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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文化”专栏征文。

“黄河文化”征文启事

秋分
已 至 ，金

黄渐次成为这个季节
的标志，稻叶黄了，树叶黄
了，我们大中原的颜色，与她

那条标志性的河流浑然一体了。
黄河，关于她的话题，因两年前在

郑州召开的那个会议而进入国家战略
视野，金秋里，更加让生活在她身边的人们思
接千里——

什么时候开始，她的代名词成为了母亲，
成为了历史，成为了文化，那不息的涌流，什
么时候成为了写在天地间翻不完的大书……

我的思绪，从初秋回到盛夏。今年芒种时
节，与几位同乡相约回老家寻根。岁月流转，
物是人非，特别是家乡这些年经历了南水北调
工程搬迁移民，心心念念的老宅、田亩、学堂，
全靠搜索记忆深处尚未消逝的那些标志。

“我家门前有条水渠。”
“对了，小学门口有个深潭，学校就叫堰

潭庙小学！”
“这条河过去，应该就是我们水田营村

了”……
寻寻觅觅，终于踏上儿时的土地，嗅到老

屋气息的时候，蓦然发现，挑动脑海深处记忆
浪花的，竟然都与河流水系有关。

是的，我平生第一次回故乡，第一个打交
道的就是一条河。

那是“文化大革命”期间，一条“公办小学
要办到农村去”的特殊规定，让在城市当小学
教师的妈妈，开始了回到家乡的命运。已经
打成“走资派”的父亲在劳改，又在批斗中伤
了双腿，哥哥姐姐中学毕业就响应号召成了

下乡知青，妈带着我和弟弟，离开生活多年的
城市，一路颠簸在县城下车，所有家当从长途
汽车上卸下来，装上了一辆人力架子车。少
不识愁的我与弟弟，车前车后奔跑在乡间小
路上，一会儿揪玉米的红缨，一会儿追赶草丛
中蹦出的蚂蚱，满眼新鲜快到村口时，却被一
条横亘在小路尽头的河流挡住了。但见河水
清澈见底，不宽，也不深，敞亮亮在晚霞里流向
远方。拉车人显然熟悉这里，示意我们随他在
河滩稍高处驾车下水，我和弟弟兴奋地挽起裤
腿，迫不及待跳进清流，踩着冰凉的鹅卵石向
对岸跑去，却被驾车人喝住：跟在后边！妈妈
立即一手一个拽住了我们，不许乱跑。行至
水中央，一声惊呼，架子车开始倾斜，原来看
似清浅的水流，不知哪处会有淤泥沉积，架子
车一侧轮子陷了进去，但见母亲甩掉我俩，快
步上前，用肩膀顶住随时会倒下的行李，拉车
人也挽紧了肩上的绳子，用力拽住车把，身体
开弓似的铆足劲，试图拖出轮子，但脚下的石
子太滑，几次发力，自己却摔倒了。

“兄弟，我扛着，你快去叫人！”但见妈妈
全身扑在车上，两只手吃力地托起车帮，那个
我们熟悉的案前备课批改作业的瘦小背影，
此时化作与车子一体的支柱，涌流里稳稳挺
立，护住一只只纸箱包裹的家当。我和弟弟
被母亲坚毅果断的表情镇住了，扑过去扶着
车帮，拽起捆绑行李的绳子，依偎在母亲身
旁，一任流过身旁的晚霞变成冰冷月光……

当我们终于在众人帮助下，住进村小一
处空房，打开纸箱里一件不少的锅碗瓢勺，换
上干燥温暖的衣物时，火苗跳动的煤油灯下，
家乡的夜晚是那样的踏实宁静。

接下来的日子里，我学会了上学路上，把

鞋子夹在胳膊下面，将书包挂上脖颈，蹚过堰
潭上滚水石坝，走进校门；学会了寒冬里，把
红薯、萝卜装进竹筐，在渠水里将它们沉下提
起，再反复颠簸，有了一筐粉红青白；学会了
踩稳架在渠边的石条，拉开渠水落进小河处
的那块挡板，于是水车开转，磨坊里的玉米粒
变成下锅的碎糁，稻子变成雪白的大米……

