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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中的长河

盘鼓礼赞 □王天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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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光下，村庄显得

宁静，安然。

宅院里，储满了阳光，岁月

桃树，海棠，柿树久未谋面

都快长疯了。银杏，挺拔耸立

蓝空里擎着好看的金色叶片

我们回来了！翅膀酣眠之地

曾经的马灯，挂在墙上的玉米穗

曾经的喜鹊叫声，读书声

站在祖宅。往事，一帧帧

携着光影，澎湃闪放

刚收过花生。原野裸着

阳光下，松软的黄土暖暖的

刚播种几天，麦苗已有

四指高了。厚土养人啊

祖茔暖暖的。两棵柏树

开始丰茂起来，默默站立

肃穆。香火。追思

心的深处喃喃低语。先人

感受到种子入土的声音。我们

感受到了远山抚慰的目光

微风下，麦苗垄垄

茁茁然延向远处。再远处

树和村庄氤氲着岚雾

消失的炊烟，在心底袅动

时光如水。爱与善良，生生不息

暖暖的土，暖暖的光5

1963年，我还在上学前班，我们村来了一
位姓法的识字人。他四十多岁的样子，家在很
远的外地，记不清他是啥原因来到这偏远的大
山，只知道他先受邀帮助我们生产队会计算账，
后来见他账头清、有文化，人也和善，几个村干
部一商量把他留下了，让他当老师，教村里二十
多个因离校太远无法上学的孩子。报酬由生产
队出，待遇和当时的民办教师等同。

法老师教了我一年学前班，我印象最深的
是，他批评哪个学生不好好学习说得最多最狠
的话是：你这个样子下去，不如昆仑山上一棵
草，不如黄河滩上一粒沙……

草和沙就这样深深植入我童年的心中，后
来上学，我在课本上第一次认识了黄河和昆仑
山，才知道昆仑山上一棵草的高拔和遥不可及，
知道黄河是孕育中华民族几千年文明的摇篮，
是母亲河，我们都是黄河的儿女，要真正做好黄
河滩上的一粒沙，确实不是什么易事！

再后来，我对黄河有了较多了解，我知道黄
河属于典型的游荡性河道，两千多年来，黄河下
游决口一千多次，其中三分之二发生在河南；大
改道 26次，20次在河南，素有“三年两决口，百
年一改道”之说。它不断改道中，造成的洪水灾
害及泥沙冲淤很严重，河南历来是黄河防洪治

理的重中之重。
尽管想见到黄河的心情那样迫切，但直到

1993年冬天，我去省城郑州开会，这个夙愿才
得以实现。那次，我完全是有备而往，在一个午
后专程去看了郑州的黄河。当我站在黄河岸
边，目光所及是一片冬日的荒寒景象，让我不敢
相信，这就是那条曾在我心中梦里幻想了无数
次的黄河！没有滚滚的奔流气势，没有浪涌波
翻的咆哮之声，甚至没有臆想中的宽阔水域和
金子般的沙粒……水小且流缓，岸边因水退裸
露出泥迹印痕，野草披一身尘土零乱摇摆，有的
倒伏在地，有的艰难站立，荒凉和失望深深击疼
了我。

你来得不是时候，看黄河夏秋时节最好。
见我很失望，家在省城的司机师傅笑言宽慰。

真正走进黄河，与黄河相亲，是在 2006年
夏秋时节。那天，在兰州黄河上，我和两位同事
乘坐羊皮筏子漂流。我们坐在由八只羊皮气囊
搭扣在一起的一架羊皮筏子上，被有些灰黄而
不知深浅的黄河水托举着，那流动的河水在微
风推动下，让我分明有种在河面上奔走之感。
趁撑篙汉子唱歌谣，我撩起筏子旁的水花，晶莹
的水珠纷纷跳落的声响，和着汉子们的高腔大
调，越过当下时光，奔向河流远方……快意、爽

心、欢愉，兴犹未尽的我不顾同事劝阻，执意在
“黄河奇石馆”买来一块价格不菲、布满奇妙花
纹足有三公斤重的米褐色石头，坐着火车硬座，
把它带到了下一站宁夏。

我在宁夏看到的黄河，却显得平和而神
秘。黄河到了这里，许是一路奔波太累了，想稍
稍喘口气；许是怕惊动了什么，明显敛音收声；
那静静的流动，竟不发出水声涛响。早就听说

