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开栏的话

2019 年 9月 18 日，习近

平总书记在郑州主持召开黄

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

展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

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

发展，由此上升为重大国家战

略。

黄河文化是中华民族的

根和魂，也是文学艺术创作的

重要“母题”。在黄河流域生

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座谈会

召开两周年之际，为深入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精神，挖

掘黄河文化蕴含的时代价值，

讲好“黄河故事”，坚定文化自

信，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中国梦凝聚精神力量，自即

日起，本版开设《黄河文化》栏

目，诚邀省内外作家、评论家

以及基层作者，撰写以黄河文

化为主题的散文、随笔、文艺

评论等，字数 2500字内。投

稿邮箱为：hnrbzyfzw@163.

com，来稿请注明“黄河文化”

栏目征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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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我人生的第一个老师叫赵之君，是一个高瘦的老头儿。他
当年有六十多岁吧。

那是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的一个秋天，我和小伙伴来到了
学校。杨树下，教室前，一张方桌后，坐着一位戴老花镜的高瘦
老者，寸发斑驳，和颜悦色。他伏案上微低着头，目光越过眼镜
上边框看着桌前一个个胆怯不安的孩童，用苍老的声音问话，然
后低头用毛笔写下娃儿们的姓名年龄。

老头慢慢在本子上写着我的名字，是那种笔画多而密的繁
体字。“下月初一来上学吧！记着让你妈给做个书包。”

我也是学生了！突然有了别样的感觉，抬头四望，蓝天高
阔，鸟儿飞翔，白杨树上无数叶片在微风中欢快拍手，哗哗有
声。

开学了，大约是教室不够用了，新生上课的地方放在大队院
里，三间简陋的屋子，窗户已无窗棂，缺着几块砖，只剩下一个长方
形孔洞。老师正是那天登记姓名的高瘦老头儿。他大名赵之
君，大约是家庭出身不太好，“成分高”，孩子们私下里称他为“赵
老头儿”。

记得他好像总是穿着粗长多褶皱的黑棉裤，戴一顶深蓝色
“火车头”棉帽，背驮着，一手背在身后，一手执教鞭点着黑板上
的“毛”字，用苍老的声音教我们读：“一撇，一横，再一横，竖弯勾
——毛，毛主席的毛！”

老先生整天笑眯眯的，像自家爷爷。他字写得真好看，跟书
本上的一模一样。后来我才知道，他是私学出身，是远近知名的
书家。

那年月物资贫乏，本子写完正面写反面，趴在矮凳上写的字
丑陋不堪。老先生却总是鼓励，“进步不小！还能更好！”

不久我们回到了学校，有了教室，有了课桌，也有了年轻的
老师。老先生不再教我们了。

二年级时，老先生又来了。他给我们上书法课。教我们握
笔、运笔，如何在硕大的“田字格”里安排间架结构，循循善诱，不
厌其烦。有时，他会冷不丁地从背后伸手轻提一下你的毛笔，看
你是不是握得够紧。还会大声告诫：“字是黑狗，越描越丑！”期
终考试，我得了满分，几乎每个字上都有他画的红圈。

他告诫我们写字要横平竖直，一丝不苟，先学会“走”，才能
“跑”得快。他拈起粉笔，在黑板上舞动手臂奋力挥洒，眼花缭乱
之时，“吱吱扭扭”声里，忽听“喀吧”一声，粉笔碰到黑板缝隙断
为两截，却阻挡不住那奔泻的一竖，一个硕大的字占满黑板。是
繁体草字，行迹遒劲，笔断意连，似有万马奔腾。那一刻，老师瞬
间年轻，眼中放光，神采奕奕：“这是华，中华的华！”

那是我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看他写草书。学期结束前，他
在黑板上写了一副对联：能文能武爱劳动，甘当一代新农民。