不知不觉里，我也会回答路人，去杨伙
啊，顺着河滩别拐弯就到了，代销点好找，就
在水磨坊后边……

后来，我走出了那方山水，享受着金属龙
头流水的便捷，景观喷泉的美丽，人造湖泊的
波澜不惊……“心静如水”的水，应该是指这
方生存里的水，那股积淀在心海深处的涌动，
只会在生活的特定时刻，悄无声息地被搅动。

那是在开封，这座历史瑰宝无处不在的
古城，上世纪 80 年代的一处发现震惊了世
界。那是开封旧城地下十几米处，叠罗汉似
的摞着 6 座城池，依次是魏大梁城、唐汴州
城、北宋东京城、金汴京城、明开封城和清开
封城，横截面显示，这些当年的国都、省城、重
镇的主要建筑，几乎不差分毫地在更高地平
面上被复制，城市中轴线几乎没有变化，也就
是说，当经历过庞贝城火山爆发、亚历山大城
地震沦陷、楼兰古城风沙肆虐同等量级的灾
难后，开封人并未像别处人群选择抛弃，而是
一次次在黄河的大摧毁里，不屈不挠把祖先
创造的文明继承恢复壮大，一条大河就这样
把她孕育的辉煌悲壮，与她惊涛骇浪的足迹
一起，永久镌刻在中华民族土地上。

当然，考古工作者会从这里的每一寸黄
土，每一粒碎沙中，淘出千年岁月的真相，与殷
墟的文字，仰韶的陶器，驼背上的茶叶丝绸，与

唐诗宋词一起，再次为炎黄文化增加厚重的篇
章；旅游者也会把骇世奇观的感叹，传遍天下
四方……而我久久站在千年沉淀的土地截面
前，有一股清凉开始在脚下浸漫，一片晚霞在
水光里闪亮，童年回乡的记忆清晰地于脑海浮
现，那是母亲的身影，那是大自然激发的人类
的能量爆发，他让苦难与生存，岁月与智慧，具
体真实地包含在每一个家庭，每一个生命里。

那是在宽敞华丽的人民大会堂，厚重的丝
绒大幕徐徐拉开，舞台上似乎集结了世间所有能
够发出的美妙声音，不同音色不同分贝的器乐，
它们在艺术家神奇的双手里，在指挥棒高高举起
轻轻落下的挥舞里，挑起了排山倒海的浪涛呼
啸，引来了巴颜喀拉的涓涓细流，中原大地的辽
阔无际，四季庄稼在长笛悠扬里扬花结穗，草屋
炊烟在小提琴的婉转里袅袅升起——第一次在
现场聆听中央乐团演奏的《黄河》，观众席上，小
伙伴们赤脚溅起的水花，水车带动磨盘的转动，
还有红薯红，萝卜绿，从我触摸过的流水里，从油
灯下从竹筐里，从心里融入了天地间的交响。

这就是真实的黄河，依水而居，人们从土
地上端起了一粟一米，与水抗争，一个民族永
远在东方站立崛起，那水，那河，早已成为生
命的依赖，心灵的标记。

于是，历史记住了在我的家乡淅川，父老
乡亲舍弃自己的老屋田亩，将祖辈留下的那
个家打成卡车上的行李，搬迁远方为北方用
水让路的时刻，飞奔江边，灌满一瓶江水紧紧
抱在怀中，于是，老百姓看见了从中南海到来
的身影，一次次在丹江水库中央，提拉深水至
船上，用深情察看，用心灵品尝，一步步丈量
黄河大堤，对照手中蓝图，指点远方……

有一种河水，永远和血脉一起流淌。5

“一条大河波浪宽，风吹稻花香两岸。”第
一次听到这首歌，我就认定，这条河，就是我
身边的母亲河——黄河。

小时候，黄河是条神秘的河。尽管老家
离黄河不过几公里的路，但很长一个时期，黄
河只存在于奶奶的叙述和我的想象里。

对奶奶而言，黄河并不美好，她常说，我们
在开封鹅堆逃荒那8年……我问奶奶为啥要逃
荒啊，奶奶说因为黄河决堤了啊。黄河决堤时，
奶奶和爷爷正睡觉，突然水就到床跟前了，紧接
着床就浮起来了。于是赶紧逃命，爷爷挑着担，
两头的筐里，分别装着爸爸和叔叔，拉上我的三
个姑姑一起跑。奶奶说你跑水也跑，水不但跑，
水还往上涨，跟着人流跑，幸亏离黄河还有好远
的路，紧挨黄河大堤住的人，是跑不掉的。奶奶
说最后跑到了开封鹅堆，一待就是8年。水彻
底退了，乡亲们才回来重盖房子重建家园。

