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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 承
□叶剑秀

□秦莉

我自1994年从事记者工作，已经过
去27个年头了。岁月是可以记忆的，当
我静下心来梳理20多年采访经历时，有
两次普通采访尤让我感怀感动，这两次
采访又和我儿时听到的一句话密切相
关。

那是在上世纪80年代，父亲涨了一
级工资，可他却把这一级工资让给了别
人。母亲很生气，因为父亲的这一级工
资，意味着孩子们的碗里可以多一块肉，
身上可以多一件衣，以至于母亲跟父亲
争吵了起来。父亲一句话让母亲的争吵
戛然而止，父亲说：“那么多战友都牺牲
了，活着就是幸运的，还争什么？”说完扬
长而去。当时只有10来岁的我，并不理
解话里的含义，可我记住了这句话，因为
这句话让父母的争吵停了下来。之后很
多年，这句话虽然没有提起过，却一直住
在我心里。

2009年，因为要做一个红色收藏节
目，我采访了原安阳和新乡军分区副司
令员黄耀华的女儿黄海荣和黄海凤。黄
耀华是 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老革
命，参加过五次反围剿和长征，抗日战争
时期参加过娘子关战役、百团大战，解放
战争时期参加过淮海战役，荣获三级八
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三级解放勋
章和二级红星功勋荣誉章等。她女儿给
我翻看勋章，告诉我：“老爷子什么都没
有了，就剩下这几块勋章了。”接着不无
感慨地说了一件事，“有一年老爷子生
病，有五千块钱是地方医院药费，当时想
拿到部队报销，老爷子说什么都不让，最
后争来争去，老爷子一急就说，‘一将功
成万骨枯’，报什么报？那么多战友都牺
牲了，活着就是幸运的，不要再跟组织伸
手了。”说真的，相隔20多年后再次听到
这句话，心里有些惊奇也有些激动，但转
念一想，父亲和黄耀华老先生曾是战友，
有共同的认识也在情理之中。

接着我又采访了原新乡军分区司令
员张公干的儿子张樑栋。张公干 1931
年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是周恩来总理
安排在冯玉祥身边的地下工作者，担任
冯玉祥的随行副官。有一次冯玉祥问总
理，我身边有没有共产党员，总理了解情
况后说，你的随行副官张公干是共产党
员。冯玉祥听后十分高兴地说，我知道
他 是 共 产 党 员 用 起 来 就 更 方 便 了 。
1947 年张公干率国民党 356 团起义，
1955年被授予八一勋章、二级独立自由
勋章和解放勋章。

当我走进张司令员家里，真的是家
徒四壁，斑驳墙面裸露着墙砖，我感叹地
问他儿子，这房子有多久没整修了？他
的儿子说：“住进来50多年都没整过，一
说整房子，俺爸就说别给组织添麻烦，那
么多战友都牺牲了，活着就是幸运的，咱
不争这了。”

这是我第三次听到这句话。三位革
命时期的老前辈，在不同时间、不同地
点，面对利益时，说出同样的话。那么遥
远又那么亲近，让我的眼睛模糊了，眼泪
不听话地落了下来。这句话让我想到了
那些没有留下名字的革命先烈们。井冈
山革命烈士陵园，有 4万多名烈士长眠
在那里，其中就有 3万多名烈士没有留
下名字。

我不禁想，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
时尚，我的父辈们，他们身上那种无私奉
献、不争名利的精神，不就是那个时代追
寻的时尚吗？不就是我们每个人内心深
处呼唤和崇敬的一种特质吗？他们的无
私传承，他们的无怨无悔，无论走到哪里
都自带光芒，如同一束光引领着我们的
脚步，去传承红色血脉。

由此我想到了隐居河南省焦作 50
多年的周总理侄儿周荣庆一家。上世纪
50年代，周荣庆在北京志愿军医院当宣
传文化干事。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后，医
院的人面临转业，国家正好提倡机关干
部下基层劳动锻炼。总理就说，你们到
基层去吧！不要当官，当个工人最好！
此后，他们一家在焦作踏踏实实做着普
通的工作，过着平凡的生活，再没有到北
京找过总理，也没有向组织要求过什么，
就连总理去世，遵照总理的遗愿也没有
进京参加总理追悼会。周总理就是这样
用一言一行引领着侄儿一家谦虚低调做
人，踏实勤奋做事。

