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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 野 车 左
侧远远看见一
片湖。那就是

传说中的“苦海”。道路右侧是
布尔汗布达山，左侧能望见阿尼

玛卿山积雪覆盖的山顶。苦海平展如
镜，反射着天光云影。据说，它也能吸

纳人心中的苦楚。我看着山上的冰雪跟带队
的胥江闲聊。我说这些山啊河啊都让我着
迷。我说我每一次来都不想回去。我说，我父
亲年轻的时候为执行测绘任务来过这里，我跟
这个地方是世交。

道路尽头出现一片低矮的白色房屋。在
一望无际的山丘之间，那些房屋状如碎砾。房
屋之上云涛翻滚。那就是玛多县城玛查里。
黄河源到了。

双湖以上的河源区位置在巴颜喀拉山西
北麓。在广域地理概念上，此地属于昆仑山系
中段。我国自古有“河出昆仑”一说。清代以
前，人们普遍认为黄河源起于昆仑山。在华夏
远古幻想里，昆仑山称为“昆仑墟”。“昆仑墟”
被描述为“方八百里，高万仞”（《山海经·海内
西经》），高到了上通璇玑的地步。以其高可接
天，因而被视为“帝之下都”，也就是天帝联系
凡间的别都；凡人经此可以直达天庭，倾诉人
间祸福，祈求天帝恩赐。既然“河出昆仑”，而
昆仑高与天通，那么，李白的“黄河之水天上
来”，竟不是夸张，而是写实了。

出玛查里向西，通向河源的路先是一段柏
油路，再是砂石路，然后就成了搓板路。左手
的鄂陵湖岸边不时有成群的高山绵羊。它们
就在湖边站着，看着我们的车经过，雕像般一
动不动。右手是黄褐色的高山草甸，不时有藏
野驴出没其间。偶尔能看见苍鹰或金雕，在云

朵下面展翅滑翔。天高风劲。车窗外面，高原
上的生灵倏忽往来，似在标示世界的阔大与自
由。

进入约古宗列盆地中部，通信信号已经没
了。周围山岭环绕。盆地坡降很小，高原草甸
在大温差下反复冻融，形成上百个大大小小的
水泊。阳光照耀时水泊泛出孔雀蓝色，如开屏
孔雀，所以在藏语里，这里叫作“玛涌滩”，意为
有泉水有孔雀的沼泽。水泊四周是天然牧场，
野生动植物众多。野牦牛散布在草甸上悠闲
地吃草。高原气温已如严冬，仍不时有藏原羚
和藏野驴在远处低丘间出没。据说这里偶尔
会遇见狼群、雪豹和棕熊。所以，我们的活动
范围一直局限于越野车附近。我下车，在路边
站了一会儿。4500米的海拔并不算太高，但
感觉空气里的氧气稀薄了很多。星星点点的
水面反射着天光，直如群星闪耀。玛涌滩的汉
语美称是“星宿海”。唐朝贞观年间，李靖率军
追击吐谷浑，曾派部将侯君集、李道宗等人来
到此地。大唐时候的“星宿川”，就是眼前这片
耀眼的星宿海。唐以后，历代以此为黄河源
头。

在星罗棋布的水泊边缘，是令人望而却步
的深褐色滩涂。路上偶尔见到四肢没在泥中
正在吃草的牦牛，它们长毛拂地，神态安详，但
不知怎么，我总替它们担着心——看上去它们
真像是湿地的食物，似乎这片沼泽里潜伏着无
数张隐形的嘴，会随时把它们吞吃下去。

这种泥炭类的沼泽地，含有大量死亡生物
体的遗骸分解物，在某种意义上的确是“活
的”。它也真的会“吞吃”。有沼泽地行走经
验的人，都会记得那种随时可能被“吞吃”的
恐惧。一个不留神陷下去，非以强力拉扯不
能脱身。因为这“活地”会把它的“食物”往下

吸。那种诡异的下吸力，称为“下咽”毫不为
过。但它并不主动攻击你。当你保持一个旁
观者的谦逊，遵守界限的时候，它呈现的景象
是悦目的。距离产生美，在这里不是煽情，而
是铁律。

大河的源头并不如想象中神秘。大河的
源头跟小溪的源头看起来没有什么区别。被
认定为黄河正源的泉眼宽不过一米，深不过竖
掌。如果不是一块带有“国家地理”字样的河
源标石，你根本不会觉得这么一个不起眼的地
方会跟黄河有什么联系。草甸上的河源碑有
七八通，有的是自驾到这里探源的户外远行者
所立，虽然不甚周正，但也令我肃然起敬。