“天下黄河富宁夏”，此言果然不虚，宁夏平原因
黄河浇灌被誉为“塞上江南”。我们坐在一只大
木船上，随着船的滑动悠然前行，河水、飞鸟、船
只、远山……这一切构成了奇异、神秘、梦幻般
的画境。这里的瓜果经了黄河水的浸润，个个
体大色鲜、味道甜美，我因难抵舌尖上的诱惑，
在众人的哂笑中，决意带上一只宁夏西瓜，与那
块在兰州买的黄河石一起，劳累不堪却快乐开
心着，将它们带回家里。

这些年来，我又在不同时间不同地点多次
见到黄河，每每相见，总让我生出根魂所系之
感，血脉相连之爱，已深深植入骨髓。

最令我惊魂荡魄的是在几年前，当我站在
雄伟壮观的小浪底泄洪大坝上，亲见洪水从那
三个特大洞口凶猛泄出，如山崩地裂，如穿云破
石，浪涛遮天蔽日，声震四野……那一刻我深感

山摇地动，万雷轰鸣，顿觉身轻如飞，追涛逐
浪。面对此种情景，圣哲先贤有关水的妙论汹
涌而来，老子的、庄子的、孔子的、孟子的……

这奔流不息给了大地丰收、使生命得以繁
衍的黄河水，孕生了多少的英雄豪杰志士仁人，
它无比的慈爱及其蕴涵的深奥哲学，怎不令人
肃然起敬！

此时让我肃然起敬、在心底默默行注目礼
的，还有那些为建造小浪底水库搬迁到他乡的库
区村民，他们的老家全淹在百米水下泥沙里……
小浪底水库不负重托，它在治理黄河的诸多方面
都发挥了重要作用，以丰登的五谷和累累果实，
彰显了黄河边的人们越来越红火的日子。

清风徐来，芬芳氤氲。大坝不远处生长着
大片繁茂的青荻、芦苇、荷花、月季、紫薇、玫瑰、
串串红，还有石榴树、梧桐树、银杏树、香樟树
等，那清幽的诗情与古意，灿然的盛放与今韵，
它们和滔天巨浪交相辉映，共同见证着人民治
黄70多年后的今天，黄河已逐步恢复水体生态
功能，用健康的生命造福人类……

诗人马新朝说：“万物的内部 水声四起/天
空下站立的是河流/人在河流上站立……”

人和时代共同铸就的伟大的黄河精神，将
代代相传，生生不息……5

自然景观给人无尽的审美愉悦，例如山岳
的雄伟或陡峭，江河的奔腾或浩渺，湖泊的大气
或精致。壮观的黄河壶口瀑布，它既是“目遇之
而成色”的奇观所在，还是“耳得之而为声”的听
涛之地。

壶口瀑布东西宽不过五十米，左岸为陕西
省宜川县，右岸是山西省吉县，想感悟、品味完
整的壶口，要分别去到吉县和宜川，右岸吉县可
倾听涛声，左岸宜川可欣赏雄姿。

我以朝圣般的虔诚，从吉县一侧走上由一块
块赤褐石头铺排成的河床，走向河床中间的壶
口。天崩地裂般的“轰隆”声传来，我走到了壶口
岸边，只听爆裂涛声，一时间看不到瀑布的影子。

一团团黄色水雾扑上身，透过弥漫眼前的
雾气，我睁大眼睛，才看见一股滚滚巨流，裹挟
着砸进“壶口”。那壶口望之似乎深不可测，那
飞瀑入壶的气势令我眩晕，震耳欲聋的响声，亦
令我身心惊颤。

我干脆找块岩石坐下，沐浴着茫茫水雾，双
目微闭，全神贯注，开始听涛。我立刻感觉到我

周围的世界，完全被声响笼罩，如雷霆震荡，如
鼓角齐鸣。我想象着这壶口其实是舞台前乐
池，这如罡风呼响的其实是一首经久不息的交
响乐，是一首用大自然的声音和旋律谱写而成、
没有休止符的黄河大合唱。

