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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段时间，小佩在唐山，修改她黄河题材的
剧本。她常在微信里，晒唐山侠义的山、静谧的
水、靓丽的花、古朴的树和生态的鱼。还说，唐
山的粗茶淡饭好吃，唐山人厚道、实诚、热情。

她说还要去唐山。再去时，喊我。我于是
知道唐山，可不是河北省的唐山，是河南济源邵
原镇的唐山，一个依偎着王屋山，手牵着黄河的
安详、安然的小村子。

我习惯从概念的澄清入手来认识一个新生
事物。唐山，和盛世大唐有关系吗？或曾是唐
姓人家聚居的地方？那年春天，荡漾在唐山
的一条小船上，湖面犹如风吹皱了的沙漠。
我们贪婪黄河的美，都不说话。似乎一旦说
出什么来，就显得不得体，于依依唐山，于落
落黄河。

老周是古村的文化人，正编村志。他说最
初应该是倪姓人家从山西大槐树迁至唐山，后
来确有唐姓人家生活于此，再后来唐姓的一支
迁往山东，另一支就此消弭。现在村里有 16个
姓氏，没唐姓。我认真地听，但心思总被青山、
碧水、蓝天、白云、水鸟和清风吸引。逾千米宽
的黄河河道，总让人产生一种错觉，像湖，也像
海。

小浪底大坝上游，也是黄河八里峡上游，唐
山如今高峡平湖。几十米深的河水，深刻倒映
了南岸百米峭壁的雄姿。山环水抱，山清水秀，

唐山便有些许山水江南、呢哝软语的韵味。
唐山，四五千亩水域环拱着以柏圪塔为高

地的半岛，半岛上有几棵很老的古柏。堰头
上，野玫瑰花簇拥着如瀑布般热烈。新修的
环岛路还是本色的黄土地面，踏上去有软软
力道。唐山村村支书高国强背山面水指点
着：“对面是九蹬莲花山，隐约的是大河楼，河
南岸是洛阳黛眉山、荆紫山……”

唐山村有6个居民组，深深浅浅分散在半岛
上。庄重的唐山人民革命纪念碑就坐落在村子
中央，顶天立地。在上世纪抗战时期，当时全村
只有120多个村民，却有20多人壮烈牺牲。

盛世修史，村民们想把小村的历史留下
来。看那手写的厚厚的村志底稿，看那现代的
风情小镇规划，我突然有一份感动：难得他们有
这样一种情结，梳理小村的历史，思考小村的现
在，憧憬小村的未来。

唐山就在黄河边，就得保护好黄河生态，这
或是我触摸到唐山最初的隐隐脉象。

秋后，再次去唐山，是因为唐山村举办首届
富硒红薯节。济源市作协、济源市书协送文化
下乡，为节会增添一些墨色书香。

高国强正在支了两口大铁锅的院子里忙活
着。这个脸膛黝黑的汉子，能带领群众搞乡村
旅游开发，能张罗着编修村志，能在村子里竖起
烈士纪念碑，能引导百姓搞新型水产养殖，如今

又举办富硒红薯节，算是有识见的农村干部了。
道路两边坐满了村民，摆着山货摊儿。带

着新鲜泥土的红薯是今天的主角。刚蒸熟的红
薯，冒着热气儿，你随手拿起尝一口，有的说甜，
有的说绵。随着人流，到地里刨几秧红薯；或
者，到山巅看山河，远山如黛，近水凝碧。书法
家们当场挥毫泼墨，写下“魅力邵州”“唐山如
画”。

久违的热和，这一天在唐山复活了。村民，
来客，同吃一锅饭，或围坐在大院简易八仙桌
旁，或就在院外路边石头上坐下来，或蹲在堰
边，或端着碗悠着……吃完一碗焖咸米饭，我又
回一碗，结果吃撑了。

我们在村外捡了一块美丽的黄河石，轮流
拿着。山上怎么也是遍地鹅卵石呢？黄河故道
曾漫漶到山脖子处吗？沧海桑田，不知道有多
少过往曾走过这片土地。

小船如犁，犁在大河之上。
天还有些冷，唐山半岛与黄河都显得静穆

而矜持。这次来唐山，是要南渡黄河，到河南岸
看看一河之隔的荆紫山。

小船划开大河，老周立在船头，手里抓了一
把刚在地头采的犁头草：“你看它叶子像不像犁
铧？”

老周说，黄河在村前流过，人老几辈都这样
流着，那时黄河饥瘦。但风水轮流转，黄河这些

年说长胖就长胖了哪，雍容华贵，湖海风流。自
从名不见经传的小浪底响亮世界，唐山也风生
水起。过去只说天下黄河贵德清，如今呢，天下
黄河济源清。黄河清啊，我们才有底气邀请人
到中原来看海，看唐山的湖光山色。

