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老家在原阳县张大夫寨村，它地处黄河边。
此地是西汉丞相张苍的故里。张苍曾校正

过《九章算术》，制定历法，官拜光禄大夫，我们村
在历史上曾被叫作“光禄村”。能生长在这个古
村，让我感到深深的自豪。

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我十来岁，父亲在原
阳县最西的公社工作，母亲带着我们姊妹六七个
留在张大夫寨村生活。我放学后的第一件事是
给生产队里的牛、马、骡子等牲口割草，那是我在
小小年纪能做到的挣工分的“实惠”事。

我拿着镰刀奔跑在田野上，除了碰到唱歌的
鸟儿、欢跳的虫子、飞舞的蝴蝶和随风律动的青
草外，还会发现一些奇怪的石头，乍一看很普通，
仔细看，会发现石头一端有个光滑的眼儿。很明
显，这种穿孔是人为的。

我回家后问了母亲。她趁着月光，带我走到
羊圈前，指着一侧的墙问：是这种石头吗？我定睛
一看，砌墙的石头和旷野中见到的怪石长得一样。

母亲解答后，我才知道这种穿孔石头叫“堵
黄石”，石头上的孔，是用来穿绳索的。为运输方
便，石头不能太重，人们把堵黄石运到黄河边，再

用绳穿孔像串蚂蚱一样串一块儿，就能抵挡住大
水冲击。

那种石头，我们这一带村子都有。前段时间
我回老家，仍能见到一些。它们离开了曾咆哮的
黄河，零落在旷野里和村落中。

小时候，我们十里八村的房子，大都集中在
几处高岗上。

这让我想起了新乡的“母体”——城里十字，
那是新乡城地势最高处，老新乡因此被称作“龟
背城”。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新乡人筑房于龟
背之上，主要是为躲避夏秋洪水。我们村子以前
于沙岗上建房，也是这个原因。

后来，随着黄河河道离我们村越来越远，洪
水的危险逐渐消失。缺少机动车的年代里，为了
更方便出行，村里人再盖新房时，越来越往平地
迁移了。不迁移的，也要把地基挖低一两米甚至
三四米，寻求与平地同高，我老家也是如此。

1971年，大人们在我家老屋南边十几米处空地
上，下挖大约2米多，打地基盖新房。挖开的土层
里，埋着砖头瓦砾和陶器碎片。后来才知道，我们打
的地基，是一处被黄河淤沙掩埋的老房的屋顶。

长大后去开封，我发现黄河水患将开封从战
国到清代的六座古城池，深深淤埋于地下。人们
一次次地在原址上重建家园，泥沙深处的座座古
城，如“叠罗汉”般叠压起来。

我们的村庄比不得开封，但想必“城摞城”和
“房摞房”的原理是一致的。而这，与黄河有关。

原阳是山岭和平原的连接点，是黄河出山口
的重要地带。黄河古称大河，古河道成为禹河故
道，盖因大禹治水而名。黄河在宋代前改道决溢
的次数很少，及至 946年，河决，原武、原邑始北
临河。1194年，黄河从福宁集东“老龙凹”决口，
经张大夫寨村（光禄村）过桂刘庄，流入延津的小
潭、大潭村，这是黄河在原阳 5次改道中的第一
次改道。这次改道，经过了我老家门口。金代
前，黄河是流淌在原阳北面的。

1391年，黄河在原阳黑洋山决口，阳武在河
北，原武仍在河南，原武、阳武两县隔河相望达160
年。至1448年，“河决荥阳、泛滥阳武，县治城郭居
民荡然一空”，这次决堤，原武才到了黄河北岸。

我小时候，听我爷爷讲过一句话：“一夜之
间，黄河飞走了，村里的树尖上到处挂着杂乱的

水草……”如今，我也有孙辈了，又该如何给他们
讲述这句神秘得让人难以置信的话呢？

是不是该挑一两块儿堵黄石送到博物馆
呢？它们曾有过让人敬畏的使命，现在也该被移
到让人铭记的地方。因为它们，让一代代人明
白：黄河曾从门前过。

黄河新乡段，历史上决口无数次。每次溃
决，“居人庐舍漂没殆尽，人民或巢或舟”“男欲耕
无高燥之地，女欲织无蚕桑之所，束手愁叹，坐待
其毙。”如今的平原示范区和原阳、延津、封丘四
地人民，受灾最严重。