飞瀑的喧腾，令我热血澎湃。但我从它震
撼天地的涛声中，还听到了它细微的诉说：它诉
说着源自青藏高原不改的初心梦想；它诉说着
进入黄土高原后的艰辛曲折；它诉说着即将冲
出壶口、龙门，冲出峡谷浩荡于中原大地的豪迈
情怀。我的思绪被它的旋律搓揉着。渐渐地，
我听出了我自己对壶口瀑布的理解，听出了自
己人生历程中的困惑、迷茫，奋发、昂扬。

有音乐家借助它激越了旋律；有文学家借
助它激昂了文字；有更多摄影家借助它灿烂了
底片。此时此刻，夏日阳光强烈刺目，无遮无挡
投射在赤褐石质河床上，大地被烤得炙热。我
不得不从迷离雾气中起身，依依不舍离开壶口、
离开吉县。并期待有一天去到壶口瀑布的另一
边陕西宜川，从另外的角度感悟它的风姿。

机会，在两年后的十月来临。我终于来到
了壶口瀑布宜川县的这一侧。

正午抵达时，太阳高挂于天际，光芒透过云
隙照在赤褐色河床上，似有暖意升腾。此时其
他江河已是山寒水瘦，而黄河水流却甚为丰
盈。果然，此处观壶口瀑布，其雄姿不同凡响。

站在壶口高高的岸沿，放眼壶口上方黄河
之水，但见三百米宽河面波涛不兴，平静自在地
流淌。它从遥遥北方顺着壮阔晋陕大峡谷逶逦
而来。其上，可见淡淡雾气如飘逸白练，气象既
秀美又庄严。

到了壶口上沿，河道急遽收窄到只有五十
米宽，巨大水流一下子跌落进三十多米深的壶
底。落差使得河水飞流直下，漩涡激荡。

贵州黄果树、广西德天等地瀑布，皆一袭清
流挂下，俊秀多姿飞珠溅玉。壶口瀑布则浑黄
如染，浊雾升腾。别处瀑布多有青山绿树掩映，
似洒脱矫健的行者，壶口瀑布则从两岸光秃、河
床坚硬的赤褐岩石上跌落，如艰难负重的耕
者。别处瀑布顺风顺势，颇显轻松悠然，壶口瀑

布则奔流在危石耸立、峭壁成岸的大峡谷中，开
道夺路，其情态湍急、不安和焦灼。

这样的壶口瀑布，偏生出奇妙彩虹。它弯
曲成弧，横跨两岸，是一道衔接山水、天地、心灵
的彩虹桥。这道拱天彩虹，彰显了壶口瀑布豪
迈之外还有浪漫无羁的特质，令它显现出别样
情致。

自宜川返回的汽车，颠簸在黄土高原的波
峰谷底，令人昏沉欲睡，我的耳旁却一直回荡着

“风在吼、马在啸，黄河在咆哮”的歌声。我想，
壶口瀑布已不再是一处简单的风景，它已成为
我们民族的一种象征。无论何时来到此地，心
灵都可以得到鼓舞寻到寄托。它永无休止的咆
哮，能将藏匿在我们心底里的杂音荡涤净尽。
这是壶口瀑布的魅力，这是黄河内涵的丰富和
包容。

我离黄河愈来愈远，离壶口瀑布愈来愈远；
远离了激涛的喧嚣，也远离了横亘大河之上的
彩虹桥。可它们在我心中留下的回响和回味，
一生都在。5

□谢新源
天下黄河一壶收

我常常忆起开封古城的韵致，也常常品味
开封盘鼓的回响。

我热爱故乡开封。
不算太大的开封，是国人皆知、来后难忘的

历史文化名城。历史上许多故事和传奇，众人
耳熟能详。千年来开封屡遭兵燹火焚，水患沙
掩，地面抬升十数米，几座城池湮没地下，但开
封人，矢志不渝，屡毁屡建，现今古城日新月
异。开封城，固本源与拓新境同在，开封人，书
卷气和市井气共生，这是产生非物质文化遗产
的肥沃热土，除了书画，官瓷、祥符调、汴绣、木
版年画、开封菜样样显赫。显赫的，还有声震天
下的开封盘鼓。