春节临近，我去姥姥家过年。无知者无畏，我给姥姥家的堂屋
门上写下人生第一副春联，联语正是赵老先生给我们拟的那个。

日子匆匆，如白驹过隙，赵老先生早已作古。我很惭愧，既
没有成为一代新农民，也离文武双全爱劳动的要求差距甚大。
但我爱上了读书写字，并从他老人家教我们写字的规矩中悟出
人生道理：做人要横平竖直，坦坦荡荡，不戚戚于过去，也不汲汲
于未来。

二

仍清晰记得 2019年 9月 21日那天上午的情景。
我正躺在医院针灸门诊的床上，腿上东一个西一个扎满了银

针，酸沉异常。我高举手机看微信，不经意间看到了一排排合十的
双手和流泪的双眼——我们尊敬的刘树田老师与世长辞了。

心中的沉痛瞬间盖过了腿上的酸沉。泪水涌出，眼前模糊
一片。那一刻，往昔情景清晰再现。

1985年秋天，我成了兰州大学新闻系学生，第一次见到了系
主任刘树田先生。他穿着一件深红色的长袖 T恤，胖胖的，五十
上下的年纪，他的头发从右往左去，斜斜地甩到额前。他讲了些
什么，记不真切了，大致是生活和学习的嘱咐之类。那时候刚从
遥远的中原来到大西北，一路关山无数，举目无亲。看到他那和
蔼的面庞，心就和暖起来。

刘老师在上海长大，上世纪 60年代初从复旦大学新闻系毕
业，主动要求来到大西北，一干几十年，青丝变白头，却无怨无
悔。私下里，老师和同学们都亲切地称他为“刘头儿”。虽是头
儿，却从不摆官架子。

逢到重要场合，比如新学期开学，他会给我们讲话，有一次
他讲回老家上海在外滩吃肯德基的故事，说吃一顿要 10块钱。
还有一次，他讲自己去香港出差，说宾馆里的彩电昼夜不关，看
着看着就睡着了，夜里醒来，继续看。那是上世纪 80年代，大陆
的电视节目还少得可怜。现在想来，老师讲那些细节，是想让我
们多了解外面的世界。

四年一晃过去了。1989年临近毕业，我去系办请假，说要回
家乡找工作。听说我要回河南，刘老师掏出一张名片递给我，嘱咐
道：我有一个复旦的同学在河南日报工作，你去看看人家招不招
考。他在名片后面写下了一个名字。我诺诺转身，将先生的名片
揣入怀中。

托先生的福，我辗转来到河南日报，顺利报名成功考取，成
为党报新闻记者。

就要毕业了，我捧着毕业纪念册去找刘老师留言。他写了
四个字：师生情深。他嘱咐我，到单位好好努力，别忘了兰大！
我使劲点头，喉咙隐隐发痛，有泪欲涌。

告别了，这一别就是近 30年。再次见到刘老师，是 2017年
冬天。我和妻子带儿子去兰州，希望他考兰大研究生。更重要
的，这一次我要见见刘老师！去之前，电话打到他家里，传来清
晰而年轻的声音，与想像中八十老翁的声音相距甚远，以为打错
了，就说我找刘树田先生。听筒里传来笑声：我就是刘树田，我
还能有假嘛！

我叩响了老师的家门。
门开了，眼前正是我们的刘头儿！还是胖胖的，只是背驼

了，身子有些臃肿，头发还是自右往左去，斜斜地来到额前，却是
黑发变白发。一晃近三十年，老师真的老了。

谈话间，有电话过来。刘老师对话筒说：我的学生带着我大
孙子来家里看我了……我一阵感动，恩师如父啊！

2018年 6月，我和弟弟带母亲来兰州旅游。来之前，听说弟
子们要给刘老师办从教60周年庆祝会，就到著名书法家吴行先生
那里求了一幅字给刘老师。在刘老师家里，我把装裱好的字展开，
上面是：桃李满园。刘老师答应我，找个时间，来河南看看。