新中国成立后，新乡开创了人民治黄新局面，
新乡河段的治理与开发，也创造了诸多伟绩。通
过加高堤防、放淤固堤、改造新修河道、标准化堤
防建设等措施，新乡实现了黄河岁岁安澜，建立起
一条条“沿黄生态景观线”和“绿色长廊”，并不断
探索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新路径。

我小时候，黄河给人的印象是遥远、神秘
的。随着时代变迁，她正变得更雄浑也更亲切，
正被沿线各地共建成一条和谐、温情，更具人文
和生态魅力的“幸福河”。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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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向大鱼深睡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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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夜书香

□袁正建

□杨林防

“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
回。”黄河由远古到现代，浊流宛转，九曲连环，
似一条金灿灿的文化项链，在华夏大地深深镶
嵌。

黄河的脾性格外暴躁，“几”字形河道的最后
一折，曾倔强地摇摆，任性地决口与改道，让下游
百姓不堪其苦。晚商时期，商王盘庚带子民过黄
河，择善地，建国都，在黄河以西一块叫“殷”的宝
地落脚。这里临近黄河，水源丰富，河湖纵横，人
们在这里过上了“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农耕生
活。大自然奇异莫测，“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
先鬼而后礼。”商王凡事都要向上天鬼神问卜吉
凶。宫廷里，负责占卜者叫贞人，占卜之时，用火
烧灼龟甲兽骨，凿钻部位会爆裂出兆纹，通过兆
纹来判断卜卦的吉凶，并把占卜过程和事情结
果，刻写在龟甲兽骨的正面。

商王不知道，刻在龟甲兽骨上的卜辞，被后世
尊称为“甲骨文”，记载着斑斓厚重的华夏文明。

不仅仅是贞人，这里的工匠还将文字刻写在
青铜器上。他们用黄河沉淀的黄土制作“模”与

“范”，用来铸造青铜器。工匠们不知道，他们铸
造的各种鼎作为古代青铜文明的象征，成为如今
国内众多博物馆的镇馆之宝。

三千多年前，一座殷商国都在黄河岸边崛
起。王朝兴衰，都城存废，一片片甲骨文与一件
件青铜器悄悄躲藏在黄土之下，三千多年后，才
钻出地面，显现震惊世界的文化密码。

人们一片片、一件件认真识读，读出一座鼎
盛的国都，读出一个鲜活的商代，读出一串串早
期的华夏文明果实，让中国有文字可考的历史，
一下子上提了一千年。

这里是黄河古都安阳。
有一种说法由来已久，古时，人们称黄河以

南为外，黄河以北为内。安阳东部平原地区因位
于黄河以北得名内黄。西汉末年，黄河在这里决
堤，洪水漫过民间修筑的堤坝，方圆数十里乃至
百里一片汪洋。等到洪水退去，淤积的黄河泥沙
早已把这里覆盖，把一切“封存”起来。

2003年的一个夏日，内黄县“引黄入内”工
程施工现场一派繁忙，一台推土机正在梁庄镇三
杨庄村北河道内施工，突然，有人惊叫了起来。
众人围观过来，只见离地表约 5米黄沙下面，隐
隐约约出现一堆瓦砾，瓦片很大，好像是房屋的
房顶……

经过考古专家发掘整理，从5米多深的淤沙
中，发现一座基本完整的聚落民居遗址。这是一

处西汉晚期的聚落遗址，专家称之为三杨庄汉代
遗址。

沉睡了两千年的汉代聚落民居，一觉醒来，
掀开身上的黄土，全景展现了汉代黄河中下游地
区的农村图景，被称为“中国的庞贝古城”，开启
了一条通向汉代的“时光隧道”。

一处处庭院、一垄垄农田、一件件器物，让当
代人目睹了凝固下来的汉代人那一幕幕生活场
景，也让人们想像着那时的农耕文明。

黄河带来了黄土，黄土孕育文明，又埋藏文
明。人们站在内黄这片神奇的土地上，看着满眼
黄土，深深地感恩黄河。

在古都安阳，人们的黄河情结很浓。彰德府
古城的布局其东、西二门并未建在一条直线上。
民间传说，倘若东西二门相照，会惹怒黄河神，黄
河会重回故道，祸害古城人民。虽是迷信之说，
但百姓确有信之者。

安阳东南部的滑县，也地处黄河故道，早年
这里的黄河鲧堤上有一个渡口，居住着一户李姓
人家，以摆渡过往客人为生，人们称渡口为李家
道口。宋元以后，黄河改道，卫河流到这里取用
一段黄河故道，李家道口又成了卫河上的一个重
要码头。明清以来，道口成为商业重镇，素有“小