我钟情开封盘鼓。
盘鼓（又称大鼓、太平鼓），自古有之。祈雨

祷丰，喜庆盛典，从不缺席，百姓喜闻乐见。由
于打击乐器是最能解放肢体的乐器，舞动幅度
可上下左右腾挪，极宜边奏边舞，更具感染力。
盘鼓舞声场大，其他的广场表演形式，气势难出
其右。无论剧院广场，阡陌街巷，村镇厂矿，商
厦店铺，处处可成鼓者的乐舞场地。鼓儿祈雨
擂出滚滚惊蛰春雷，吼声遏退怒涛汹涌的夏汛，
铜臂舞来五谷丰登的秋光，欢声亦为迎接兆丰

年的冬雪。开封盘鼓人不畏艰辛，负重起舞，战
胜的是自己和心头块垒。

盘鼓者，乐乎？舞乎？我权将开封盘鼓定
位于富含地域文化特色、本身极具音乐表现力
的广场舞蹈。众同事听之皆赞同。于是我发起
并和同事们奔走村落、街道，收集散落民间的鼓
谱，串联几十位民间艺人会首，倡导成立了开封
市盘鼓协会并由我充任首届会长。至此，逢事
才起会的临时松散团队，有了议事常设机构，开
始有组织排练、改编、表演、交流、比赛。几次大
型活动下来，群情踊跃，鼓队发展过百，鼓手逾
万人，一时蔚然成风，城乡市镇，令旗似云，鼓声
如涛。这期间，一批群文专家功不可没，各队会
首领队功不可没，他们废寝忘食，编排创新，带
领诸多鼓队奔走于全国各地参赛。各队风格多
样，异彩纷呈，两村相邻调相远，三街五巷谱不
同，但所到之处，金牌尽揽。开封盘鼓荣幸受邀
参加国家隆重大典，天安门广场上、太平山下，
大三巴牌坊前，为盛世助威。赴海外联谊交友，
无远弗届，尽展中原雄姿。开封盘鼓真正成了
开封古城的赤金名片。

我钦佩盘鼓鼓手。
央视春晚中的开封盘鼓小鼓手，小小天真

年纪，看旗幡飞舞即现黄河湍急，听鼓槌轻捻立
如坦滩平流。鼓声欢天喜地，人间吉庆有余，能
不欢欣？能不开怀？是开封孩儿们，为全国人
民增添了新春的喜庆快乐！

杏黄时节，看一群农家红衣少女轻盈的舞
姿俏丽的神采，让你很难想象她们腰间盘鼓有
近十五公斤重，但她们轻松如托举丰收的果
盘，像一群快乐的小鹿，头上羊角辫随着灵动
节奏快活揺曳，活力四射，青春的力量不可战
胜！只有当鼓舞间歇时，看她们擦拭额前发梢
的汗水，吃力卸下盘鼓时，你才能感觉到舞者
的负荷有多沉重。少女们笑意写在脸上，把盘
鼓柔美一面，展现得淋漓尽致。我想她们在硕
大盘鼓上领略的一定是希望，是美好，是快乐，
是收获！

一大帮精壮汉子历经夏日曝晒从秋后黄河
滩中冲出，荡起弥天沙尘，隐隐闪动着赤裸红铜
般肩臂。鼓队疾速扑面而来，火一样的激情迸
溅，风一样狂飙怒卷，令行禁止，刚毅果断，步步
飞沙走石，槌槌喧声震天，踏跳是山崩地裂，抡
槌是惊涛骇浪，让人感慨万千。无怪乎中国舞
蹈大师贾作光见此情不自禁，挥臂大呼：开封盘
鼓真威风！开封盘鼓最威风！

最耐看的是经风历雨的城区诸业大老爷们
儿，料峭寒风中个个有中军将帅风度，他们阅尽
人间百态，世情练达，用略显肥壮的肚腩托起沉
重盘鼓，步履扎实，耐心盘着盘鼓，平稳大气，鼓
点清晰，抑扬顿挫，功夫都体现在抖动手腕上，
你细听，你细品……他们用已包浆的鼓槌盘整
着已包浆的鼓面，也为古城盘整出耐人寻味的
滋味。