无论是黄海荣、黄海凤、张樑栋，还
是周荣庆，从他们平淡的言语中，让人真
切地感受到他们对父辈的敬爱和自豪。
我也为我的父亲自豪，父亲去世后，留给
我的只有两枚勋章，是1955年授予父亲
的三级独立自由勋章和解放勋章。我们
共同珍藏着先辈们用鲜血铸就的勋章，
珍藏着先辈们的精神温度，珍藏着内心
的光荣和自豪，也珍藏着对先辈们的敬
爱和深深的怀念。5

两个外孙大宝和小宝，一直在南方城市生
活，十余年来，虽然寒暑假都回来一段时间，却
一直没有见过黄河。今年暑期，二人回来嚷着
要去看黄河。我想，他们正处青少年时期，记忆
和思维的翅膀羽翼渐丰，有必要带他们去瞻仰
中华民族的母亲河，接受一次人生的洗礼。

正是汛期，水量丰沛。站在郑州邙山黄河
岸边，看浊浪翻滚，望河水奔腾不息。两个孩子
兴奋地惊呼：黄河，我们来了！

一刻工夫后，我看到了大宝小宝脸上的茫
然和失落。

大宝说：怎么是这个样子？小宝说：这有什
么好看的？

我说：一个人的伟大不是从表面上就能看出
来的。黄河就像饱经风雨的老人，经过太多的苦
难，可她孕育了华夏民族，这就是她的伟大。

大宝问：黄河从哪里来？一开始就这么浑
浊吗？

我答：黄河从遥远的地方来，发源于青藏高
原巴彦喀拉山。黄河上游的水原本是清澈的，
但流经黄土高原以后，裹挟了大量黄土泥沙才
变成这样的。

小宝问：黄河有多长？最终去了哪里？
我答：黄河很长，是我国第二大河流，全长

五千四百多公里，流经九个省，最后汇入大海。

这么厉害啊。他们有点惊讶。我们在黄河
岸边行走，他们已经对黄河产生了兴趣。

我不失时机地问，黄河一路走来，你们知道
她经历了什么？

这话问得有点大，大宝小宝迷惑地摇头。
我抬头向远方凝望：黄河太不容易了。她

穿越崇山峻岭，历经无数磨难，奋勇向前。你们
说她是怎么走过来的？

小宝抢先回答：靠的是勇敢和智慧。
我抚摸着小宝的头，点头赞许。
大宝想了想说：靠的是顽强的意志，坚强的

精神。
我冲大宝竖起大拇指：说得太好了。这是

黄河的个性和品质，内心博大宽厚，外表刚强豪
放，这就是人们常说的黄河精神。

小宝好奇地问：黄河有这么好吗？
我说：也有不好的时候。漫长的历史里，黄

河大的改道有 26次，黄河泛滥造成的灾祸太多
了，有史料记载的将近两千次。

大宝和小宝沉浸在悲凄故事里，望着黄河沉
默不语。大宝忽然问：黄河到底是好还是不好？

我点头回答：黄河是伟大的。
小宝瞪大眼睛疑惑地望着我。
我选择一处坐下来，继续给大宝小宝讲黄

河的故事：黄河从出世开始，就是一曲千古绝

唱。她承载着磨难和屈辱，以激昂的意志，穿山
越涧，越过荒漠草原，狂奔在追梦路上。大自然
四季的严酷，山体岩石的无情，黄土泥沙的围
堵，都阻挡不了黄河前行的步伐。一路上她吸
纳百川河流，阅尽古往今来，虽然蹒跚踉跄，却
意气风发，百折不挠。她面对大山岩石的挤压，
一路欢唱，砥砺前行，因为她心里有个梦。

大宝问：什么梦？
一个蔚蓝色的梦。我说：黄河在追梦路上，

似乎没有坦途。在壶口关隘，面临着一场生死
考验，她没有胆怯和畏缩，以东方巨龙的气势，
一声怒吼，义无反顾地跌入壶口断崖，激起冲天
巨浪，形成气势恢宏的瀑布群。而后发出惊天
动地的轰鸣，携着咆哮的浪涛，潇洒而去。留在
身后的世界第一黄色瀑布，是奇观，赢得人们的
敬仰和惊叹。

