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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明河 东 河 西

□赵克红小浪底观瀑

金黄的冬日 5 张德华 摄

这河就是黄河。
我的祖籍在河东，是山东省菏泽市鄄城县康

刘庄。村子离黄河大堤只有几公里远。我姥姥家
也是河东的，距俺老家顶多两公里。

我们家族中大部分人都住在河东，也有几户
迁徙到黄河西的河南滑县八里营镇五县村定居。
河东河西，血脉相连，几十年间往来不断，婚丧嫁
娶礼数往来自不待言，平时也滋生亲情惦念，闲暇
时免不了互相探望。

都说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我深信不
疑。据我家族谱记载，祖上为求生存，清末从河北
真定（今河北正定）井陉一个小村里，一路风餐露
宿，逃亡谋生。当他们越过了黄河，就在一个小村
里落了脚，这个小村就是鄄城县康刘庄前身。

1950年，父亲十五岁，他从河东老家来到了
河西滑县求学。那时的滑县一中叫“河南省道口
完全中学”，分南北两院，南院是初中，北院是高
中。父亲考上了南院初中，又考上了北院高中。
高中上了不到一年，奶奶生病了，家里无力供应，
父亲辍学回了河东老家康刘庄。

父亲求学期间，无数次地渡过黄河，用脚步丈
量着河东河西。风雨沧桑，黄沙漫道，一个少年日
伴浮云，夜披星月，一次次站在黄河岸边，等对岸
船划过来，望着波浪卷着漩涡翻滚，父亲茕茕独

立、无限单寒。
父亲十七岁那年冬天，他赶到黄河边时已是

夕阳西下，河水结冰，无法行船。诸多心急回家者
在船家引领下沿冰过河。即使结了冰，船家也知
道下面水流情势何处平缓何处迅疾。父亲说，走
着走着，突然听到“咔咔”冰裂声，像惊雷在心尖上
滚过，眼前随即出现一道细细裂痕。有胆小者转
身奔跑，船家立刻焦急地喊：“别跑别跑，都站着别
动。”父亲说，大家于是都站着不敢动。

晶莹浩瀚河面上，各样姿势的人，犹如冰雕冻
结在夕阳下，披着瑰丽霞光。人们知道，这青玉般
的冰凌之下可是水流汹涌。有些女人吓哭了，叫喊
着孩子名儿：儿啊，娘回不了家啦。后来总算有惊
无险，过了黄河。我问父亲，当时你怕不怕？父亲
笑笑说，我没怕，我胆大。我想，父亲一定也是怕
的，只是他回家的心，太过迫切了。

父亲对河西有割不断的情结，成年之后，他把
家安在了河西滑县八里营镇五县村。之后祖父带
着母亲，还有大姐二姐三姐，来到河西和父亲团
聚，那年大姐十岁，二姐五岁，三姐刚过了周岁，还
不会走路。搬家时祖父用地排车（两个轱辘的手
推车）拉着全部家当。不知母亲怀里抱着三姐，又
怎样牵着大姐和二姐。高高低低几个身影，被时
光的镜像投射在脑际，令我心有戚戚。

我们河西的家，最近处离黄河也就五十余公
里，还是在黄河母亲臂弯里，只是从右臂换到了左
臂，一样受着母亲河育养和润泽。

历史上滑县和黄河关系密切。滑县历史上称
滑国、滑州、白马县，源远流长。从春秋至宋金时期
一千八百余年间，黄河一直在滑县境内如蛟龙摆尾
肆意漫流，许多动人的故事在史册里璀璨夺目：从
《诗经》里策马驰来的许穆夫人，跨越黄河只为拯救
母国于危亡；汉武大帝亲率群臣将士封堵黄河决
口，为方便督战，筑宣防宫于瓠子堤上，就连太史公
司马迁当年都从淇园负竹堵决。大功告成，汉武帝
慨然赋诗《瓠子歌》以释怀；诗仙太白临白马津，望
大河诗兴勃发，写下名篇《发白马》……

黄河在滑县大地浩荡而过，形成了“一潭四
堤九坡十八洼”的地理风貌。我家的小村坐落在
九坡中最大的坡卫南坡上。这里的土地经黄河
母亲手掌的抚摸，广阔平坦，一望无际；又得到母
亲河乳汁的滋养，丰润肥沃，赤褐壤土像浸染了
殷红的血。