天津”之称。道口烧鸡被商人带至全国各地，名
气越来越大。

“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淘风簸自天涯。”黄河
带来了黄土高原的黄土，原本坚硬的黄土来到中
原，早就磨成了细沙。安阳东部的黄河故道风起
沙扬，千百年来，勤劳的人们与风沙抗争，在沙土
地上种植了根系发达的红枣树，沙土地变成枣树
林，红枣树成了黄河故道的“亲情树”。抗日战争
期间，八路军战士和群众依托千年枣树林与沙土
岗，用游击战痛击敌人。沙土地写满红色革命故
事，黄河故道变成了红色沙区。

沙区人民传承革命斗争精神，在党的领导
下，一路拼搏奋斗，进入新时代，打赢了脱贫攻坚
战，走上了全面小康的大道。又引来黄河水补充
地下水源，灌溉万顷农田，沙土地变成了优质小
麦基地、玉米基地、果蔬基地，黄河故道成了生态
粮仓。

秋高气爽，千年枣林里，大枣如闪烁的繁星映
衬着蔚蓝的天空。枣林间火红尖椒一串串朝天挺
立，一望无际的青纱帐里，玉米棒子吐着成熟的胡
须，黄河故道变得多姿又多彩。

黄河水滋润黄土地，黄河故道满是黄河
情。5

冬，一天一天地深了。随之而来的，是夜一
天比一天更长。天黑得愈来愈早。这总是不经
意到来的黑，像是有人在画一幅夜的长卷，大幅
的画作，每晚准时开工。画啊画着，夜色弥漫。
我在每一个黎明卷起那长卷，又在夜晚打开它，
像是临近夜色下的海面，会有一次秘密的旅行。

初雪落了那么一会儿，在一个周末的早晨，
然后就停了，薄薄的，白色微粒，很快就融化了。
像是薄而透的书页。这个冬天不怎么冷，大雪也
没有郑重到来的消息。我素来不喜欢漫长而寒
冷的夜晚，但今年的冬天不同，夜色的弥漫，给我
一种期许。下班后回到书房，读书、写字，偶尔停
下来去看熬着的粥。我在等，等有一天，雪花到
来，覆盖了我的画，雪落满我从书房里开始划桨
的小舟，将整个的夜色更改，从神秘到纯洁。

这是越来越长的夜晚，带给我的喜悦。不曾
想长大后的自己，欢喜着这样白日与黑夜的变
化，竟然像个可以在折叠环绕的静地里捉迷藏的
孩子。有人会和长夜捉一次迷藏吗？在日日忙
碌的生活里，趁着夜色去人群拥挤的地方，我不，
我总是希望在夜色靠近我之前回家，打开灯盏，
取一些黄小米，开始慢火熬炖。然后去到书房，
打开取暖炉，倒上一杯白茶，放一段音乐或者不
放，静静地等着夜色全部降临。

我喜爱的每本书都妥帖地安放在各自的格

子里，夜色可以驾临了。关于夜色来临的仪式，
就是这样简单而温暖。任何一本书都是有桨的，
带着阅读的人去向深海。米黄色的灯盏，投下圆
弧样的光影，在白色墙壁上，光的纹理有陶器一
样的触感，仿佛那光是可以盈握的。越来越喜欢
这样的安静，灯光照在它有限的地方，每一张书
页都独自而安静地诠释，一扇静音门轻轻地隔开
了世界的喧嚣。

安静是一种力量，指向深邃而明确的地方，
如同夜色轻轻地覆盖了白日的一切，不争辩也不
诠释。我想，一个人没入夜色的时候是安详的，
远离白日的淬炼，而回复自己光影一般的柔和。
弥漫而来的夜色如同海水，在这样的水域里，书
房是一个岛屿，一个白色的岛屿。

冬天的时候，喜欢窝在书房里。特别是一个
人的时候，独自在夜色中的白色岛屿，阅读，也零
零碎碎地想一些事。

会记得，有次我们闲游，在黄昏的时候，沿着
一条山路，那是一条布满青苔的山路，缓步而行，
不刻意想去到哪里，经过几次巨石挡路的折回，
又一次次探路向上，起初以为，山顶只是白云的
所在。果然有亭，名“卧云亭”，竟然有画者在山
上写生，两幅画作，一幅画山峰壁立千仞，一幅画
山路悠然而清幽，我们止住了惊叹，靠近后者细
细地赏画，那画者于悠然山路一旁的留白处，随