我不知道鹅堆在哪里，我曾在地图上找
过，也上网搜过，还问过开封当地人，一无所
获，我不知道到底是哪两个字，我只是回忆奶
奶的发音写下的，也许早就改了地名？

我没有逃过水难，但深知河水泛滥的凶
险，爸爸当时在基层工作，每到汛期，他都坚守
在黄河大堤上，担心着溃坝决堤。读中学时，
班里有个来自黄河边的女生，学习刻苦到不可
思议，她在作文中写道，父辈每年春天在黄河
滩地种庄稼，从不敢确定秋天一定有收成。遇
涝灾会颗粒无收，种子钱都收不回来。只有学
习，才能帮她不再靠天吃饭，实现梦想。

第一次见识黄河，是送一个姐姐坐摆渡
船到黄河对岸的开封，那天眼巴巴看着姐姐
买票登船，看着船驶离码头，满心羡慕。面对
滔滔黄河水，觉得这条河好难跨越，穿过我的

童年少年都未能完成，开封永远在河对面，在
我的梦中，我渴望着，向往着。

以游客身份游览黄河，是高二暑假，妈妈
有一天突然宣布，周日要带着我们姊妹三人
去邙山黄河游览区。我们坐上逢站必停的绿
皮火车，到邙山站下车，步行半个小时，终于
见证了啥叫“一条大河波浪宽”。整整一天，
我们都待在黄河边，从朝阳升至水面，到日出
中天，再到黄河夕照。那天妈妈很慷慨，拿出
2元钱，让我以黄河为背景照了张单人照，大
家又照了合影。

长大从军读军校到济南，这也是个紧邻
黄河的城市，毕业后到郑州工作，依然紧靠黄
河，我在母亲河流淌的城市里，结婚生子成家
立业。周末休闲时，常常一家三口驱车至黄
河边，静静呆上一天，躺在黄河边，看着黄河
水，不管是烦恼还是喜悦，无论得意还是失
意，嗅着黄河的气息，心都会沉静下来。

万里黄河九曲十八弯，有个极重要渡口茅
津渡，它与风陵渡、大禹渡并称为“黄河三大古
渡”，是沟通晋豫两省的交通要津，黄河南岸是
三门峡会兴镇，黄河北岸是山西省平陆茅津村。

知道茅津渡，是从姥姥口中。姥说，“黄
河两岸是我家”，黄河南岸是生她养她的地
方——三门峡陕县。黄河北岸的茅津村，是
她结婚后的家。

姥姥命苦，6岁时父母双亡，她和弟弟靠
讨饭过日子。后来弟弟不幸夭折。姥姥从黄
河南岸被卖到了黄河北的茅津村。

姥爷是艄公，比姥姥大了 20多岁，他两
个弟弟都去世了，留下各自遗孀和一堆孩子，
姥爷让姥姥和他一起挑起养活一大家子人的
重担。刚刚十几岁的姥姥不谙世事，要承担

几十口人的吃喝拉撒，稍微做不好还会遭家
里人辱骂。姥姥说，她每次到黄河边打水或
种收庄稼时，总想着直接投进黄河，可众目睽
睽难有机会。后来，姥姥生了妈妈，她开始想
着，要顽强地活下去。

姥爷水性高超，又乐于助人。黄河边常有
小孩掉河里，黄河水流浑浊湍急，转眼间鼻子眼
睛耳朵都被泥沙糊住，很快没命。姥姥说，十冬
腊月那水刺骨凉，小孩在结冰的黄河河面上走，
哪块冰薄了，一不小心就掉下去了，姥爷常是连
衣服来不及脱，直接就跳下去了。人救上来，自
己也冻成冰棍了。被救的孩子都要认干亲，姥
爷有20多个干儿子，全是他救过命的孩子。

姥爷救人，还为共产党做事。抗日战争和
解放战争时期，姥爷帮着在茅津渡口转移过地
下党。1947年 8月，陈谢大军在茅津渡和济
源长泉渡之间，乘“油包”渡河，渡了三天三夜，
风雨交加，电闪雷鸣。姥爷是油包渡河的艄公
之一。当时找艄公是悄悄进行的，胆小者马上
回绝，姥爷没有丝毫犹豫就答应了，还积极协
调船只，参与创造了大军“油包”渡黄河的奇
迹。后来解放军答谢时，姥爷拒绝了。