小宝问：壶口瀑布在哪里？我说：距这里四
百余公里，以后带你们去。

大宝意犹未尽：黄河后来呢？
我说：后来，黄河走过了河湟谷地、关中平

原、跨越了河套平原、银川平原、黄淮平原……
走过了九曲十八弯，走成了神奇的风景，走成了
壮阔的画卷。她谱写了亦悲亦壮、可歌可泣的
黄河故事……

黄河从历史中走来，自先秦至北宋，共有41

个朝代建都于黄河流域。黄河哺育了西安、洛
阳、郑州、开封、安阳五大古都，历史上的“文景之
治”“贞观之治”和“开元盛世”等，都发生在黄河
中下游地区。历史轮回中，黄河两岸有数不清的
悲欢离合。这分分合合之中，促成了民族的融
合，促成了国家的统一。黄河孕育了中华五千年
的文明，使华夏民族繁衍生息，绵延至今。

我国的姓氏大部分来自黄河流域的中原大
地。华夏民族的祖祖辈辈，生命中浸润着黄河
文化的滋养，铸就了自强不息的气节。在辽阔
的黄河流域，走出了自己的辉煌。这些等你们
学了历史，自然就会明白更多。

故事还没讲完，已到了午时。中午我们在
黄河岸边一家餐馆就餐，我特意点了黄河鲤
鱼。大宝小宝各夹了一块鱼肉，恭敬地放到黄
河里，表达对黄河的虔诚礼赞。我看着他们的
举动，不禁泪盈双目。

夕阳西下，到了辞别黄河时，我让大宝小
宝去黄河岸边安全处用黄河水洗涮一下。我
说来黄河的人都要这样做，要不你们枉来一
趟，不经过黄河的洗礼，以后做人做事就没有
灵魂和主见。现在你们不懂，以后就懂了。

看着孩子在黄河安全处认真地洗涮，我想，
这是他们第一次黄河边的洗礼，以后漫长的人
生中，还会有第二次、更多次……5

黄河的洗礼

□李丹

黄河的故事看过千遍万遍，曲折蜿蜒在崇
山峻岭、平原旷野的每个转弯或汇合处，都是特
别的节点。

站在黄河与伊洛河交汇处，本应是青黄相
接泾渭分明的水面，此刻混沌一片。今年的雨
水太多太大了，北面黄河咆哮，南面汇集了地面
径流、山洪、溪涧的伊洛河水浑黄，水位大涨，伊
洛河中的沙洲潜入滚滚浊浪下，柳树的半拉身
子突兀又坚强地在激流中挺立，长长的柳条随
波逐流，又被枝干紧紧拉住。

面伊洛，背黄河，堤上风正劲。
伊河发源于洛阳栾川县张家村，洛河出自

陕西洛南县西部，润泽了两岸百姓的河流自西
向东滔滔不绝，直到两河交汇。至此，伊河和洛
河的联袂携手，不再只是水分子融合，还是“旷
径今古流无际，总是朝宗入大渊”的一往无前。

沿着巩义市河洛镇神北村一路走来，神堤
控导工程坐落在神北村北部。河洛汇流普法苑
三层台阶上，伫立着“神堤控导工程”石碑，阴阳
两鱼纠缠在石碑前青石地面上，黑白相间的太
极图此消彼长。

神堤控导工程的建筑艺术，与太极推手的
刚柔相济如出一辙。那些侧伸水里的丁坝、垛、
护岸工程，约束着黄河的摆动范围，既拦又送，
削减水速，半推半就间送河归海。

垂柳沿堤岸站立，有稀疏游人漫步。河洛
汇流的文化意义，仅凭人文始祖伏羲在此创造
出太极和八卦已足够厚重，但走在坚实大坝
上，更多治黄人艰苦奋斗与自然环境的较量，
又形成了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图景。

4000多年前，黄河流域洪水为患，尧命鲧治
水，鲧采用“水来土淹”的方法，失败告终。“兵来
将挡，水来土掩”作为无所畏惧的处事态度尚
可，但拿来与自然界洪水抗衡，行不通。