……
直到如今，我还恍惚觉得，我们的刘头儿会像他荣获的中国

新闻传播学会终身成就奖一样永恒不变，会一直坐在他家的客
厅里，敲开门，就能握住他温暖的手……5

两个老头儿
□王剑冰

□陈炜

耿亚伟 摄

你家在哪里？
我家黄河边……
每当听到这饱含深情的声腔，心内就

禁不住激情荡漾。那抑扬顿挫的河南梆
子像黄河一般雄浑沉郁，恣肆汪洋。尤其
那句“学过百灵叫，听过黄河哭。敢哭敢
笑敢愤怒，困难面前不把泪来流”，直是要
让人泪眼迷离。

河南人住在黄河的中游，那是黄河的

最宽处，也是最容易暴发洪水的地方。黄
河在河南境内穿过了多个城市，不少城市
都遭受过洪水的泛滥。因而河南人吃的
苦多，受的难也多。一次花园口大水，就
使得河南近半数人口受灾。

黄河流经开封成为“悬河”，这使得开
封饱尝黄水的肆虐，地下深埋着历次被水
患淹没的六座城池。上世纪八十年代初，
我随几位同窗跑去开封柳园口看黄河，柳
园口是黄河著名的悬河河段，设防水位高
于开封城区13米左右。这里也是黄河上
较大的古渡口，从开封渡到对岸，就可达
豫北和冀鲁平原，渡口的历史有五百多
年。船工说，这里滩多浪急，船翻人亡时
有发生。渡河之前，过往行人和船工莫不
焚香膜拜，祈求神灵。当年的木帆船换成
了机器船，过渡仍然提心吊胆。

那时正值秋汛，暴戾的黄水从上游
滚滚而来，我简直看不清是怎么来的，漫
漫漶漶一片汪洋。浪头大的如小山，汹
涌起伏撞击着两岸。离老远，就能听到
水的撞击声，堤岸被它冲撞得一块块裂
开，掉落的土块随即不见踪影，像是怪物
的大口在饥饿地吞噬着。

水中漂浮着树木杂草。寒冷的风掀
动我的衣衫和惶恐。那风是由水浪鼓凸
的。大水淹开封的阵势或许就是这样。

为什么会让一个百万人口的都城靠
近一条险河，那不是悬壶于头上吗？好
像诸多皇帝都不屑于此，只管一朝朝一
代代地打坐龙亭而乐此不疲。

答案是，原本黄河距此很远，远得对
开封构不成太大威胁，即使黄河泛滥，也
大多伤及北岸地区。

据说赵匡胤陈桥兵变黄袍加身，是
骑着战马带领大军一路进入开封的。这
么说来，陈桥驿应该是在黄河的南岸，可
是现在陈桥驿明明跑到了黄河之北。

我们坐上渡船朝对岸去，船走得好
艰难。机器发出震耳的轰鸣，越到河心
轰鸣声越响，甚至产生了颤抖。最终被
水冲到对岸的下游。不得已再轰鸣着溯
流而上，好不容易返回码头。

上岸找车打听着去到一个村子，就
是大名鼎鼎的陈桥。村子还不小，有赵
匡胤的系马槐，系马槐好老好老了，最上
边顶着几枝嫩芽，很难说是原物。黄袍

加身处立有一块碑，好旧的碑，让人不敢
有更多怀疑。这样想来，是黄河打了个
滚，就打到开封附近来了，而且还是来势
汹汹，给开封造成了不小的危害。

回来的时候站在林公堤上，那是著
名的柳园口险工。清道光二十一年（公
元 1841年），黄河在开封张湾决口，汹涌
的河水一度冲进开封城内，形势十分危
急。河南巡抚王鼎情急中想到一个人，
此人任两广总督、查禁鸦片之前，曾担任
过河南布政使和河道总督，熟悉河南和
治黄事务，只有这个人能力挽狂澜。王
鼎赶紧上书，力荐林则徐来开封办堵口
复堤事宜。