在有标示的路上接近河源，跟漫无头绪、
不知死活地寻找，完全不是一个概念。早期的
越野人，有的在这里转好多圈都找不到地图上
标记的点，走了很长的冤枉路，仍与河源擦肩
而过；有的在约古宗列腹地屡屡陷车，惊险迭
出；有的遭遇暴雪，全体高原反应，只得紧急求
援。我们是迟到的一拨儿。借助了前行者留
下的痕迹，还算幸运，没有迷路，身体也都还扛
得住。关于泉水水量、河道宽窄、溪流长度的统
计，都只是告诉我一些信息，却难以让我相信，
黄河就是从某一处泉眼出发奔向了大海。一条
奔流万里的大河正如绵延久远的文明，它们的
强盛都不仅仅因为有一个明确标识的正源，而
是由于具备了不拘一格、广纳博收的气量。

狭义的黄河源区，应该是指夹在布尔汗布
达山和巴颜喀拉山之间的不规则三角形谷
地。深居其间的约古宗列盆地像一方隐藏在
地面下的储水库。从黄河流域全图上看，在整
个黄河源区，河水应该是在接纳了两侧高山无
数泉水和溪流的约古宗列盆地第一次蓄积了
能量，到扎陵湖和鄂陵湖再次蓄积能量，然后

出湖，才具备了“大河”的底气。玛查里以东，
黄河水顺势而下，在青藏高原和黄土高原上画
了一小一大两个首尾相接的“几”字，再经华北
平原奔赴渤海。

愣怔之间，“妖怪”来了。高原上的乌云离
地面很近，抬眼能看见密密麻麻的云脚，似乎
云朵不是飘过来，而是踏着小碎步跑过来的。
已经跑到头顶的乌云体量巨大。乌云正在崩
塌，从空中兜头压下。阳光灿烂的河源地瞬间
变得阴森可怖。乌云推移的速度很快。我们
不约而同，转身向车子飞奔。得赶快撤！我们
被一大团黑苍苍的云块追赶着，仓惶离开。父
亲的描述生动逼真，这就是他曾看到过的情
形：跑马云。白花花的太阳地儿，一眨眼狼烟
地动。

落雪越来越猛烈，天色也越加昏沉。这
时，我想我才真正看到了“漫水滩”。四野苍茫
之中，根本找不到路在哪里。玛查里通向河源
的乡道尽管是粗砂路，也略略高于地面，即便
落雪，仍依稀可以辨认。但这里是“漫水滩”，
是雨季河水漫流的滩地，没有任何可以辨认的
道路标识。在落雪的覆盖下，道路消失了。向
导胥江在小心翼翼往前挪。我看着前面雪地
上隐约显现的路面，倦意深沉。

到玛查里草草吃了点汤面，就赶紧躺下休
息。4300多米的海拔加上雪天，气压低得让
人头晕目眩。后脑开始隐隐作痛。外面风声
呼啸。大风在这个无遮无挡的小镇肆意掠过，
把不知什么东西掀动得叮咚作响。你也在这
里住过吗？父亲，那时你在哪里？还有谁在？
说过什么？你提到过卡车、解放鞋、铝制水壶、
漫水滩和“妖怪”，但你没提到高原反应——这
种由人体内压力与气压不对等导致的膨胀，仿
佛黄河源头对外来者的驱赶。5

黄河源

渡口。一条河的两岸，此岸与彼岸。河水
汤汤不舍昼夜，突然有船从对面隐约过来。渡
口像个隐喻，就是一个人对另一个人暗中的注
视。不知道船何时靠岸，但一直能这样想想也
是好的。能有所想，就是希望。

我所住的三门峡有两个古渡口，一个是城
东会兴镇会兴古渡（茅津渡），一个是陕州公园
内的太阳渡。

会兴古渡口现在很荒凉，黄河岸边一个沟
壑里，有一艘机动船孤零零停在那里，河水在
船边打一个漩涡，当地人说，两岸渡口一定是
根据水流相向错位500至 700米，对岸的茅津
渡口就在会兴渡对面右上方，中条山烟树明
灭。高坡上立着一通会兴古渡的石碑，证明着
这个荒凉的地方，过去是发生过惊天动地战争
的地方。

几经辗转，我找到了曾在茅津古渡做过船
工的张君厚老人，他已是 88岁高龄了。1949
年，只有16岁的他迫于生计，在茅津古渡作纤
夫，跟着木船在黄河两岸来回摆渡。“那时，这
个渡口大概有七八艘木船，每艘木船能坐七八
十人，每天往返黄河两岸四五趟，有数百人在
渡口等候过河。木船摆渡时全靠人力驱动，行