因为年轻时总在十冬腊月下水救人，后
来姥爷瘫痪了，6年后撒手人寰，留下孤儿寡
母艰辛度日。姥姥没文化，却有见识，她把妈
妈送到了河对岸陕县读书，妈妈一路读到大
学毕业，毕业分配好工作的妈妈，跨过黄河接
走了姥姥，娘俩一别家乡20年，不曾回去过。

妈妈说，读书时每次回家再返校，姥姥都
会把妈妈送到黄河渡口处，看着妈妈登船远
去，船开出去好远了，姥姥瘦小的身影还在岸
边站着。妈妈在学校，担心姥姥受气，担心繁
重的农活会累倒她，担心用棍子支着的那眼

窑洞会塌。她常常听着课，突然想起姥姥，眼
泪哗哗就顺着脸流下来。姥姥说，妈妈是她
唯一的希望，她在老家不管受多大的苦，她都
要为女儿守住家，守住母爱。

故事听了几十年，直到姥姥去世，我才第
一次来到姥姥描述过无数次的茅津渡。此地
水面开阔，山谷对峙，林木茂盛，倒影相随，我
想起宋代诗人魏野的《茅津渡》“数点归鸦啼
远树，人行欲尽夕阳路。暮霭还生竹坞村，西
风乍起茅津渡。”我很感慨，此地承载了姥姥
和妈妈太多苦涩又温馨的记忆，我不知该如
何描述我那一刻的心情。

姥姥在我家生活了几十年，陪伴我们姊
妹三个出生成长，把我们养大，又目送我们远
走高飞，她静静守护着这个家。但她一直认
为，这是闺女家，她的家在黄河岸边，在世时
她多次嘱托妈妈，她不在了一定要把她葬回
黄河边陪姥爷。在黄河边，她还能看到河对
岸的娘家，她的父母和弟弟都在那儿。

那年是“非典”，姥快不行了，妈妈陪着姥
姥往老家赶。等我到老家时，姥姥已躺在门
板上全身都冰凉了，我拉着姥姥的手，幻想着
我能暖热她，然后她坐起来说，我回家了，我
带你去看黄河。

姥姥活着时，多次说要看看黄河岸边她
的家，现在我回来了，她也回来了，可我叫不
醒她，她再也睁不开眼睛，再也起不来身子，
兑现承诺陪我看黄河了。

我们把姥葬在了黄河岸边桃园中，完成
了她叶落归根的夙愿，从此，姥姥和姥爷在天
堂相依相伴，守望着黄河，守望着黄河岸边的
家园，也守望着河对岸那片葬着姥姥血亲的
故园。5

有一年

火车摆渡我赴京

梦中闻一句：

黄河，黄河

少年意气的我，乍醒

睁大了眼睛，车窗注目

一颗虔诚心，激动

有一天

我成了郑州人

周日骑行邙山

坐在山头整晌凝望

泱泱大河

从天际来，向天边去

汤汤流动的是水吗

不，分明是

先民的呼吸

八千年的历史回声

有一次

去长满芦苇的岸边

随渔夫打鱼

望着丝绒般的波浪

刹那间

我明白了肤色的含义

船上的鱼儿

似曾相识，可是

游自半坡氏族彩陶？

眼睛里有种神性

有一夜

我做了一个梦

飞机向上游飞行

机翼挂着彩虹

风中响着驼铃

我乘着鼓满风帆的

大船

迎着祥瑞的霞光

迎着喷薄的旭日

向大海航行5

黄河散记 □海盈

▶黄河谣5 耿亚伟 摄

与
黄
河
近
在
咫
尺
□尚攀

黄河最初进入我的认知，
是无形的。这缘于母亲教学的
科目从数学改为历史之后，餐
桌上的话题也由四则混合运算
转到中华民族上下五千年。

有一天，母亲在餐桌上问
我：“还记得在老家南地挖胶泥
吗？”

