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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文化”征文启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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笑声是村庄最早醒来的精灵，这通常归功
于某家顽童，呓语绵绵，痴笑不已，听祖母说是
被月亮婆婆逗笑了。彼时，房间有均匀的鼾
声。女人不敢深睡，只是侧卧，偶尔抬手轻拍下
孩子。她对旁边鼾声如雷的丈夫嗤之以鼻，左
手拍打孩子，右手冲着丈夫的身体抽打，提醒他
不要将鼾声过多释放，会惊吓到孩子。

一线月光隔着玻璃射进屋里，月光在孩子
稚嫩的脸上停留，调皮又认真。月光打扰了孩
子的美梦，他不停地用手揉着月光，试图将月光
撵走。月光在孩子手中化了，在整个屋里荡漾
开来。一地的月光，无人打扫。

太阳升得高且柔软，光线一股脑砸在地上，
处处是坑。心事太潮湿了，像刚从水井里提起
来的衣衫，需要晾晒。村庄里一大帮妇女在太
阳下议论他人的是与非，她们的嘴如剑，一出鞘
就扎进世俗里。纳鞋底的、织毛衣的、抱孩子
的，总会有些婆婆妈妈、家长里短，或者对某人
不屑一顾，但她们心灵深处始终不对任何人有
深度怨言，刚吵完架，发现对方家里有急难事，
还会热心地前往。

太阳在空气中爆炸了，炸了村庄一地的光
辉。

邻家办喜事了，喜糖的香味在空气中肆意
流淌，欢乐的气氛捂不住了，在阳光下发酵，村
庄里所有人前来道贺。猜枚声此起彼伏，有人
打翻了酒碗，在酒后跳起了欢快舞蹈。

村庄下雨时，仿佛老天将一支支水箭射到
了人间。狗先狂吠，好像对自己的狗舍不够温
暖有意见；鸡讨厌狗，跟着鸡鸣。雨来时毫无征
兆，儿童们通常会淋成落汤鸡，少年听雨，其实
听的是天真，雨本身不产生声响，它们需要借助
别的东西形成自己的威望。就像少年，虽才气
十足，可是不经历磨难不会绽放芳华。雨从檐
头落下，在地上砸成水坑；雨躲在雨衣角落里，
安静观察人的模样。水滴石穿的逻辑，让我们
从小对雨充满了敬畏。

最浪漫的时节其实是下雪，瑞雪丰年，送给
乡人一片洁白与浪漫。总有一个像我这样的少
年，在床上倾听落雪的声音。但总有种失落感，
因为雪太轻了，像棉像絮，落地上没声响，你忍
不住扒门缝观瞧。你终于打开了门，雪封了路，
世界突然大同，视野统一换成了白色服装。孩
子们在雪地里打雪仗，雪被捏成子弹，射在另一
个孩子脸上，犀利凌厉，像箭像时光，更像无情
岁月。就这样，雪成了你的知己，你抚雪唱雪枕
雪爱雪，哪个少年都有一段雪白的青春年华。

村庄一年四季都有风，风是村庄的常客。春
天的风温软，像母亲的手轻抚脸庞。夏天风有些
狂躁，秋天风萧瑟，让人无尽怅惘。冬天的风往
往与雪八拜结交，所经之处一片狼藉。村庄里的
风，比人更潇洒，你躲在屋檐下看风，风送给你无
尽的畅想，风无形，却可通过道具让自己成为主
角。它躲在衣袖里，袖底有风；它溜进被窝里，你
只好耸肩缩背。风的脾气怪异，发出声音也千奇
百怪。稍对人世不满，风就会怒发冲冠。

月亮真的是会说话的角色。月光华华时，
仰望婵娟，你能清晰看到月中有人影，不止一个
人，他们相互倾诉。吴刚砍桂花树的声音，总在
梦中闪现，当神仙也如此劳累，所以我们凡人更
需坚强，不敢懈怠人生。