驶前，需要大概 10个人先将船逆水向上拉约
两三里的距离。”

1956年到 1960年之间，张君厚开始从三
门峡大坝附近向茅津古渡运送石膏等材料，

“由于船自东向西是逆水行驶，全靠纤夫向茅
津古渡拉。一艘木船能拉大概5吨货，需要10
个纤夫拉上最少 10个小时才能完成任务，一
路上没休息时间，饿了吃点干粮，渴了喝点黄
河边的泉水。”老人说。

直至 1993年黄河大桥建成通车，茅津古
渡才完成了历史使命。张君厚有时还求孙子
用车拉他到渡口看看，他说，看一眼少一眼，看
不了几年了。

三门峡陕州公园是陕州古城旧址，三门峡
大坝设计图出来后，按照设计储水量，古城必
须搬迁。古城搬走了，但河水并未涨上来，此
地成了荒滩。芒草疯长，芦苇遍地。“陕州古城

搬迁后，不能动地留下了宝轮寺塔，能动地留
下了太阳渡。”说话的赵江，是赵沟村一个摆渡
世家的第四代摆渡人。

赵江说他父亲一辈子最重农历大年三十
晚上祭拜河神，父亲带着祭品香火上船，亲自点
香，口中念念有词，一点不马虎，最后在青烟缭
绕里，把酒洒在船上、河里。从大年初一到大年
初五，一家人不许说“翻了破了折了”等词。

赵江说：“四十年了，对岸太阳渡村的人，
只要坐我的船，都免费。”上世纪七十年代，赵
家大船停在对岸太阳渡村时，黄河突发大水，
船上无人值守。赵江父亲在家中顿足长叹，觉
得大船必随大水漂走。第二天到对岸寻船，看
见一中年汉子蹲在一棵老树边，大船缆绳紧紧
拴在树上。中年汉子是太阳渡村村民李拴丰，
他将大船拴牢，守了一天一夜的船。

从那天起，赵江的父亲定了家规，免费为

太阳渡村村民摆渡。
眼下，会兴渡也停止摆渡了，但太阳渡的

生意还不错，赵江说：“乡里人最会算账，坐我
的船五块钱，坐公交车到三门峡也得十多块，
他们都是过来卖苹果、桃子、莲藕，小本生意，
一块钱都要仔细算的呀。”

赵江说，现在自家的摆渡船是机动船，摆
渡每年都亏损，但好在市里让搞旅游，他又与
人合资买了个旅游船，旅游船赚点钱，可以补
贴摆渡船的亏空。

“一直亏，你能一直坚持下去吗？”
“几十年了，对岸乡亲习惯了，像黄河水流

一样自然，有水就有船，对不？”
我曾经住过的几个城市，都有黄河，大半

生绕着同一条河流上上下下。青年求学于郑州，
兰州，工作后在郑州、济源、三门峡。兰州是高原
之城，两山相夹，居黄河的上游，我现在居住的三
门峡，是黄河中游，黄河穿城而过。最终我会回到
郑州，那是黄河的下游——最终我们都会告别激
越，走向广阔与平淡。

我像个小船，在黄河上
下泅渡，黄河是我人生的渡
口。5

这些日子，常在梦中与故乡的景物相逢。
河流、田野、村庄、树木，一大片风景汹涌而至，
在梦境中流动。

看到那一条绿色长龙了吗？它盘桓在故乡
村庄北边，远望莽莽苍苍，近看绿树成行。那是
黄河南岸大堤，是镇守黄河安澜的古堤。大堤
下那座绿树掩映的村落，是我日思夜想的老家。

中国古村落的选址和构建，由大地山川、河
流和人力共同塑造而成。人类最初选择聚集地
时，都会傍着河流，与河流沟汊相依相存。

苍茫天空下，黄河岸边的我家老村落，蜷缩
在黄河大堤深深的臂弯里，与村旁小河相映成
趣。村内，老屋苍然，古树遒劲，流淌着神秘原
始的气息。

听老辈人说，明朝燕王扫北时，先祖们从山
西大槐树下被官兵用绳索拴住，拿刀枪逼赶着，
拖家带口一路南下，强行搬迁到这黄河湾里。
历经一代又一代，繁衍生息，薪尽火传。