手画上了我们的身影。
至今不知画者为何人，而那样的记忆却常常

到访，有时还弄错了季节，有时我记得那山路上
开着花，有时我觉得那山路上落了雪。想起时也
常有春色几许，四季捧读皆可变幻，化身雪海里
的一条银鱼，从雪海到书海。

一座有书的小岛，并不因为面积大小而限制
想像的鲸鱼。不足十平方米的书房，却也并不显
得局促，落地玻璃的一面，放了手工的剑麻地垫，
一张实木矮桌，可以席地而坐，也不遮挡外面的
风景。房屋设计的时候，将每个自然的窗户作为
画框，外面的绿植就是最好的挂画，四季迥异。

书亦是风景。我喜欢拆新书的感觉。一层
透明的塑封，她未知而洁净，私密如同精神的内
衣。想起小时候，没有书读，读了很多残的书页，
有的是斜撕的三角形，有的是一本书中间的几
页，有的恰恰少了几行关键的字，但阅读也因此
充满渴望和想像。为了隔绝灰尘，家里用报纸贴
在墙面和天花板上，但那些报纸在贴的时候并不
都顺着字迹阅读的方向，向左向右甚至倒贴，天
花板上的字无论怎样倒贴，阅读都要竭力向后
仰，使眼睛和自己保持平行，常以各种姿势阅读，
有时需要借助椅子、凳子和床，才能享有一些文
字。

如此想来，现在拥有许多书真是幸福。阅读

有时不免倦怠，我们会感觉到一种力，拉扯人到
某种洪流中，而安静是需要定力的，在一些嘈杂
的环境里，更需要自制。我也因此怀念乡下那些
没有书却可以寂静阅读的日子和脖颈酸痛的快
乐。一次拆书的仪式感，是给自己的一次提醒。
人要盲从和荒废，是一件不需要努力就会被推
着走的事，如果没有安静的牵引，忘记初衷也极
其容易，唯有书籍，在隐隐中呼唤着我们，如同
喊魂。

人们总是忙碌着，白日乘舟，夜晚归渔，而更
加旷日持久的，是人与时间、与自我的相持。还
好有这白色的小岛。从书房的岛屿出发，穿过夜
色的海面，去寻找相同的渔火；从一页书折叠的
小船出发，在书页里上下五千年，遥望人类海域
的绵延与不息。如此，白日的短暂又如何呢？不
过是渐渐对不同的面孔，对不同的人生哲学学会
了缄默。缄默是冬日的夜晚，越来越长，是成长
献给自己的画作。喜悦也是鲜为人知的。

每个晚上，当书房的灯亮起，我会想起远海
里美丽的鱼鳍，想起人类的鱼群所能去到和未能
去到的那些神秘而未知的黑色海面。我信这深
沉的海域里，应有一种美丽的大鱼，有着独特鱼
鳍的大鱼。大鱼所在的水域，是我们日常琐碎生
活平面之下的宽阔，是宁静和幽深的所在，也是
另一方水域的遨游地。5

心自耿耿
礼汉隶

□王广瑜

在上个世纪中国改革开放之初，
一望无际的豫北平原，河南名吃道口
烧鸡的家乡，有一个正在读初中的农
村孩子，在父亲带回家的报纸上看到
一幅书法作品，立马被其隽秀沉稳的
风格深深吸引。他询问父亲后，才知
道这种书体叫隶书。这个少年就是耿
自礼。

1984年春节，耿自礼留守在洛阳
城北黄河小浪底水利枢纽工程勘探工
地值班。一天夜里，一位同事起解，看
到耿自礼屋里亮着灯，好奇地敲门进
去，被眼前一幕震住了：在废报纸上练
写隶书呢。天这么冷，条件这么苦，眼
前的年轻人却自得其乐。同事心头一
热，对耿自礼说：“我有一本汉代名帖
《曹全碑》，很少示人。我破例借给你，
但三天后一定还我。”这是耿自礼第一
次接触汉碑。

同事没有想到，这三天里，一个酷
爱书法的年轻人选定了他未来的方
向。

自此以后，耿自礼开始用心关注
汉碑临摹汉碑研究汉碑，几十年初心
不改。他节省下来的钱大都购买了碑
帖。仅埋头碑帖里还远远不够，必须
要看到真碑。汉碑大多存于黄河流
域，尤以山东、河南居多。多少个酷暑
严寒，耿自礼都在追寻汉碑的路上。
河南境内的自不必说，近邻山东的济
宁、泰安、曲阜，他记不清跑了多少
趟。在浙江，他见到了汉三老碑；在云
南，他目睹了汉孟孝琚碑；在新疆，他
观摩了刘平国治关亭颂石刻。他在西
安碑林流连忘返，在汉中石门颂摩崖
前伫立凝望，在甘肃成县鱼窍峡中西
狭颂摩崖旁激动不已。全国能向世人
展示的汉碑有 340多块，耿自礼跋山
涉水行程几万里，已与 278块汉碑会
晤交谈。