开封人自信，开封人热情。他们托起了
古城群众文化，也托起了开封盘鼓。开封有
不下百万的盘鼓热心观众，鼓队走街串巷
时，他们十里八里追随助威，端茶倒水，呐喊
加油。他们才是开封盘鼓蓬勃发展的有力
支撑。很多长者支持儿孙习练鼓艺，不少市
民为盘鼓慷慨解囊，为至爱的乡亲表演，更
是鼓手们开心和得意的原始驱动力。今天的
旁观者可能就是明天的参与者，这也正是从
事群文工作的美妙之处。看到有不少大嫂大
妈不满足于观赏，直接下场，亲自演练，使得
开封出现了许多大妈鼓队，此种好情景，真格
喜煞人！

离开开封已二十余年了。我渴望能听到开
封盘鼓那威风八面、永远不息的声浪！5

想在露台上种几棵
菜，恰好手边有了种子，
荆芥、甜瓜、丝瓜等，荆
芥的种子小而黑，比油
菜的种子还小，有光泽，
甜瓜的种子修长，米黄
色，丝瓜的种子饱满，它
们在指缝间溜来溜去。
对于种子，我有天然的
喜悦。

我决定种植一些，
生长总是令人期待的。
种子和文字一样，有灵
魂的香气，我感受到它
们对于土壤的渴望。

我的童年有高高低
低的庄稼，蔬菜、瓜果、
稻麦，我在它们中间穿
行，稻谷和玉米曾将小
小的我隐没，或者双脚
陷在泥地里。我清楚那
些交错相通的田地，清
楚它们长出的果实颜
色。童年大多数时候，
我们是小小的播种者，
和父母一起下地，插秧、
收割，播豆、摘果，看护、
守望。蔬果色曾经画满
了我童年的天空，果实
缤纷自带香气，这一切都是种子的奇幻之
旅。

种子曾经给了我无限的希望，我跟着
它们完成了一次次的生长，一粒种子有一
个世界的样子，无可替代。离开土地很多
年了，我以为我对种子可以忽略了，物资如
此丰盈，只需要去超市和菜场选择生活所
需。直到这些种子抵达我的掌心，手掌瞬
间变成大地，被种子牢牢地占据。我们经
历的一切都是有记忆的，你以为跋山涉水
后可以忘却，其实不然。对于童年乡间庄
稼的记忆如此倔强，总有一季或者一种，成
为你的期冀，许多年后，在生活领域转换以
后，守望依旧。

人也是这个世界的一粒种子，我相信，
走过庄稼地的孩子，会一直保留一些本
色。我们的目光总是向下，敬畏大地。大
地仁厚，从不曾向一粒种子、一场耕耘说
谎。我明白土壤的意义，明白贫瘠和富饶
的意义。我搬来土壤，在露台种植，将种子
用水浸泡，晾干，再以湿润的毛巾保湿，种
子很快吐露生机，一些阳光和雨露后，它们
萌生出柔弱而坚定的小小根须。我的心里
蓄满了感动。小时候，我们也常常把种子
放入土里，一次次地去看，等待它出芽，如
期生长。当时更多的是新奇，可现在不同，
生活的阅历告诉我们，每次萌生都是天地
的恩赐，丰收是一种温暖的守望。偶尔也
会失望，失望是无色的果实，含泪捧起，也
要感恩命运。

两三天之后，芽出土，如同闯过命运第
一道门禁的绿色小壮士，简单的两瓣，单纯
可爱，如同初生婴儿，怀着对这个世界的惊
喜。我和家人高兴地去看，也聊着，好像玄
妙的大师，指点着每株小苗的命运，预测着
它们的生长、意外以及面临的风雨，还有人
为改变的土壤，还有一些不明野草的阻碍。

你要相信，这小小的芽，有一天会长成
荆芥、丝瓜、甜瓜，不要忽略任何一种新生
的力，只要持续地给予“阳光和雨露”，总有
一天会结出果实。我对自己说，笃定而平
静地。

种子根植于土壤，获得最真实的依靠，
按照节令播种、生长。固守“万物平衡、种
瓜得瓜”是守拙，人可以偶尔忘记，但庄稼
不会，我期待自己像庄稼一样活着，期待着
属于自己的四季。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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