黄河从青海省巴颜喀拉山北麓起源，翻山
越涧，融汇万千支流，一路跌宕东去，成长为滔
滔大河。黄河经过故乡开封时，成了有名的“悬
河”。她居高临下的渗透，造成故乡的土地严重
盐碱化。我儿时歌谣唱道：盐碱板儿，花狗脸
儿，种一葫芦打一碗儿。那时庄稼产量很低，村
民吃不饱肚子，就扫浮出地面的盐碱土，用土法
熬制成小盐和土碱，拉到外地换粮换面。

到了上世纪70年代初，村人抢抓人民治黄
的历史机遇，实施引黄灌溉工程，冲盐压碱，改
良土壤，盐碱地长出了白花花的大米，栽了莲
藕，开了鱼塘，村里人自豪地说，我们是黄河岸
边的“小江南”“鱼米乡”。

开封人民对黄河治理持续发力，不但确保
了黄河的岁岁安澜，还在水资源开发、水利经济
发展、科技治黄、构建黄河生态文明等方面做足
了文章。古老的黄河敞开火热的胸怀，无私哺
育着她膝下的城市、田野、绿树和村庄。黄河的
恩泽，令我每当看到黄河母亲那怀抱婴儿的塑
像，那样温柔慈祥，就总有浓浓的温情，在心头
荡起层层涟漪。

黄河岸边的故乡，诞生过许多有关黄河的
故事，也流传着许多关于黄河的歌谣。

我的父亲是 1949年后村里出的第一个师
范生，他在村小教了一辈子语文课。他的爱好
是收集和整理民间歌谣，这其中，黄河谣占了很
大一部分。

父亲的歌谣本上，有这样一首：“千里大堤
镇黄河，解放前后两支歌，一支唱的千家泪，一
支唱的万家乐……”

黄河对于老家人来说，的确是新旧社会两
重天。当汹涌的黄河水驯服而温顺地流进通往
乡村的引水渠后，“盐碱板儿，花狗脸儿，种一葫
芦打一碗儿”的苦涩记忆，终于成了历史。肥厚
的黄河水滋润灌溉下，土地成了夏收麦子秋收
稻的沃土良田，黄河滩里鱼塘遍布，荷香十里。
于是，父亲的歌谣本上，有了新的黄河谣：“黄水
黄，黄水黄，渠道满，顺畦淌；黄水流过翻金浪，
黄水流过歌声扬；开封碱土黄水灌，赛过江南胜
天堂。”“黄水混，黄水混，黄澄澄地爱煞人；强过
金，胜过银，比金比银强十分；麦苗饮了黄河水，
麦后粮堆穿过云。”

前些年，年过八旬的父亲兴之所至，还创作
了一首新《黄河谣》：“黄水黄，黄河长，黄河岸边
是家乡；夏满囤，秋满仓，鱼鸭畅游荷飘香；百姓
赶上好政策，只种地来不纳粮；齐心建设新农
村，黄河儿女喜洋洋。”父亲对我说，你是耍笔杆
的，给润色润色。我没有改动，我认为真情表白
是无须修饰的。

如今，在我的心里，那挥之不去的大河涛
声，如一支清远的长笛，总会在月明之夜悠然响
起。让我始终铭记自己从哪里来，最终会到哪
里去。5

父亲的
《黄河谣》

黄河哟

渡

□张光杰

一支雄浑而明亮的笛子

我想用巴颜喀拉的雪域和白云

两片雪白的嘴唇

吹奏你

我想在你的上面停放七艘巨轮

雨水一样拉响麦苗青大豆黄牛羊肥的汽笛

我还想在你的尾部

系上淮河——这条稻麦芬芳的花穗子

黄河

一支隐含黄泥墙黄皮肤黄水谣的纯铜笛子

在阳光下熠熠闪光

一百个村庄和一万个汉子

在乐律中赤脚擂动大鼓

河南河北 便风声雷声涛声地激荡着

身着红绸的陕北妹子的情歌

摇曳着大水之滨最甜的一株红高粱

吹奏吧

用指尖木桨帆篷云朵 大河上下地吹奏

笛音里 诗经楚辞汉赋唐诗宋词……

流水一般锦绣了山川

一万座城市

用潜藏在夜色里的蝈蝈一样明亮地鸣叫

呼应着天空和星辰

大风吹啊

大高原大平原大草原上

荷叶和枫叶摇动的江山

千里麦垄黄 万年稻米香

用红绸子红窗花红灯笼红绣球

在这支铜笛上绾一个音节

大地的喉结在动

轰隆隆锣声鼓声阳历阴历地挥舞着

中国的二十四节气

黄河哟5

□青青

□鱼禾

策划：魏剑 统筹：陈茁 孙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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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洪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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