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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月是白驹过隙，岁月是花开花谢。

岁月是文人笔下的风花雪月，岁月是奋斗者的一路坎坷

曲折。

岁月是青春的恣意绽放朝气蓬勃，岁月是老人的满头银

发两眼昏花。

岁月是曹操的人生几何对酒当歌，岁月是杜甫的窗含西

岭千秋雪。

岁月是边关战士头顶的一弯冷月，岁月是农民手中的累

累硕果。

岁月有时像一把刀，将皱纹在我们的脸上雕刻；有时像一

支笔，把梦想在我们的心中描写。

岁月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岁月是花无百日红秋风

扫落叶。

其实，岁月就是一杯清茶，甘甜中带着丝丝苦涩。

其实，岁月就像一壶老酒，喝的是喜怒哀乐，品的是人间

烟火。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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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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着大河走
□辛茜

山东东营离我很远，知道那个地方，是因为和
我血脉相连的黄河。大河如雷贯耳，源自青海省
巴颜喀拉山下一片湿润奇崛的土地，一条藏语意
为“红铜色”的河流卡日曲。

卡日曲很安静，终年沉默地匍匐在深绿色的
草地上，任千年万年的雪水，沿巴颜喀拉山北麓，
带着纯洁无瑕、蓄满阳光的体温，缓缓东流、东
流。她从不曾想过，自己的身躯，会在厚重宽广的
青藏高原汇聚起科曲、达日河、切木曲、巴曲、曲什
安河、芒拉河、隆务河……数不清的雪山涌泉、涓
涓细流，经曲麻莱、玛多、达日、甘德、久治、尖扎、
民和，从寺沟峡从容穿过，再同湟水、洮河、大夏
河，几条重要的支流在山谷间亲密团聚，回首一望
中，或蜿蜒曲折，或劈山穿壑，或毫不畏惧冲出青
海，成为中国第二大河流。

多少年过去了，生活在草原上的牧民，并不在
意身边偶尔穿过的小溪和纤细的小河。他们无须
了解卡日曲是从哪里来的，又要到哪儿去。他们
依恋的是雪山顶上一抹彩云，黄昏中闪烁着粼粼
波光的河中倩影。

影子在慢慢移动，女人们忙着打酥油、挤奶、
晒牛粪。男人们则走得很远、很远。放羊、放牛，
唱民歌，想念着昨晚的温情。

记忆中，伴随黄河一起生长的，是每处湛蓝的

天空下，自由伸展的小城和街道，希望也仅仅是盛
开在每条河谷的黄色菜花、青色豌豆、四季丰饶的
湖泊上振翅飞翔的斑头雁……

也许，这才是实实在在的抚摸，让温柔的手从
粗糙胸膛上滑过，紧贴心脏，体会呼吸和脉搏，再
从湿润的河床、幽香的草叶、不知疲倦的鼾声中，
感受她的存在和她不竭的生命力。

多年后，当我经历过许多平凡的日子，终于到
达黄河入海口东营，一座美丽、富饶、干净的城市，
我依然无法摆脱对黄河沉重的思念。我意识到，
我的心和黄河贴得更紧了。

来到东营时，夜已深，不知为何我彻夜难眠。
在没有声响、没有灯光的夜晚，我想象，中华民族
的母亲河，经历了那么多的辉煌、苦难后，会以怎
样的豪情和姿态，投入大海怀抱。

清晨，渤海湾上空清风凛冽，带着一丝伤感。
朝阳覆盖在年轻平原上。云层深厚遮住了阳光。

我抑制不住想目睹黄河投入大海怀抱的渴
望，在海边等到了一艘汽船，和朋友们踏上甲板，
站在船头。大海苍茫，海天一色。朦胧空隙间，偶
尔透出几许淡漠蓝色，仿佛高原荒凉的戈壁、无尽
的沙丘。而黄河入海的痕迹，看来看去也未看见。