因为水患，相当长时期内此地荒野苍凉，人烟
零落。周边眼尖的拓荒者发现后，他们来此开垦，
种植五谷稼穑，又引来更多拓荒者。起初拓荒者
为春种秋收搭窝棚，平日里不当家住。开荒的人
多了，卫南坡成了沃野广袤，一度还有了“收了卫

南坡，养活清丰和南乐”的说法。这时的拓荒者，
渐渐把窝棚换成土坯房，在此安居了。我们的村
庄，听说就是从七八间拓荒窝棚发展而来的。

表面上看，黄河俨然是阻隔河东河西的天
堑，其实，黄河更增加了河东河西亲情的牵绊，绵
绵不绝。

河东多沙地，适合种红薯，父亲回河东老家时
常会带回红薯干。母亲把红薯干磨成面，蒸成红
薯窝窝头，或者把刚出锅的红薯窝头趁热轧成饸
饹，拌上辣椒油，当时感觉它好吃得给山珍海味也
不换。母亲也会把红薯干丢进玉米糊涂里，熬得
软面甘甜。河西多淤地，质地坚硬粘黏，适合种小
麦。黄河水有“紧沙慢淤”之说，由此推断，黄河在
我们家乡土地流淌时是和缓的，呈现了母亲般的
温柔慈爱，才孕育了这片沃土。

过去的很多年，每到麦收季节，老家河东不断
有人渡黄河来河西拾麦。烈日下左顾右盼，寻觅
比太阳更耀眼的麦穗。最后在树荫下搓掉麦芒和
麦糠，看着金色麦粒喜悦地笑。然后掐算黄河上
哪天有船，背着那沉重的收获回了河东。河东河
西，分享着风尘烟火。

父亲今年八十六岁了，饱尝人世沧桑，对黄河
割舍不断的情结，已牵绊了他一生。父亲时常还
会叨叨，让我们带他到黄河边坐坐。5

秋天，我与文友来到位于黄河南岸的孟津小
浪底，站在大坝上，风儿拂过脸颊，丝丝寒意透过
衣襟沁入心扉。库区四周层林尽染，那斑斓的色
彩，像一幅偌大的油画。而那一汪库水，若一颗巨
大的蓝宝石，镶嵌在河洛大地崇山峻岭之间。河
流抵达黄河孟津段后，在高程281米的雄伟大坝
上积蓄力量，只等着小浪底大闸开启，便如瀑布一
样以俯冲姿态涌入河流，景象壮观。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然而，千百年来，
这条浑厚凝重而又古老的河流，从青藏高原出发，
穿越世界上水土流失最严重的黄土高原，经过数
千里的长途跋涉，抵达黄河中游洛阳孟津段，然后
一路向东，在黄河下游泥沙沉积河床抬高，成为严
重威胁人们生命财产安全的“天河”，那滚滚洪流
频繁改道，令下游人们饱受水患之苦，泥沙之下，
淹埋着多少曾经的繁华。

黄河宁，则天下平。1991年春天，备受关注的
小浪底水利枢纽工程正式开工建设。一个中华民
族千年的梦想终于变成了现实，小浪底屹立在黄河
之上，犹如黄河年轻而强大的心脏。

小浪底，是万里黄河最后一道峡谷出口。当

洪峰迭起、威胁人类安全时，小浪底落下闸门，削
峰蓄洪，曾肆虐又难以驾驭的河流，如今波平浪
静，安澜无恙；而当黄河流域两岸大旱，河道面临
断流时，小浪底轻舒羽翼，提闸放水，千里河床欢
声四溢，极大造福了两岸人民。昔日桀骜不驯的
黄河，终于实现了大河安澜。黄河下游的防洪标
准从60年一遇，提高到千年一遇，出现了“万里黄
河孟津蓝”的景象。

小浪底大坝，将昔日峡谷激流变成了高峡平
湖，在近 300平方公里的广阔水域中，湖汊河巷
密布纵横，岛屿、半岛星罗棋布，有“北方千岛湖”
的美誉和“万里黄河第一湖”的美称。驻足巍巍
大坝，一览小浪底奇观，领略人类改造自然的举
世伟工，俯首浩渺碧波，可尽享山水交融的北国
风光。