唐山地势高，水涌上来，只到半山腰，曾经
干瘪的丘陵，摇身变成了现在丰腴的半岛或岛
屿，成了北方千岛湖。原本的庄户人家，临水而
居者三分之一转身成了渔民，有了小渔船。

铁皮小渔船在大河上欢快穿行，马达声像
鼓点一样，敲打着大河的脉络。

小浪底大坝建成前，黄河河道不宽，脾气却
大，河水大了泛滥，小了干旱，对农人来说，都是
灾难。现在的黄河，海晏河清。当下是丰水期，
烟波浩渺，山石上最高水位线的痕迹都被淹没
了。

大山大河，从来举重若轻。
返回的船上，老周说到了他自己。
他曾是村里的贫困户，因老伴一场大病致

贫，因党的好政策脱贫。他现在也是上着班的
人哪，有了固定收入，老伴还享受一些政策性医
疗救济，日子安然了，他得闲可以研究他最钟爱
的《黄帝内经》了。

几次到唐山，我最终触摸到了一些有关黄
河的隐隐脉象：物质上丰富，精神上充实，文化
上自信，生态上文明。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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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村就在大河边

浉河之阳 □陈峻峰

城市风景

□刘帆

一个城市能有一条河流穿过，是这个城市
的美好和福分。我这样说，你便知道了，我一定
要说我的城市了。不过，我所说的河流，是自然
流经而非人工开凿。固然二者都梦想借助流水
浸润柔软拥挤紧张的都市人群和生活，但你只
需凭感觉，就能区别出它们在形状、姿态及质地
上的完全不同。

穿过我生活的城市的这条河流，叫浉河，无疑，
它是一条自然的河流。源出豫、鄂两省边界的桐柏
山支脉，经此向东北，蜿蜒138公里，流入淮河。

自以为熟悉的最易疏忽，这是普通人在认识上
常犯的错误。譬如我，及其浉河。我在这座城市生
活了数十年，我一直居住的地方几乎和浉河挨着，在
浉水岸，于河之阳，在它流水的臂弯里；从我朝南的
窗子，可以望见它岸上的垂柳，可以望见它泛动的波
光，而当我终于想给它写一点文字时，我才知道，我
对它是如此陌生和无知。我感到了局促和羞愧。

浉，是一个独特的不存其他意义的汉字，它
只用于我们城市的这条河流的名字。象形、会
意，我们都不能找到最初那个造字者，以及他原
创的冲动和蕴涵的本意了。这个字是早已有
之，还是重新创制？是来自官方机构的集思广
益，还是一个人的匪夷所思？除了形声，“浉”和

“师”有关吗？继而和一个人有关吗？那个人可
能是一位师者吧？桃李春风，润物无声，德高望
重，他和一条河流的命名存在着怎样的关系和
故事呢？

我知道，疑问和设想，都无助于一直以来我
对这个奇异汉字的理解。它就叫浉河。我承
认，这是一个事实。但那么多可以描述这条河
流并可能延伸为这座城市寓意的美好词语，为
什么就用了这个毫无意义的汉字。

浉河一日日流淌，它曾经的清澈和丰润遮
掩了不止我一人生发的疑问。对一座山或一条
河流的命名，不过是对自然之美的人文赞誉和
附会，无论是因事、因史、因景、因地、因人而名，

之于今天的城市，文化已成为一种挥之不去的
乡愁。很多关于河流的温婉怀想和怀旧，现实
中被现代景观的设计和改造遮蔽。因此，我们
这些在城市生活的人们，对河流命名缘由的求
索和假设，貌似变得多余和可笑。

是的，浉河曾经是一条自然的河流，从豫、鄂
边界的崇山峻岭中流来，那里云雾缭绕，植被丰
厚，生长着真正的“信阳毛尖”。我说的真正，是
说在那里，我们才能欣赏和体味传说中的自然美
物纯粹天然的形质。雾水、雨水、去冬的雪水，从
那些叶芽和花瓣上滴落，融入清泉和溪流，欢快
欣悦地一路奔来；而在突然要进入一座巨大陌生
城市的时候，是否有了惊恐和惧怕，有了探问和
犹疑。它不再喧哗，小心翼翼，在无尽的日月轮
回岁时更替里，如一缕微微波动在城市深处的脉
息，如年迈慈祥的外婆手掌的轻轻拍打，唱着悠
远古老的谣曲，摇我们安心生活，安静入睡。