船往大海深处驶去，三两只羽毛黑白相间的
海鸥欢唱着匆匆掠过。我发现，船已准备调头往

回返了。黄河入海的壮观景象在哪里？我焦急地
张望，又翻下右边船舷跨到护航小艇上，向艇上的
船工询问。

皮肤黝黑的船工，露出一排整齐牙齿，轻轻笑
了。

他说，哪那么容易看见黄河入海时的清晰模
样。向前看吧，不远处是一道拦门沙，那就是黄河
入海处。黄河往下流，海水往上涌，黄河带来的泥
沙沉积在那里，变成了新生土地，黄河，早已和大
海交融一体。

我抬起头，顺船工所指方向望去，烟波浩渺，水
天相连，银灰色的大海，浩浩荡荡、无声无息。我看
不见黄河与大海的界线，听不到黄河与大海弹出的
不同音调，甚至看不到它们相互区别的颜色，更看
不到幻想中黄河入海的起伏、喧嚣、呐喊。只有无
际的流水，在黑夜与白日、夏天与冬天，从西方到东
方，从高原到平原，不停流转、流转……

我的心慢慢沉静下来。
汽船停泊在一座木桥旁，木桥下，水在轻轻流

动，是海水还是河水？下了船，我竭尽全力在潮湿
的土地上奔跑，微弱的足印留在了这片新鲜浪漫
的土地上。渔家女告诉我，这座木桥是黄河入海
的第一座桥，也是与黄河有关的最后一座桥，她和
丈夫在此打鱼为生，已度过了30多个年头。

同行作家王宗仁老师激动了起来，他和我讲
起了昆仑桥，几年前，我们一起在可可西里见到了
昆仑桥，那是离天最近的黄河第一桥，默默伫立在
海拔近5000米的高原上。

现在，我和王老师又一起站在了黄河最后一
座桥上，怎不令人心生感喟！

深秋的傍晚，渤海湾的风变得越发清凉，数不
清的井架和洁白的棉花渐渐地消失于夜幕中。此
地道路宽敞又干净，此地楼房漂亮又整齐。走在
这片新生的肥沃秀美的土地上，我对它怀有爱意。

在东营，我偶遇了曾在青海玉树工作了12年
的何先生。那一刻，我的泪眼和他的泪眼互相凝
视，我急急走过去，他急急奔过来，两个高原人握
紧了手，玉树草原的寒风、热曲河畔强烈的紫外
线，都在他身上烙下了印痕。

在东营逗留的日子很短，也未见到想象中黄河
入海气势磅礴的场面。但因为她的平静，因为她端
庄、温厚的面容，让我从另一个角度了解了黄河。

离开东营的那个早晨，太阳蓬勃而起，把火红
的赤碱蓬和飞银花的芦苇丛，映照得银白赤红明
丽无比。原来，黄河入海口的日出这般耀眼，这般
夺目，含着清香的微风，衔着温存的气息，送别我，
让我在幸福中回到大美青海，回到黄河的故乡
去。5

□何弘我们为什么写作
多年前，在谈到自己的评论工作时，我曾写下

这样一段文字：“不管是创作还是评论，写作毕竟
不只是一种专业技能那么简单，它涉及到与人类
精神生活、个人经验相关的一种信念，写作者应该
对时代的问题和人类的生存体验进行有深度地表
达。写作关乎的是精神信仰问题，要追究到终极
的问题上去，要对人的生命安立提供自己的帮
助。”正因如此，在文学评论和研究中，我努力关注
决定我们生活方式的重要因素，于2000年出版了
研究计算技术、网络对人类生活和生存影响的专
著《生存的革命》。这是我的第一本书。今天，我
主要从事网络文学工作，也是基于同样的原因。

河南被称作“天下粮仓”，近年又完成了向“国
人厨房”的转变，为维护国家粮食安全作出了重大
贡献。作为河南人，以河南为样本，全面反映我国
的粮食问题，也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