从梦想到现实，小浪底，谱写了黄河壮美和谐

的新乐章。
2021年 8月下旬以来，秋汛严重。10月 9日

晚8时，小浪底水库水位达273.5米，创1999年水
库蓄水以来历史最高水位。9月 29日零时至 10
月 10日 11时，小浪底管理中心水量调度室共接
收执行黄委会调度指令59次，对应闸门调整139
次。作为黄河中下游关键性控制工程，小浪底对
下游防洪安全，发挥了重要作用。

如今的小浪底水库，宁静而安详。天空高远
而澄澈，朵朵白云点缀其间；游轮在碧波荡漾的水
面上划出的白色浪花像舞动的银链；几只鸥鸟，时
而在水面和蓝天间翻飞，时而追逐着游轮掀起的
浪花嬉戏，增添了几分梦幻和诗意。

我被眼前的美景深深陶醉了。库区朋友打来
电话，小浪底水库如今正在泄洪，咱可以去看小浪
底瀑布了！

看小浪底瀑布，是可遇而不可求的。还没有
看到瀑布，便先听到如雷般轰鸣的声音，这声音是
一种召唤，我们情不自禁加快了脚步，站在泄洪洞
前，我屏住呼吸，凝目而视。只见泄洪出水口3条
排沙洞和3条明流洞喷涌而出6股巨大飞瀑，凌空
腾起，携风裹雨，如巨龙从天而降，巨大的水柱，由
细而粗，汇聚在一起，一跃就是上百米，带着呼啸的
风声和震耳欲聋的轰鸣声，在空中划出一个巨大的
弧形，咆哮着跌入河道，落入世界最大的消力塘，旋
即又掀起排排巨浪，酷似冰山爆发，浓雾滚滚，“卷
起千堆雪”；又像万马奔腾，势不可挡，一泻千里，其
磅礴之势，令人叹为观止。这从泄洪洞喷射出的巨
大水柱，以极高的速度向前方喷出，落入黄河之中，
追波逐浪，浩浩荡荡，奔流到海不复回。

不知不觉间，夕阳的余晖柔和地铺在河面
上，若巨幅彩锦煞是好看。落日将眼前的一切镀
上了一层浅浅金黄，被晚霞辉映的黄河，雄浑而
壮阔，宛如一幅历史长卷，凸显了中华民族铿锵
向前的步伐和生生不息的顽强精神。而黄河小
浪底，作为古老黄河上一颗年轻而强大的心脏，
它用有力的跳动，演奏出多彩的乐章。5

我与云平相识四十年，因书法而相识，因书
法而结缘，为书法而共事，是真正的翰墨情缘。
我熟知他在书法中走过的道路，了解他沉潜书道
中的甘苦。从年少青春到如今华发双鬓，醉心书
法而不为外物所移，付出许多辛劳，当然也收获
无穷的快慰。他临过许多帖，从颜真卿、欧阳询、
王羲之、李北海到汉隶、魏墓志，从楷书隶书到行
书草书，从师法古代法帖到对近、当代书法的汲
取等等。他在不断学习、不断思考、不断实践中
不断渐变，如今看他的作品，已难以明确出自某
门某派、某碑某帖，而是植根传统、融合时代、采
花酿蜜、匠心独运，渐成自家风格。他的笔下不
作乱石穿空、惊涛拍岸状以惊世骇俗，而是如潭
深千尺、水不扬波，在自信从容中见韵味醇厚与
本真自然。

对于技法，云平很重视、很用心，有许多独到
认识。他的这些认识来源于对古人的学习，来自
师友的启发，但最根本的是他潜心临池四十年的
深刻体悟。例如书法中结构与笔法的问题，赵孟
頫说：“书法以用笔为上，而结字亦须用功。”而启
功则认为书法以结构最重要，没有结构就谈不上