其时林则徐因鸦片战争被谪戍新疆
伊犁，正在赴任的途中。伊犁现在来说
是个好地方，被称为塞上江南，当时却是
地远人稀，紧靠边境。别说赴任，遥远的
路途也能把人折腾死。王鼎这是帮河南
也是帮林则徐。当时林则徐行至扬州时
接到上谕，于是折至河南祥符工地，这是
他仕途生涯中最后一次跟黄河直接打交
道。黄水滔滔，刻不容缓，林则徐顾不得
旅途疲惫，即刻投入抗灾治水。

林则徐在黄河大堤工地跑上跑下，
冒雨指挥军民抢险，一如当年指挥禁
烟。百姓们都知道林则徐，一个个舍身
奋力，五个月后决口终于堵住，并修筑了
一道坚固的堤坝。堤坝宽阔高耸，这段
长 10 多里的黄河大堤，厚实稳固，从此
福泽开封。

“不信玉门成畏道，欲倾珠海洗边愁。
临歧极目仍南望，蜃气连云正结楼。”大功
告成，怀着对国事的忧虑，林则徐从开封出
发，重新踏上了流放新疆的漫漫戍途。

在治理黄河水患上，林则徐可谓心系苍
生、呕心沥血。河南人民对林则徐治黄充满
了期待，而林则徐同样没有辜负百姓的信
任。为感念林则徐的丰功伟绩，开封人把林
则徐负责修筑的这段黄河大堤命名为“林公
堤”，并塑林公像一座表达敬仰之情。

母亲和我居住在黄河岸边，她也听
说过林则徐治河的故事，她老人家在世
的时候，不止一次去看黄河，也不止一次
地用手捧起黄河水。她总是说，这黄河
上游该不是这么宽，这么黄，这么急吧。
我后来到过三门峡，到过刘家峡、青羊

峡，最后到了青海的玛多，我回来告诉了
母亲，详细地为她讲说不一样的黄河。

有一年我终于到达了黄河源头约古
宗列，我捧了一捧清冽的水，似是刚刚化
开的冰。在黄河源头的帐篷里，我守着
一线清流，沉沉入睡。之前感到了寒冷，
接着更感到了恐惧。高原反应愈加强
烈，头疼得发紧，肺部不畅，并且疼痛。
我开始查数，试着深呼吸，让夜晚一分一
秒地走过。巨大的黑暗中，我能听到任
何细微的声响，最清晰的，是帐篷边上水
流的声音。

从黄河源区出来，我还看到了源头小
学。天空下着大雪，孩子们在升旗。漫天
雪花同旗帜一起在眼前飞舞，操场上一片
洁白。

我问孩子们：
“知道黄河源头在哪里吗？”
“知道——曲麻莱县麻多乡！”
“那你们知道黄河流向了哪里？”
“大海——”
“会背诵黄河的诗歌吗？”
“ 会 —— 白 日 依 山 尽 ，黄 河 入 海

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
回……”

我后来又到过黄河入海口，入海口有
一片黄河涌出的滩区，滩区每年都在扩
大，为祖国的版图新造一片沃土。滩区
里，苇花泛着白光，前浪后浪地赶，野荷捧
着夕阳摇晃，无数白色的鸟在蓝天下划着
弧线。大雁列阵而过。台风要来了，后面
还有霜雪，还有冰凌。但是这里的人们已
没有什么好怕的了。

离入海口不远的王庄险工，急转弯处
的大水，如狂怒的怪兽横冲直撞。水头遇
到了铁壁铜墙，随它撞去，撞散架了，只好
四散远去。人们站在黄河大堤上，看着滔
滔涌涌的黄浪，就像看着十万亩小麦浩荡
的景象。

我们的祖先，曾沿着黄河依水而居，
即使到了黄河发源地，到了黄河入海口，
也还是有人在生活。

源于一种血脉缘由，我始终对黄河有
着深深的敬畏与依恋。一条大河，翻卷着
中华文明的册页，述说着无尽的沉厚与辉
煌。黄河不仅仅是一条河，黄河还是民族
的根，更是民族的魂。5