漫长悠远的隆冬时节，香菜可能是最早醒来
的植物了。它们被主人藏在塑料布里，安享温
暖。虽然雪在外面与它捉迷藏，但香菜却决然发
出拔节的声音。这时的田野裸露着身体，一片肃
杀，但总有植物穿着绿衣裳，比如白菜们，此时窝
在一大片玉米秧下边说话，它们是冬藏白菜，偶
尔会有一双手掀开帘笼将个大的白菜挑走。谁
家餐桌上，就会传来白菜火锅的香味。

时光在冬天时，会显得格外漫长，晚上的村
庄，像一只用过的簸箕，除了风与影子外，没有
访客。但总有些事物与黑暗唱反调，它们潜滋
暗长，比如狗，它是村庄夜晚的保镖，它睁大了
眼睛不睡觉，执着瞅着世间万物。

此时的鸡，酒足饭饱后刚刚上笼，狗的咆
哮，令小偷刚跳下院墙，就赶紧逃之夭夭了。但
黄鼠狼不怕，鸡听到了异常，开始一起唱歌，它
们的歌唱声尖锐喧响，黄鼠狼败北了，像块砖
头，被扔进无尽黑暗里。

灯笼像喝醉酒的人，风中摇摆不定，灯光明
明灭灭。小麻雀在清晨时分很活跃，它们通常在
某家窗前驻足，提醒人类不要违背生物钟；喜鹊，
作为报喜的鸟儿，与乌鸦展开了竞赛。传说喜鹊
落在哪家，预示着哪家会喜事盈门。传说乌鸦闻
到不祥气息后，会泼了命地鸣叫。喜鹊在某家檐
头上表演，乌鸦看不下去了，也来赶场。一位老
母亲迷茫地看着两种奇怪的动物，她叹着气扔了
一块石子，乌鸦与喜鹊同时受惊，拍翅而去。

你今年看到的燕子，不是去年的那只。村
庄里的人有一天会老去，但故事照样流转，生生
不息。5

那时这里还没有人迹。黄河早已从第一
弯“玛曲”北上拐来。那时该弯处亦不叫玛曲，
因为青藏高原上还没有人类，对黄河的这一藏
语命名尚未出现。

那时这里还没有路径。定然是一群群野
生动物为黄河河水吸引，冒险沿两边危崖崎岖
而下——皆为攀爬腾跃高手的食草、食肉类野
生动物，其时种群发达而数量规模庞大，经年
累月踩出了早先那一拐、再拐、再拐的盘山之
路。

观上下游岸畔，多系鸟兽形影不见的险峻
峭壁。唯到了这儿，河岸形成由崖顶直抵河谷
的两面纵深阔大慢坡，天然成为动物们的最佳
饮水处。

尕马羊曲，外人罕至。来者无不大惊失
色：山崖峡谷之深之大，言语词汇岂能形容
得了！视觉与心灵被猛烈撞击，原本平缓漫
远的古大陆地表，被一股伟力轰轰然冲决开
来！

这阵势令人敬畏。“黄河之水天上来！”李
白诗仙所指，必是黄河源头及附近区域的高险

处了。天降能量开辟浑元，作用所到必至极
尽。

人影炊烟、鸡鸣狗叫，很久后渐渐才有。
人们去河里拉水引灌，在阳坡上耘土垄地，盖
些房、植些树，把能种的青稞小麦、油菜大豆悉
数种下。小山村伴着大河流，穿行于春夏秋
冬；河水流量始终充足，光阴和老小载续着一
样的静心恒心。人家稀少落单守独的村落，古
朴素颜凝神定气的庄户，依山傍水在山崖盆底
又矮又小，望去能把天地坐穿。

不知何年何月，这洪荒之所的名字有了：
“尕马羊曲。”寥寥四字里，既有“马”，又有
“羊”，还有“黄河”，内容好生齐全，说雅极雅、
说俗极俗。该藏汉词组已巧含“羊肠小道”“马
路”等语意，堪称地名文化一绝。

那时大面积森林和大批野生动物还未退
去。待到有限的人群悄然来到，久而久之，自
然史性质完全改变。尕马羊曲，转身成为古地
质与古生物合成的古化石——古地质形态一
目了然，古生物密码一时难觅。