我长期从事文学研究与评论，对各种文体的
边界、表现特征等有着清晰的认识。但在进行《命
脉》和《粮食，粮食》写作时，我决定放弃一切与文
体相关的条条框框，怎么有利于问题的表达就怎

么写。所以《命脉》中，我们用大量篇幅写水对文
明生态的塑造，以便在更深的层次揭示南水北调
工程的价值和意义。同样，在长篇报告文学《粮
食，粮食》中，我们写粮食的发展史，揭示粮食生产
与人类生存、民族冲突、社会发展的深层关系，以
加深读者对粮食问题的认识。

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我们确定了《粮食，粮
食》创作的基调：从国家粮食安全的高度着眼，以
粮食进化历史、生产历史与人类发展的关系，中国
各时期粮食政策、与粮食相关的重大事件为背景，
以我国粮食核心区建设、生产技术进步、粮食生产
取得的辉煌成就为主线，从粮食问题出发，基于个
人经验、溯及民族记忆，立足河南、放眼全国，立足
当下、着眼未来，居安思危，力图在对河南从“天下
粮仓”到“国人厨房”转变的描写中，促使大家牢记
粮食安全的重要性，深刻理解我国在国家治理体
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方面的巨大进步，彰显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从而更坚定道路自
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为中华民族的
伟大复兴贡献自己的力量。

《粮食，粮食》以相当大的篇幅写了“一个新中
国家庭的粮食记忆”，这是我心目中报告文学作品
该有的样子。这一章我们选取新中国成立后一个
家庭70余年的经历做“切片”，反映了土地改革、农
业合作社、粮食统购统销、计划经济体制、农业生产
责任制、放开粮食市场等重大社会变革，涉及翻身
解放、三年困难时期、大中专学校裁减合并等重大
历史事件。这是我们真正以经验的方式对新中国
成立70多年来与粮食问题相关的社会变迁进行的
文学表达。这一章之所以能很好地完成，是因为所
写的是尚伟民（《粮食，粮食》作者之一）自己的家
庭，其中有他自己和他家人的记忆、情感和温度。

当然，完成如此一个重大题材的写作，仅靠个
人经验是不够的。我们由个人经验溯及民族记
忆，写了粮食发展史，写了饥荒的残酷无情。而要
全面反映中国的粮食问题，不仅需要掌握全国各
省区市，尤其是 13个粮食主产省（区）的粮食生
产、加工等情况，还要研究掌握世界粮食生产、贸
易，农业科技发展，各个国家、各种粮食生产、消费
数据，包括世界各地的地理、气候、文化等。书中

作为背景的概况叙述，比如几百字的简介或简单
的数据，需要查阅大量的文献与资料。为此，我们
花了近 1年的时间进行前期准备，在基本完成案
头准备的时候，我们开始走出书斋到田间地头采
访。从2017年秋收时节，我们开始集中到基层农
村了解情况，去田间地头走访。至次年的麦收季
节，我们跑遍了河南 18个地市的大部分县（市），
积累了大量河南当前粮食生产、加工的基础材
料。同时，通过河南省委宣传部协调，我们征得了
河南省科技厅、农业厅、农科院、社科院、河南农
大、河南日报等有关部门和单位的帮助与支持，获
得了全省宏观方面的措施与重大事件、节点的典
型案例。

《粮食，粮食》已经出版，尽管其中有很多不尽
如人意之处，但我们毕竟从个人经验出发而超越
个人情感，表达了这样一个与人类的生命与经验、
与历史文化、与社会发展和进步、与中华民族的伟
大复兴密切相关的问题。而读者如果能从阅读
中，感觉有趣味、有收获，对粮食问题有进一步的
认识，我们会感到无比欣慰。5

早春里，我想起一些花的种子。那是去年深
秋，我们几个爱花的女子去郊外一个姐姐家小聚，
她有花园，那时花已经谢了，但她的花圃盛景，在
我们心里是四季如常的。我们一起聊她的花园，
聊花的春色、姿影和香气，虽然已是寒秋，那些花
像在我们心里又开了一遍。