鲧的儿子禹继续父亲未完工作时，他改
“堵”为“疏”，丈量山脉河流，考察峰峦山口，引
田间小沟流入大河；再通九州河流，引大水进入
四海。十三年治水换来太平安澜，黄河气血畅

通，两岸五谷丰登，人和家兴。
历史上，洛河汇入黄河的入口叫洛口。云

烟渺茫，漫长岁月里，洛河追逐黄河的汇合点并
不固定。有记载洛河还曾追到荥阳汜水才得以
与黄河汇合，但“洛口”之名，却定格在如今河洛
镇洛口村。

神堤控导工程石碑上，有学者把河洛汇流
处称为“洛汭”的记载。“洛汭”名称可从清代寻
到确切足迹，但“洛汭”的形成，却与更早的隋朝
有关。

相传伏羲登临高岗俯瞰，黄河浊浪与洛水
清波回旋交汇，奇景尽入眼底。这时，龙背马身
的神兽凌波踏水于黄河之上，伏羲细看，神兽背
负图点；而后有神龟负书从洛水中出现。“河出
图，洛出书”，天赐符号让伏羲得到启示，据此画
成八卦。伏羲一语道破天机本源，物质世界的
阴和阳、表与里，以及它们之间对立统一、互为

根由的关系，成为众多事物要义。
到了公元 582 年，隋文帝杨坚在河洛汇流

处建羲圣祠，供奉祭祀伏羲氏。公元 605年，隋
炀帝杨广下令开凿大运河。在大运河重要的三
岔路口上的洛口日渐繁荣，隋朝最大的粮仓洛
口仓在此设立。洛口仓商旅往来熙熙攘攘，羲
圣祠则人头攒动、香火鼎盛。

寻着“洛口”的形成，问着“洛汭”的流传，追着
白云苍狗，闲看时光荏苒。踏访之时，在河洛汇处
的丁坝上，我看到当地民兵24小时防汛值守的帐
篷，透过撩起的帐篷门帘，简易的桌子、床，做饭的
米面油、电磁炉，应急的手电雨具和警戒物品一一
整齐摆放。民兵们不眠不休地轮班坚守，守着一
方百姓，担着千斤责任。他们令人敬重。

行到河洛酒家，村中黄尘扑扑的道路衬得
这个一层的建筑略微老旧，但看生意红火，我还
是进去了。想要的鱼没了，白菜烧豆腐里面还
掺了菠菜。送餐的大婶理所当然地说：“白菜不
够了，给恁掺了一把菠菜。”一丝惊讶后，我还是
拿起了筷子，相互补充嘛，没这个有那个。自己
也不知道怎么在河洛汇处、在太极与八卦的诞
生处，就生出了这样的大度和包容。大概是环
境化人吧。5

青海湖
□马海盈

金露梅，银露梅，无忧地

开着。蓝蓝的马兰花

像我昨夜的梦境

从西宁过来，听着王洛宾的

歌。卓玛的鞭子好像还在

轻轻抽打着爱的甜蜜

调皮的日月山，非要跃跃

长高，阻断了倒流河远行的梦

湖泊从此变得宁静

裸鲤鱼喜欢高冷。沙棘林

喜欢值守。夕照下，一匹马

略显孤独地望向远方

黑马河拍日出是好地方，可惜

时间不对。神话历久弥新，伸向

湖中的二郎剑，供游人摄影

一朵朵云，羊群般走在湖里

风马旗，鸽子，在空中轻舞

起风了。风赶走了云朵，羊群

上车入梦。梦中，我成了一尾鱼

青海湖以澄澈的眼睛，看我

在禅意的莲间，作逍遥游5

今年的雨水多。王绶青先生 9 月 24 日去
世那天，噩耗传来时，正下着大雨。25 日，我
于雨中去先生的家乡卫辉市唐庄镇吊唁，26
日和先生告别，天仍下着雨，真是大河呜咽，
太行含悲，老天不忍他的离去，在为他哭泣。
25 日晚，我住在唐庄，望着雨中的太行山，云
雾缭绕，仿佛觉得先生并没有离开，他的诗魂
分明萦绕着太行山，眷恋着唐庄镇，徘徊于卫
河之滨。