尕马羊曲的“尕”字，为西北方言“小”之

意。明明是条宽阔的道，却反过来指谓那么
小，还是源于峡谷太过庞大，衬托得路径自上
而下细若游丝，宏观微观反差太过强烈的缘
故。实际上，它还隐含一个隐喻：黄河到此远
眺，也蜿蜒窄细若羊肠。

若从峡谷上方俯瞰，羊走上这儿，很小；人
走上这儿，亦很小；大大的马匹走上这儿，还是
很小！遥瞅尕马羊曲全景：弯曲隐约道儿上，
脚户哥的尕马车形影依稀几乎瞧不见；现代大
小车辆如玩具。那个感觉，是走半天也走不出
来呀。

我来到的似乎是个上古神话之地，因为时
间确实过去亿万年了，但空间里的大山峦，仍
然还是亿万年前的大山峦；然而这看来又不像
真的，活在现代的人，焉能说回就回到史前山
水大观中？

山水还是那个山水，来者却不是那个来
者。远古的山水和人类的社会生活，一个坐落
于原始初创的恒定气象中，亿万年无多改变；
一个活动在自己经营的多变世俗里，百十年面
目全非。

古人早早创造了奉山水万物为神的故
事。表明，在混沌开启之初，人所获得的第一
意识，是山水万物先于人而生而在。山水万
物，对人有着坚强又忠实的护卫支撑。

那时，人类一睁开眼，世界全是新鲜奇
异。他们所在之处有山水草木、飞禽走兽，初
始的人类，童真的心灵，于全世界各处，同时看
到的是神话景象，而非后来人们眼中的种种凡
俗。

大地江山亘古不变，人类代代穿行其间。
就这样，人类从古时不停不歇奔波到了如今。
这种后人不见前人，前代不知后代的纪年过
程，我们管它叫“历史”。

朋友说，要领略远古大神话的经典，须来
青海江河源大山水。是啊，远离那忙碌之地、
繁华之乡，一旦闯入这创世洪荒之地，我们便
踏进了同伟大自然交流的通道，也是沟通远古
智慧的通道。

尕马羊曲，我晓得了，你是波澜壮阔之山
河宽衣而坐，是跌宕从容的大山水书卷，让我
打开，允我展阅，令我诵读。5

参加一个全国采访活动抵达河北鹿泉时，
已是万家灯火的夜晚。

鹿泉乃冀之古邑，千载沧海桑田走过，夜色
中的鹿泉尽显妩媚，星星点点的灯光蜿蜒曲折连
成线、连成串、连成面，暖黄油绿火红湛蓝淡紫
……温馨中有浪漫，幽静中显神秘。第一次踏
入这座千年古城，却莫名地亲近，只因，这是我老
班长牛俊虎的家乡。当兵之初与鹿泉相关的故
事，拂去岁月烟尘，从记忆深处鲜活走出。

34年前，满脸稚气的我初踏从军路。3个
月新兵集训结束后，我和郭红被分配到通信排
话务班。那时通讯不发达，电话人工接转，需
要 24小时值守。下连不久是春节，军营里弥
漫着浓浓的节日气氛，首次离家在外过年的
我，难免勾起思乡情愫。

大年初一晚上，营区礼堂有慰问演出，大
部分节目出自部队文工团。文化生活相对匮
乏的年代，这是珍贵的新年大礼包。可电话总
要有人值守，值班任务落在了我和郭红身上。
那个夜晚，办公大楼长长的走廊一片漆黑。窗
外万家灯火，零星烟花璀璨着夜空，鞭炮声此
起彼伏，令我们更怀念家的温暖。郭红刚说了
句我想妈妈了，我俩就抱头痛哭起来。话务班
隔壁是载波班，载波班的牛俊虎班长闻声进
门，赶忙安抚：“想家了吧？别难过，新兵都是
这样的，时间长了就好了。”他接着说，“你俩收
拾下去礼堂看演出吧，载波那边没啥事，我来
替你们值班。”幸福来得太突然，我和郭红一时
反应不过来。“赶紧去吧，演出要开始了，听说
还有大腕歌手演唱。”看我们还傻愣着，牛班长
又催促。我和郭红给牛班长敬了个军礼，转身
向礼堂狂奔。