我们羡慕姐姐，一双手种出了春天的花、姐妹
们心里的馥郁和挥之不去的记忆。下午的院落里
有一些阳光，她晒一些花的种子，小小的花种朴
素、平常，但因着关于花的描述和想象，以及我们
对一个爱花爱书女子的敬慕，那些花的种子携带
了光芒，显出神秘、繁复和久违的灿烂来。姐姐把
花香送给春天里所有经过花圃的人，经过的人带
走了花香，花的姿影在心里摇曳，时常有风吹拂花
事的美好。她分享给我们每个人花的种子，我们
小心翼翼地接过来，观赏、赞叹和设想后，包裹、收
纳，放入布包里。

我们收纳着一份春意、诗意，收纳着对分享者
的喜爱、敬意，我们收藏起春天，收藏朴素的惦念。
那些花的种子，那些关于爱、宁静、自我和坚持的小

小的梦。回去路上，我们交流着，相约要在春天种
那些花，说起种在哪里，怎样呵护，那一路是灿烂
的，各自勾勒着自己的花圃和春天。

春天真的来了，我们各自忙碌着家庭、孩子、工
作和爱好，我们人生的花园里，有着不同的花朵和
花束。像是一个秘密，我们从来不提那些花的种
子，像是雪藏，也像是忘记。突然在某天午后，阳光
温暖地覆盖着我，我觉得自己被春意和爱意包围，
是的，春天了，是时候种下一些花，一些生机和美
好。可是，我的那些花的种子呢？它们在哪儿？

我细细回想收藏花种的过程，像白发老人在
时光的返青里挖掘少女的心思。可我真的忘记了
那些花的种子在哪儿。我在家中包包里、柜子里、
抽屉里搜寻着，像孩子要找到一个逃跑的春天，像

年轻男子要找到不辞而别的情人。我少有执念，
但世间可触的美好，可有的坚持，可爱的分享并不
多，我不能一边采撷一边丢弃。

春天的花圃里，姐姐换上轻便的衣服，挥锄整
地，新翻的泥土松动着，她的诗意的花圃，即将在
大地上一朵一朵地诉说。你会听到一些坚持，一
些在期许里极简的动念。那些花会开，每一朵都
清新、雅致，这是非物质女子对花事的执着和精
细，关乎美好、关乎生命、关乎热爱。

我不要丢失了那些春天的花种。想来人生这
一程中，我们丢失了多少期冀、想法和念头，每个
想法起初的萌芽，都曾被我们视若珍宝，小心呵
护，随着年龄的增长、岁月的变化、环境的影响，我
们会不小心丢掉它们。与之一起丢掉的，是我们

与自己、与万物、与世界最深度的链接。我一直警
惕这些，深耕不易，需要多些坚持，当你找到值得
深爱的人与事物，找到生命的深井，你不要也不能
随意地丢弃。

一切出诸本心的初始都是简单美好的，如同
私藏的花种，在春天遇到温热的泥土，一些善意的
水，会有萌发、生长和根植。但也有很多事或物生
不逢时。那些花的种子或许遇到了贫瘠的土地，
叵测的水域，遇到盘旋的风和疾骤的雨。一粒花
的种子是微不足道的，但生长的意念又如此坚韧，
即便有倒春寒或重回的风雪，那些种子，初心若可
鉴，磐石无转移。

我要找到那些花的种子，选择在一个温暖的
上午，给花们安身立命之地。我会平静地等待，
不虚设繁花的盛景，也不悲观地夸张外力作用，
我比任何时候都相信，适时播种和深度耕耘，是
比天意更可信赖的作用力。这是花事的启悟，是
大自然的秘语，花是女人与万物间的最好媒介，
我们在这样的秘语里，读到这个世界的可爱、宽
阔和融通。5