笔法。云平认为：“二者都同等重要，不能失之一
隅。字法和笔法是有阶段性的，对于初学，字法
应放在第一位，等掌握了字法并熟练之后，笔法
的重要性就显得尤为重要；继之，笔法掌握之后，
字法与笔法二者则应相辅相成，融为一体。”这是
云平在长期临池实践中的体会与总结，字法与笔
法“相辅相成、融为一体”，符合书法审美与技法
的实际。在过去的文人“书斋时代”，重在对作品
的用心品读，所以笔笔递进、具有时序性的笔法
与笔势就显得非常重要，成为书法的“核心价
值”，而书法进入当代，走出书斋，走出文人小圈
子，进入公众视野中的“展览时代”，作品力求形
式动人，所以字的结构乃至章法的变化出新，成
为书法创作的重要关注点，然而这种适时新变有
得亦有失，只有结构与用笔并重，才能既有形式
表现力，又能在细心品读中感受到书法的内在韵
味，尽精微而致广大，云平在笔下得之。

对于用笔提按变化，云平认为：“帖重提，碑
重按，将二者融合，难在其度的把握。多一分是
以帖写碑，少一分是以碑写帖。”这种见解很有独
到之处。董其昌最讲究用笔要能提得起，这是写

二王一路帖派用笔的重要特征，提得起才能表现
出灵动虚和的江左流美。反之，用笔按得下，杀
锋入纸，万毫齐力，才能表现出碑派厚重朴拙的
审美特点。于是在用笔提按变化不同之中，造就
了丰富多样的风格特征。我们读云平的书法，用
笔基本是倾向碑派的“按”，形成了自己用笔重压
的特点。但他并不是一味用拙力，而是在以按为
主中求顺乎自然的提按变化，其点画厚重中有灵
动，平实质简中又见苍涩感，在力量与韵致之间，
很好地把握了一个度。这是他碑帖结合、碑帖融
化在技法上的具体表现。

对于书法美的认识，云平这样说：“早年对审
美只有一个笼统认识，作品追求干净、爽劲，而现
在确有十分明确的追求，概括起来分三个字，即：
古、雅、简。古是指所写的字要有古意，要不失传
统；雅是指精致而不粗俗，要有文人气息；简是指
简约，而不是简单，所写字笔画要省去多余的动
作，笔画力求简而明了，直抒胸臆。正是有这一
追求，从而对写字越来越有信心。”形成这样的审
美观，一方面是长期浸淫在古代碑帖之中，从书
法的外在形式到内在精神都受到了深固难徙的

影响力，另一方面云平在四十年来当代书法求新
求变的潮流中击水前行，当代书法的形式表现及
审美变化，自然而然地影响着他的创作与审美。
他的学古并非单纯在形质上趋同于古人，而是在
古人基础上平添了时代的表现力，但他注重形式
表现的同时，重作品内在的古意、古韵、古趣，这
种“古”是历代书法沉淀与叠加而成，云平的字形
能做到新而意古，既能动人眼目，又能耐人品
读。云平所谓的“雅”，已经不单纯指那种清隽之
雅、明净之雅，这是云平早期的审美追求，如今他
崇尚着一种大雅，这种大雅出自书斋而走进展
厅，出自文人而面向公众，其核心是本真自然。
自然二字是艺术乃至人生的最高境界，只有心无
挂碍，胸无渣滓，才能平实坦荡，自然本真写字做
人。我看云平六十岁以后的作品，最明显的变
化，是放松心态自然书写，洗尽铅华，直抒胸臆。
这大雅与“简”字息息相关，云平所崇尚的“简”是
大雅的具体形质表现，是豪华落尽见真淳。他近
年的字，也许在形质上没有年青时的字处处用意
而变化丰富，但为陈年佳酿，韵味醇厚绵长，从而
进入一个新境界。5

豪华落尽见真淳 □李刚田

炊烟，在黄昏的屋顶一柱一柱
地升起来，又一缕一缕地飘散在柔
和的风里，渐渐地弥漫成一片如黛
的雾色，鸟瞰这为炊烟润饰了的村
庄，我不禁想起那些联结着炊烟的
往事来……

小时候的冬天感觉特别冷，凛
冽的北风吹着，单薄的棉衣转眼就
被打透，脸冻得红红的，手也有些麻
木，只有那双脚，飞快地行走在厚
厚积雪中的那条小路上。听着牙齿
碰撞牙齿的声音走近村口，渴望温
暖的感觉变得更强烈。那一刻，一
眨一眨的小眼睛最关注的，便是自
家屋顶的炊烟。炊烟如丝如缕地飘
起来，虽是那么纤细那么悭吝，依然
让我们觅到了温暖的呼唤，一群孩
子就为这本能地跑起来，扑进那一
个个飘着炊烟的小屋的门。

