，滋润生命的安适与舒展，滋润共同的自
信与自豪感。

黎明刚洒过雨，石板尚有些潮湿。上面跑过一个小女，带
有水音的脚步，被阳光一格格牵着，让老街有了一连串的脆响。

老街不老，朝歌常新。10

新县东南山坳，有个依山傍水的田铺，是一个大塆。
古时称田铺塆，不大不小，呈明清古村建筑之品貌，得大

别山自然之神韵，古村与山水草树掩映，风花雪月融为一体。
至今，260 间古屋连成一片，白的墙拐弯抹角，灰的瓦密密扎
扎，望见山，看着水，记得乡愁。以山石筑基，土坯垒墙，斜脊
屋顶，灰瓦铺盖，屋下显出北方民居的硬朗，屋上显出南方民
居的灵秀。藏一幅深山古村沧桑的历史画卷，露一出现实创
客小镇的人文故事。

民居古香古色，原封不动，有头脑的年轻村民想起乡村民
宿几个字，便把自家的古屋不动声色地改为简易民宿，不搞大
拆大建，没有异地搬迁。山石、木头随地可取，各样的民宿土
的土，洋的洋，可观、可赏、可品、可居，别有洞天，饶有情趣。
村里七八十岁的老人，也走出门外，额头搭起凉篷儿：咦！俺
村咋变了一个样呢？原先一年到头谁家来了个亲戚都稀罕，
如今是天天村里都有客人来。村里一个不大的塬子，成了村
子广场。游人休憩之时，孩子们欢蹦喜跳，老婆婆和老爷子趁
机端着山货迎上来，城里人没见过这各色山货，见啥稀奇啥，
问东问西，结果是一提兜山货装入旅行袋。

古村与创客也在大塆见面了。村口高耸的堤子上，是谁
用拖拉机轮胎、废旧的农具铁器木器石器之类，整出一个大

“牛”来，远远望去，高大威猛，那“牛”咋看都是创意雕塑，咋看
都是文化，是艺术哩。在老宅门刻制木匾，写着“民宿地锅
饭”、“良栖小院”、“寻找童年的记忆”、“吃货联‘萌’”云云字
样，看似随意涂鸦，实则用心之作，五颜六色，争奇斗艳。创客
作坊小年轻可以来，回乡的下乡的可以来，大都市里的创客公
司也可以来。一双绣花鞋垫儿，针细绣密，花花绿绿，配上一
双绣花鞋，让人步步生莲花。

天刚亮，古村开始萌动，山里的雾飘来飘去，给山村笼
上一片神秘的面纱。太阳挂在树梢时，村民将家里的腊肉
腊鸡腊猪腿一字排开挂起来晾晒。广场矮墙上开始铺好竹
席子，晾晒萝卜干儿、豆腐乳、腌菜等各种土菜。一块石头，
一罐腌菜，一个树根，都在这个创客小镇的五彩缤纷中摇身
一变成了纪念品。笑得合不拢嘴的老太太都在货摊上放一
个二维码牌子，买货支付，无需现金。村民想：游客都是俺
村民的亲戚，来了不能空手回去呀。在游客眼中，各等山货
都有故事，很是稀奇。一些城里人在大湾留宿几日，立马就
有文化灵感：大塆古村像古画，藏着诗和远方。村落民宿与
城里酒店宾馆差不多，床头灯亮着温馨，床铺雪白干净，自
来水龙头一拧，哗哗流出山泉。餐饮嘛，豫南风味，山货食
材，就地取之，三五好友一聚，二两小酒一品，望古村夜空，
飘飘然，欣欣然也。

深山藏古村，时代写新篇。新县之美，藏在大塆古村，大
塆之美，藏在村民心里，获得感与幸福感，每日都在山村里响
动。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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