□李梅一些花的种子

平凡生活
多诗意

□高昌

台湾诗人余光中曾言：“诗
成了一切艺术的入场券。”倘若
探索孟庆武的艺术世界，他的诗
词是通往秘密花园的清幽曲径。

当我静坐在北京西坝河公
园石凳上，细读《闻竹斋诗稿》。
眼前绿影婆娑，心头花香荡漾。
我从孟先生“闻竹斋”斋名，联想
到竹林的萧萧风声，联想到清人

“些小吾曹州县吏，一枝一叶总
关情”。想起了元代大家王冕号

“竹斋”，不知孟庆武“闻竹斋”斋
名，是否暗含对王冕敬意？王冕
有《墨梅图题诗》：“吾家洗砚池
头树，朵朵花开淡墨痕。不要人
夸好颜色，只留清气满乾坤。”孟
庆武也有《墨梅图》：“墨墨团团
五色分，看中疑是又非真。寂寥
疏散开无主，却占枝头第一春。”
孟庆武另拓出了一片属于自我
的新鲜境界。他诗词中充盈着
浓郁的爱梅情结，应是寄寓着他
的人文理想和风雅情怀。我欣
赏一首五绝《山中》：“云中藏古
径，十里一人家。临水绕梅屋，
主人爱看花。”这首诗晓畅清朗，
虚实相生，“主人爱看花”素语直
声，浅淡又深沉。

苏东坡主张“诗画一律”，讲
究“诗中有画，画中有诗”。因为
有了书画功底的助力，孟庆武的
诗词视角丰富，色彩翩然，充满
画面感。诗情画意和谐圆融。

通过鲜活的诗词作品，反映
了 诗 人 的 生 活 轨 迹 和 心 路 历
程。《闻竹斋诗稿》是诗人的灵魂
歌唱，他自言“曾是轻狂一愤青，
学人好美染丹青。如今不忍听
春籁，入酒杯中作雨声”。生动
的心灵细节，展示着丰富内心世
界。他对现实社会的鲜明爱憎
也有展示，比如《西江月·柳絮》：

“ 去 去 来 来 生 乱 ，非 花 非 雪 萦
芊。沾芳结絮滚成团，角里缝间
都钻。遇雨躲藏阴处，见风借力
升天。俗流颜色这般般。亏了
春风做伴。”

诗人对现实有单纯澄澈的
关切，作品不计工拙地传达着真
善美。正如他在读石涛《画语
录》的诗中所言：“涤子无端眼欲
迷，一花一叶意菩提。江山万里
寻常见，心寸寒微不可移。”

孟庆武诗词中有着生趣盎
然的奇异想象。他的作品有一
部分体现了技巧和诗学功底。
比如《绝句》：“夜幕拉开明月怀，
青山次第隐楼台。千峰欲睡云
中卧，万壑争流梦里来。”最后两
句对仗，含蕴着震撼的美学冲
击。

《闻竹斋诗稿》最让我惊讶
之处，是诗人对俗字俗词的尝试
和运用。比如《春风》：“梅萼未
开柳眼瞎，村田林苑雪飞花。春
风应是有情物，送暖不偏富贵
家。”寻常一个“瞎”字，用在此处
妙想天成。俗字入诗探索，在
《闻竹斋诗稿》中比比皆是。请
看：“盘道山如捆，沿绳车入云。”

“捆”字有力量。“月近群山小，人
高手扯天。”“扯”字绝妙。“独自
步西楼，中天月上头。影从忽不
见，原是朵云偷。”“偷”字是闪光
诗眼。“夜半无眠伫立窗，西墙山
雀已歇腔。”“歇腔”二字简洁生
动。“好句难成春走后，门前又是
海棠秋。”“春走后”三字，生趣迷
人。

诗歌要在模式化的抑扬顿
挫中，增加诗句的陌生感和思考
空间，展现个性化的风格。孟庆
武笔下的俗字俗句清淡精警，活
力四射。其中除了诗艺，更因渗
透了人生的苍凉和感慨，里面有
体温，也有沧桑。5

创作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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