许久以来，就是这样，一条河流渗透进我们
日常生活里、身体里，忽略里、淡忘里，耳濡目
染，习以为常。这样流来，又这样流走，它带给
城市的灵动和灵感，带给我们岁月的安逸和寂
寞，耳濡目染，习以为常。只是在一些特别的时
候，我们才会停下匆忙奔走的脚步，转过一次脸
来，对它有所侧目，进而有所感动，眼睛里会溢
出浅浅的泪水。但我们不会有真正的刻骨铭
心。那么，真正认识一条河流，及其包含在我们
城市和生命中的意义，必须是在它终于枯竭之
后吗？或者是在我终于枯竭之后吗？

因此，我们必须承认，现在的浉河，很大程
度上，已经不再是我所说的那条自然的河流了。
一座不断膨胀的城市将它的垃圾扔弃给它，成为生
活在这座城市的人们的忧虑、焦灼和感伤。无论卑
微还是高尚，生存还是思想，浉河都需要科学的设
计和人为的改造了。我的无奈是，浉河里也有我扔
弃的垃圾；更大的无奈是，我们享有雾水、雨水和去
冬的雪水带给我们洁净的稻谷和菜肴，享有擦拭洗

涤华美的家居和服饰，倒映在浉河的眼睛和脸，有
时却失却了文明映照下的风度和体面。

即使匆促，我也需要为浉河记下一些文
字。我委实不知道这条自然的河流在变为一条
人工河流之后，未来生活在这座城市的人们，会
不会变得理性和自觉。改造一条河流，但愿是
在改造我们自己。

油然想起清乾隆年间信阳知州张钺的诗
句：

双桨荡晴川，蟾光散暮烟。

珠随天上满，镜向水心圆。
桂席飞杯斝，兰言胜管弦。
映淮良可赋，同此对清涟。
张钺诗中所述，是这座城市旧时八景之一的

“浉河泛月”，那时的深潭、水凼、花树、翠竹已不在
了，城墙、街坊、天井、谯楼已不在了，而我们也再
无条件也无心情在浉河上泛舟，在浉河里泛月。

于浉水岸，在河之阳，我需要匆促记下一些
文字，我是担心记忆中的浉河，有一天真的不在
了。5

什么都没发生
的下午

□詹丽

午后，一所乡间小图书馆，宽敞，温
暖，明亮。阳光照到桌前地上，又反射
到墙上，靠里一排排书架也被照得明暗
有致。玻璃门上印着一片柔和的、微微
泛黄的绿色，那是初秋山风翻涌下的草
木颜色。还有空气，像被早晨的山泉水
浸泡过，经过一上午晾晒，依然是那么
干净。虽有浅浅的困意，可我不忍睡
去，这样的午后，且就一壶红茶，慢慢地
品它。

偶尔有蝴蝶从门前飞过，在玻璃门
上照一照。一只脊背带暗黄花的小白
狗从门前走过，目光散淡地走过门前的
青灰色砖地，拖着小尾巴。有一两声喜
鹊叫，还会有喜鹊翩翩地幽幽地落到门
前，砖缝里仔细啄食。啄一会儿，抬头
左右望望，翘动的尾巴上仿佛有一根神
经留意着门内的我。虽然知道我不会
伤害它，但还是感觉到它尾巴最高的那
根羽毛尖儿上，立着轻微的警醒，会随
时随地拍翅腾空而飞。

住在门口小水塘花丛里有一窝黑
灰秧鸡，偶尔也走出来，顺着砖地边沿
的一溜草脚，警觉地小跑着，不时驻足
拿眼瞅瞅门内的我。夜晚，秧鸡也会在
池塘蒲草里大声叫，它们是离我最近的
有生命的禽类，我们彼此尊敬珍惜。

秋水长天的坦荡开阔，是枝干，是
骨骼，是天性里自然而然的执着。我认
为每年秋天的风都是新的。比如今年，
我时常在风中闻到今年秋草的味道，不
像去年，只闻到落叶和枯荷的味道。也
许，明年，我能识别春雨和秋雨的味道。

可能是秋阳里的草太亮了吧，金
亮，闪烁。九月的阳光澄明又温暖，在
这样的光底下，每件晒着的东西都显现
出一种旧里的新。需要我关照的事物，
总归是单纯而少数的：比如晾晒在阳光
底下的板栗；晾晒在树下竹竿上的衣
服；晾晒在门前的树影；晾晒在书页上
的光斑；鸟声，马路上的汽车声，远处的
人声；以及无数打击与失望底下依然活
着的相信与向往。因为这些照看，我成
为一个有归属的人。在这间乡村图书
馆，照看着这些简单少量的事物，我们
彼此拥有。

秋天来了，让我最真实感知的标
志，不是气温，不是早晚的寒凉，不是芦
花的白，而是我办公桌上，会斜照来一
片阳光。凤仙花越开越少，结满了种
子，一摸就炸。牵牛花越开越旺，门前
花园，全指望它们撑门面。鸡冠花花冠
越长越像鸡冠，如裙子边一样起着褶
皱。