炊烟，温暖过我和那些如我的
孩子们的童年，我们也曾为这炊烟，
把自己装点成旷野里一片一片的风
景。秋叶簌簌地落下，落在树下落
在路上落在田间沟畔，哪一天发现
这叶子多起来，我们便会不约而来，
仨一伙俩一串的孩子，清一色背着
大竹篓搂着耙子四处奔走。人是那
么小，竹篓那么大，耙杆那么长，天
光云影里不管从哪个角度看去，这

幅少儿劳作图都有些意味深沉。树
叶搂光了，我们开始走向田垄，去搂
豆叶谷叶玉米叶高粱叶，在那个年
月，每片叶子都是有归属的，即使秋
天里给漏掉了，春天里也会有人把
它敛进灶膛。事隔多年，我仍然梦
见那支跋涉在故乡小路上的儿童驮
队归家的身影。那不是驮队又是什
么？每逢回忆起这些，我都会眼窝
潮湿，心里有股难言的滋味。大漠
里的驼队希望见到的是绿洲，我们
这绿洲上的驮队，渴望的只是一缕
昭示温暖的炊烟啊！

后来我离开故乡多年。前些日
子，我又回了趟故乡，头一次在那儿
见到烧荒的野火狼烟，望着那熊熊大
火吞噬着一窝一窝的叶子，望着村里
那些孩子被大火烤得红彤彤的脸庞，
望着那一双双眼里闪烁的惬意欢笑，
我流下泪来。侄女问我怎么流泪了，
我不知如何跟她解释，我只能在心里
说，生活变了，我的乡村日子也变得
和那丰腴的炊烟一样富足起来，人们
再不需要用树叶取暖、做饭了。

伫望远处乡村的烟火，看着它
浓了淡，淡了浓，消散在那片橘红色
霞光里，我从内心里庆幸：为这一代
孩子的好光景，为他们有一个能与
霞光媲美的童年！5

炊烟记忆 □项建新

名家热评

想你的时候，风是静止的

天空的蓝也可以是静止的

想你的时候

蒲公英开遍了山谷

山岭像一个又一个浪头

疯狂的绿正试图漫过去

这时，我从洛河滩边涉水回家

看到水中静止的蓝

和疯狂的绿，像一只手

捂着大地涌动的胸口

想你的时候，风已吹遍了全世界

而我，一直在这里，在风里

就像一只蝴蝶

面对田埂上一朵不知名的野花

一次次倾斜下去 5

想你

□张光杰

我相信星星

可以像原野上的绵羊

繁衍成群，我相信

灵魂可以出窍

你看：天上忽明忽暗的萤火

多像提灯巡夜的神仙

在我们乡下

投进火堆里的树枝，噼啪作响

就像铁匠铺里的汉子

喊一声疼，然后，抛出一颗星球

而天上陨落的星辰

如果爱上了人间的铁

就会有一簇簇星子们

梦回天庭

亲爱的，百年之后

当你化作一团磷火

一定要在空中等等我

我相信，两团彼此追逐的磷火

可以拥抱在一起

就像两颗相爱的星辰

我们之间

有着与生俱来的引力 5

我相信

诗两首

放歌

岁末骊歌
□李季

想对你说的还有那么多

风吹着风，转眼

又是岁末。风吹着风

吹走春花秋月

吹走锦瑟华年

人世荒凉，我一个人

走在路上。前方

没有你，回首

没有你

小城沉寂

我总是忍不住

去离别的车站

站在你最后消失的地方

看一眼，再看一眼

有时暮色低垂

有时夜色阑珊

人群聚散，日子茫然

我的花儿

就要枯萎了

那些没有星星的夜晚

那些飘着细雨的清晨

我独坐河边

我们并肩坐过的长椅旁

草青草黄，叶生叶落

我眷恋的人间

辽阔无边

我眷恋的你

遥不可及

确定的往事，确定的未来

没有约定，没有承诺

风吹着风，转眼

又是岁末

当雪花落下来

想起你去的地方永不会落雪

我有一点难过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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