故乡村庄的行政区划名称
是：河南省滑县万古镇忠厚
村。我在那里度过了几年舒展
的“散养”生活后，移居到镇上
的学校大院或企业大院，村子
的记忆越来越模糊了。在我的
童年中，玩胶泥应该是可圈可
点的活动。那时我大概三四
岁，与几个玩伴跑到堰岗（围在
村子周围的防洪堤堰）外的深
坑里，用木棍儿剜出小块儿湿
黏的硬泥块，再把它们聚拢到
一起，在石臼或锤布石上反复
摔打，成为一块柔软有型的胶
泥，就可以用来做玩具了。这
个过程谓之“板胶泥”，除了手
上会沾满厚厚泥垢，浑身上下
也会沾染在坑里滚爬时的痕迹。每次玩胶泥回到
家，母亲都会大惊小怪地说：“你都变成个泥猴了！”

母亲问我挖胶泥故事的时候，我已经过了玩胶
泥的年龄，所以不解地看着母亲问：“咋了，你不是让
我回去挖胶泥吧？”

“你要想去挖我不反对啊。”母亲笑笑，接着带着
满满的自豪感道：“我想告诉你，你挖胶泥的地方，就
是黄河故道。”

“真的吗？黄河不是离我们很远嘛。”我惊诧。
母亲说：“当然是真的了，咱家南地那一块地，都

叫它‘南河身’地，河身就是河道。很久之前，黄河曾
经从这里流过。”

当时，我最感兴趣的，是母亲讲的《三国演义》中
关于白马坡的故事：刘备败失小沛后，赴青州投靠了
袁绍。关羽暂时委身曹操麾下。袁绍部下大将颜良
攻打曹操，进兵白马坡，陆续斩杀曹操多员大将。关
羽出马，斩颜良于马下，为曹操解了白马坡之围。

那时候我还是一名小学生，对母亲说的很多事
情都不太明白。比如，黄河不就是一条河嘛，即使有
几千米宽，怎么能波及全县从西到东近百公里——
后来我才明白，古黄河是没有河道的，她在豫北大地
上汹涌翻滚，即使人们修筑了金堤（取固若金汤之
意），也难以束缚黄河的恣肆。试想，古黄河冲出桃
花峪，飞流直下向北奔涌，所到之处涤荡一空，豫北
及以北地区大片土地成为黄汤泽国。

大约是 20年前的秋天，我从滑县来郑州，第一
次见到黄河。大巴驶过花园口黄河大桥时，视野中
的黄河水面大约只有几百米宽，在五六公里长的桥
下显得有些瘦长，更没有波浪，很温顺的样子。

我问母亲：“黄河紧挨着郑州，咱家到郑州都有
一百八十多公里，你说咱家向东二十多公里就是黄
河，我咋想不明白呢？”

母亲说，黄河在郑州是东西流向，在兰考县铜瓦
厢那儿拐了个弯，向东北走了，从滑县东部相邻的濮
阳经过，那里离我们很近。

迁居郑州后，大概是因为离黄河太近了，不仅会
经常与黄河“谋面”，还天天吃黄河水，少年时的那种
神圣感与庄严感，逐渐变成了家人般的熟悉与淡然。

大概是大学期间，突然有个同学对我说，郑州不
属于黄河流域。我一下子就懵了。这怎么可能？地
处黄河之滨的郑州，怎么能不属于黄河流域！

这一刻我才知道，自己对黄河真的是知之甚少，简
直就不配生活在郑州。于是，我便开始查资料，走近黄
河，了解这个从前流经故乡、如今从身边流淌的河流。

我渐渐弄清楚，从春秋时期到金代，古黄河在滑
县泛滥了一千七百九十年，几乎波及了全县绝大部
分土地，形成了广阔的冲积平原，也留下了诸如白马
坡、卫南坡、长虹坡等坡洼地。

我也意识到，滑县白马坡的名声可谓闻名遐迩：
京剧传统剧目《白马坡》，就是关羽斩颜良的故事。
在滑县、濮阳，还有“收了白马坡，养活清丰和南乐”
的民谣，就是说，白马坡丰收了可以解决清丰、南乐
两个县的吃粮问题。但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之前，这
句民谣只能是人们的一种美好祈愿。因为包括白马
坡在内的河滩地，一直被洪、涝、旱、碱灾害困扰，根
本产不了多少粮食。经过数十年的改造，尤其是近
几年，白马坡被划入河南省粮食核心区，最终变成了
高产良田，并以此为中心打造了河南省面积最大的
50万亩连片高标准粮田示范区。

无疑，这是古黄河对滑县最珍贵的馈赠。5

心 河 □刘先琴

家住黄河边 □聂虹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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