有一个满裤子泥点子的六十多岁
老师傅，皮肤黝黑健康，轻轻走进图书
馆，取一本书，一声不响地认真阅读。
我坐在藤椅上抱着电脑阅读，电脑放着
轻音乐。有一会儿，看不清屏幕上的小
字，窗外树影在屏幕上却清晰可见，一
枝枝，一叶叶，在文字的边沿水中花影
般明晰。还读什么文字，树影的美是文
字无法描述的。

老师傅往外走，可能是该上工了。
我喊他，想看书吗？他说是。他说他是
罗山彭新的，在那个来郝堂村做传统民
居的建筑队里干活。我说你带身份证
登记一下，可以来借书。他说好。又聊
起我们共同的老家罗山，聊起流经我老
家的竹竿河，流经他家门口的九龙河。
他年轻时喜欢文学，做工间隙一直坚持
阅读。我喜欢这样生活在低处依然向
往阳光的人，因为我也生活在低处，我
们就如树下小草，不用抬头，就能心照
不宣地彼此怜惜。

什么都没发生的一个下午，除了忘
记问那个师傅贵姓。木匠师傅泥瓦匠
师傅的出入，让我觉得这间乡间图书馆
的美好。那些进进出出的游人，坐在图
书馆拿书做样子拍照的俗艳美女，跷着
二郎腿嗑瓜子的中年妇女，他们都没有
经过我的下午。

什么都没发生的下午，除了两只秧
鸡和三只喜鹊，在门前觅食的间隙，扭
头看我。除了蓝碎花小盘子里，姜躺在
发亮的小石头和浅水里发芽。除了去
房前屋后察看花和菜的长势。除了发
现叶楠白桦雕像旁的几支山芦苇，不知
被谁掐走了。除了听一下午的音乐，忘
记晚上要吃什么。除了薄凉暮色里刮
来几句村人的对话。

什么都没发生的下午，除了那一只
早出唱歌的蟋蟀，歌声里的眷恋更浓烈
一点。夕阳从玻璃窗斜射进来一束，蓬
松而温暖。我哪也没去，除了看书，听
音乐，扫地，在门前种二月兰，给花浇
水，剪枝，在花盆里种蒜瓣儿，给低垂菊
花加一根树枝做支架，什么也没做。

静静地，植物一样，那些声音、颜
色、晚阳，云一般从心里轻盈流过，除了
动心，甚至，心也没动过。什么也没发
生的下午，我在一间乡村图书馆，浑然
地在秋光中，全心全意地，安然地活
着。5

烟火人间

在郑州东站，高铁开始出发

一路向北

尽情表演它的中国速度

越过黄河了，越过淇河了

越过安阳了，越过保定了

疾驰，疾驰

好像乘着一匹快马

分明比快马更快捷、更舒适

好像乘着一枚火箭

分明比火箭更安全、更舒心

无际无垠的沃野，左右展开

无穷无数的飞鸟，上下翻飞

还有，一株株一排排的林木

和林木一般矗立着的

庄稼、村镇、都市、厂房

闪过身边的窗口

欢腾着新时代的磅礴生气

与南下的高铁列车擦身而过

会听到钢轨轻轻的欢呼声

与并肩的高速公路相向而行

会看到一幅流动着的风景画

天空蔚蓝，如海

阳光明亮，如金

远处闪烁的湖泊中

一对恋人荡漾在游船里的笑脸

瞬间扑入眼帘便成为记忆

疾驰，疾驰

一百个不愿意这趟高铁停下来

满眼有看不够的绝美

疾驰，疾驰

一千次呼唤这趟高铁停下来

心中有殷殷的期许——

北京城里总有好消息

我们第一时间到达，倾听

乘坐高铁去北京 （外一首）

早晨 7点钟的郑州

像冬天里的这个早晨

新鲜而充满朝气

街灯仍在闪亮，薄雾还未散去

鸟还未醒来

而大街小巷

已成骚动的河流

花园路上，是车流

轮子刷刷的声音是悦耳的

纬五路上，是人流

学子匆匆的脚步是动听的

红绿灯口，排起长长的队伍

骑电动车的，骑自行车的

都是纯真的面孔

早餐店的灯火温暖

忙着张罗的小伙子，和排队的孩子家长们

一样年轻

蔬菜店的货架丰盈

电子秤前的女老板，和带着露珠的西红柿

一样好看

公交车停靠的站台

准备登车的人们，和咔嚓开启的车门

一样急切

无数人为工作在奔忙

无数人为生活在打拼

无数人为理想在奋斗

青春的气息，奶茶的气息

在空气中涌动

穿过喧嚣走向岗位

我也要开始新的一天

打开电脑，在昨晚构思的文稿中

写下第一行文字

这就是日子

平常就不平凡5

□高金光

放歌

早晨7点钟的郑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