我坚信先生的魂魄萦绕着太行山，是因为
太行山不仅是他的故乡，更是他的诗歌出彩的
地方。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他的叙事长诗《斗
天图》（合作），让多少人热血沸腾、斗志昂扬，
成为战天斗地的号角，成为改造山河的精神食
粮，成为青年人吟诵的战歌。此诗出版时印刷
10 万册，影响了一代人，成为他的代表作之
一。

先生讴歌太行山的诗篇《衬衫》《太行秋》
《重访红旗渠》《太行公仆》等等，寄托了他的
灵魂，体现了他的精神，显示了他的价值取
向，表明了他的审美意蕴，更彰显了他的诗歌
特色，是他诗歌中的精华。诗人的天职是还
乡，太行山是他的诗歌故乡。在故乡他如鱼
得水，在故乡他诗兴大发，在故乡他妙语迭
出，在故乡他神思无限。他写下了“山下姑娘
洗衣裳/山上俺放羊/脱下汗衫扔水里/管它
冲到啥地方……”这样栩栩如生的诗篇；写下
了“一笔朝霞点金秋，越瘦越显你金骨头”

“离别太行久，呼山唤水喜重游”这样绵绵情
深的诗句。

先生的去世引起诗坛震动和怀念，诗人孔
祥敬写长诗《雨中送绶青先生》，他写道：“此时，
为什么这么寂静/只有雨声，这就是诗的空灵/先
生，你高贵的身躯/端坐于九莲之上/先生，你洁

白的翅膀/正欲乘风远行。”诗人陆健写道：“穿
行你后背上的太白诗风/你前襟里的老杜热肠/
你吞吐大江的酒杯/激起我的泪花。”诗人杨志
学写道：“想起您的作品/丰富如原上青草/想起
您的为人/有天空和大地的怀抱。”诗人马海盈
写道：“锦诗千首壮怀真/不改初衷是好人/天野
海郊遗雅迹/郑州北望泪沾巾。”

类似诗文还有很多，悼念深深，怀念切切。
孙荪先生撰写的挽联：“为文七十年根植中

原得北雪南雨，作诗一千首歌吟时代兼豪放婉
约。”高度评价了先生的成就和诗歌特点。王绶
青先生的诗歌激扬了中原文脉，影响并带动了
几代诗歌爱好者。

王绶青先生的诗融古今于一炉，诗味浓
郁，诗句优美，形式多变，笔触多样，现实主义
和浪漫主义交相呼应，现代性和民族性有机结
合，对仗性和韵律感统一，形成了他古典与现

代一体、豪放和婉约同辉的艺术风格，独具魅
力。像“人老骨瘦有精神/脸上一片火烧云”；

“庄稼从根旱到梢/旱到那，云彩擦火能点着”；
“一个炮眼一朵花，炸，炸/一幅幅壁毯云中
挂”；“千仞高山一寸寸凿，凿，凿/钢钎锻成掏
耳勺”；“钢钎铁锤——绣花针/巧手给太行织
云锦/十年修渠功告成，人间天河出自咱手
中”……读着这诗句，新诗焉，旧诗焉，民歌焉，
三者皆是也，绶青体焉。

诗人萍子说，先生诗书俱佳辛勤耕耘莽原
沃野，人品一流克己奉公是真好人，他用66年的
时光书写诗歌，也用 66年的诗歌书写了诗意人
生。正如先生生前所说，天下人字最难写，写好

“人”字才是诗。先生是诗坛常青树，光明磊落，
正直正派，他的人品诗品是宝贵的精神财富，永
远值得后辈诗人学习。

告别先生那天，天一直下着绵绵秋雨……5

河 洛 汇 处

一缕诗魂萦太行

诚邀省内外作家、学者和基层作者
投稿，体裁是散文、随笔、文艺评论，字数
2500 字内。投稿邮箱为 hnrbzyfzw@
163.com，来稿请注明“黄河文化”专栏
征文。

“黄河文化”征文启事

伏牛晨曦伏牛晨曦。。55 程乐意程乐意 摄摄

□高治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