1938 年，徐州、开封等地相继沦陷，
日本侵略者沿陇海铁路向西、南迅速侵占
中原。9月 30日，彭雪枫率领一支370余
人的抗日武装来到河南省西华县杜岗村，
继续开展抗日游击斗争。

10月的一个深夜，杜岗村一老乡家
中灶房内，司务长老马蹲在灶前吸旱烟，
年轻的警卫员赵运成走进灶房。老马收
起旱烟凑上前，“小鬼，彭雪枫师长又在看
地图吧！”

赵运成：“嗯，天天熬夜，胃病又犯了，
我想着给他找点热乎东西吃，你怎么也没
睡啊？”

老马一笑：“瞅瞅，这是啥？”
赵运成惊喜地说：“哟，面条！”
老马边下面条边说：“嗯，副师长特意

交代，让我今天无论如何给师长做顿病号

饭。他一天到晚马不停蹄行军打仗，连地
瓜干、地瓜叶都吃不饱，瘦得叫人心疼。
上次，师长连着几天胃疼，我悄悄煮了半
碗地瓜干，想让他就热水吃点，垫吧垫吧
肚子，可是……唉！”

赵运成挠挠头：“是啊！师长知道是
单独给他做的，批评我们说，特殊时期粮
食短缺，他不能搞特殊，只把热水喝了，那
半碗地瓜干说啥都不吃。这次给他做面
条，他会吃吗？”

老马：“副师长说了，这是病号饭，让
师长必须吃掉。这是副师长交代的任务，
必须完成！”

赵运成开心地说：“坚决完成任务！”
老马把面条盛好，交给赵运成，然后

说：“你可端好了！这碗是房东家的。汤
面热，别烫着了。”赵运成小心接过碗。

房内点着油灯。彭雪枫师长一手用劲
按着胃，一手拿着放大镜，弯腰趴在地图前。

赵运成端着面条，面带喜色，边走边
念叨：“总算能让师长吃上碗热乎饭了。”
可进门时，脚下一滑，碗摔到地上，面条洒
了一地。赵运成慌忙去捡，发现碗沿也磕
破了一个口子。

彭雪枫听到声音，走过来关切地问：
“怎么回事？”

赵运成抽泣着说：“面，司务长给你做
的面条洒了，碗也摔坏了……”

彭雪枫拉着赵运成的手检查了一下，
又拿过碗看了看，笑笑，从怀里掏出钱，放
在赵运成的手里，说：“人没烫伤，碗还可
以用，别哭鼻子了，打点开水把面条冲冲
还能吃。这碗我买了，明天把钱交给房
东，房东如果不要，就到集市上再买个新

碗送过去。记住，不管怎么样，一定不能
白拿老百姓的东西。”

赵运成支吾着说：“师长，我错了，我
太冒失了，你处理我吧！”

彭雪枫说：“你怕我饿给我送吃的，关心
我，我心里明白。不小心摔坏碗，以后注意
就行了。这碗还能用，钱一定要赔给老乡。”

此后，这只碗就跟着彭雪枫走南闯
北。1944年 9月，彭雪枫将军在战斗中不
幸牺牲，时年 37岁，被毛泽东、朱德誉为

“共产党人的好榜样”。这个有缺口的碗
也被群众亲切地称作“将军碗”。

彭雪枫将军虽然牺牲多年，但他生前
严守纪律、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的廉洁故事
至今仍在中原大地流传，永远值得每一名
共产党人学习和铭记。5

（报送单位：洛阳市纪委监委）

百年问廉

一只缺口碗 □于婕

教师微笑的脸庞

是校园里的一部情景剧

额头上的皱褶里

演绎着许许多多美好的记忆

多少个日日夜夜

拥抱着风拥抱着雨

把梦想淋湿的微笑

晾晒在黑玉般的眸子

于是——

那块三尺讲台

摇曳你生命的柔韧与张扬

绽放你的娇艳与魅力

孩子们深深依偎在你的怀抱

将情感融进绿色的歌谣5

教师赞歌
□樊进举

青藏高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