在耿自礼看来，隶书的蚕头雁尾，
极具装饰性，它代表着汉字艺术之大
美，彰显着汉文化大气象。“汉碑是一
部大书，是一座宝藏。它宛如长拳，优
美的套路下蕴藏着多变的细微招式，
又仿佛豫剧，糅杂着越调、曲剧、河南
坠子的调子，从大地深处生发出悠远
厚重的调腔。”

有一年春天，耿自礼第三次前往
曲阜孔庙。一行人在礼器碑前驻足良
久。突然，一位书法界德高望重的前
辈转头望着耿自礼，饱含深意地说：

“你的性格敦厚诚朴，内心灵秀，悟性
极高，正好与汉碑之特质高度吻合，我
们看好你呀。”

“我能担得起这样的责任吗？”“小
子，你要发愤努力！”

他谢绝非必要的应酬，把自己关
在屋里临池摹帖，静静地与汉隶对
话。耿自礼难以忘怀在川西甘孜的
那段时光。他所在的单位承担了国
家重大工程——南水北调西线勘探
任务。在人烟稀少的藏区，远离世俗
的喧嚣，没有杂事的牵绊。工作之
余，他整个身心溶化在随身携带的
《礼器碑》帖里。那贯穿字里行间的
气，那细劲的线条，那点那捺的神韵，
让他如痴如醉。整个碑帖每个字仿
佛都活起来了，在眼前蹦来跳去，挥
之不去。

不知不觉中，他的想象力插上了
翅膀。面对着石碑，看着看着，脑海里
会生出汉代人运笔书写碑文的画面和
工匠铿锵的打碑声，他的双眼能把汉
字从石碑中“抠”出来又“装”进去。

耿自礼在不停歇的探索中，努力
寻找着力点和突破点。他凭借深厚功
力和高古格调，在当今书坛占有一席
之地。他的隶书，有“思接千载”之
感。书法理论家周俊杰曾评价耿自
礼：当代写《礼器碑》之书家鲜有能出
其右者。请看全国级别的多种书展，
仅隶书论，入选、获奖绝大多数为雄强
豪放之风格，绝少有如自礼以秀丽劲
健胜者。在艺术创作中，表面的极度
夸张易，于精微处撷取其神韵难，于神
韵中又融入个性、找出独特视角则难
之又难，这些，自礼做到了。

2007年，在中央电视台直播的中
国文联春节联欢会上，作为从全国挑
选的 5位书法家之一，耿自礼登台写
下了四个汉隶大字：继承创新。

2013 年，中国文联在全国 10 多
个艺术门类中遴选 40名优秀中青年
艺术家到北京研修。他的汉隶创作随
之进入高潮期，步入新境界。

2017年，耿自礼当选中国书协隶
书委员会委员。2021年 9月，耿自礼
又当选为河南省书协副主席。

一个人心志有多长，他的路就能
走多远。快到耳顺之年的耿自礼，仍
耽于这庄周梦蝶般的忘境中而深深沉
浸。5

大别山的秋风

评论

大别山的秋风，肃爽

池塘，张开明亮的眼睛

桂花的香气，阵阵吹来

我没有陶醉

而是在夜深人静的时候

翻开一本厚书——

悲壮，凝重，艰辛

拳头攥紧

鲜血唤醒记忆

纪念碑高耸入云

每一个故事

都刻骨铭心

你落泪了吗，泪滴

能否融入鲜血浸染的土地？

你失眠了吗，生命

能否经得起深深地拷问？

为什么一棵棵松柏

越来越挺拔？

为什么一座座山顶

成金似银？

江山永固，山脊高高隆起

钢铁铸就的塑像

永生！永生！

晚霞中的云

晚霞中的云

铁红铁红

似红田的土

每一粒都能攥出血来

天空垂泪 江河呜咽

我把头沉重地低下

恨不得，扎进泥土

晚来百年，苟且今生

有一种缅怀，叫倾听

有一种清醒，叫仰望

我在泪光中

记下这片山水

看茶花洁白，枫叶鲜红

晚霞，挽起燃烧的灵魂5 雪岭晨曦雪岭晨曦。。55 李海波李海波 摄摄

（外一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