此后再见到牛班长，多了亲近。身处一
个连队，工作交叉很多，每次和牛班长对班，
处理完业务，他都会和我们多聊两句，关心我
们的工作生活。20世纪 80年代，军营新兵老
兵等级分明，老兵很少和新兵啰嗦，牛班长的
关心，令我们感到无比温暖。聊天时，牛班长
常和我们提到他的家乡河北鹿泉市（现为石
家庄市鹿泉区），他说鹿泉有 4000多年历史，
石家庄曾是它下辖小村落。战国时它称石
邑，隋朝改称鹿泉县，唐朝改称获鹿县，以后
又曾名镇宁州、西宁州，明清又恢复获鹿县之
名。之后获鹿、鹿泉变更多次。牛班长说，古
时获鹿是通燕赵、连三晋的货物集散地，素有

“日进斗金的旱码头”之称。
鹿泉，好有诗意的名字，是有鹿有泉之地

吗？
牛班长还给我们讲了两个传说，一是汉朝

大将韩信狩猎，发现白鹿，他狂追搭箭急射时，
鹿突然不见了，箭射在石头上。他走上前去拔
箭时，一股泉水喷涌而出。后人把这股泉取名
为白鹿泉，此地得名“获鹿”。第二个传说讲的
是唐朝天宝十四年（755年），安禄山在范阳起
兵。河北州县望风瓦解。短时间内，安禄山控
制了河北大部。唐天宝十五年（756年），鹿泉
县改名获鹿县，“鹿”“禄”谐音，意即擒获安禄
山之意。牛班长的描述，令我们对获鹿充满向
往。牛班长还盛情邀请我和郭红去他的家乡
看看，他很乐意当向导。

我下连第二年深秋，牛班长复员了，那一
批走了百十个老兵，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
来自五湖四海的老兵，家乡不同车次也不同。
当时的交通工具主要是绿皮火车和长途汽车，

有些车次是后半夜，老兵退伍那几天，留队官
兵昼夜不眠地送行。每次送别都是全连列队，
锣鼓喧天，军号齐鸣，向老兵敬礼，大家握手拥
抱洒泪告别，很伤感，认为此一别就是一生。
落叶萧萧的深秋，我和郭红哭红了双眼。牛班
长是最后一个离队的，之前他一直宽慰我们

“来日方长，后会有期”。但真到了分别时刻，
他还是泪流满面。记忆中定格的牛班长，就是
穿着摘下领章帽徽的旧军装，从车窗探出身
子，流泪向我们挥手告别的样子。

回乡后的牛班长常写信来，依然关心战
友们的生活和老连队的发展，也会讲自己近
况。牛班长表现优秀加上专业特长，被安排
在县邮电局工作，第二年春天，牛班长结婚
了，对象是同村的青梅竹马。牛班长寄来了
他和妻子的合影，嫂子很漂亮，穿着大红上
衣，背后是太行山脉的葱绿。随信寄来的还
有两编织袋香椿芽，一袋新鲜的，一袋盐浸过
的。牛班长委托我把香椿转给炊事班，他怕
新鲜香椿寄到后捂烂了，特意撒上盐腌了一
些，腌好的存冰箱能吃半年。牛班长信中说，
他停薪留职了，和妻子承包了小山头开荒种
树。他说，家乡的红油香椿曾是皇家贡品，味
道独特，寄来让战友尝尝鲜。

那段时间，食堂大开香椿宴，天天都有香
椿菜肴和主食，香椿酱、香椿拌黄豆、香椿炒鸡
蛋、炸香椿鱼、香椿虾皮烧豆腐、香椿煎饼、香
椿花卷，大家感受着牛班长浓浓的战友情谊。
牛班长说他承包的山头还有核桃树、柿子树、
枣树，明年就有收成了，战友探家可以拐过去
看风景、尝果实。牛班长的描述，更令我们对
获鹿无限向往。我和郭红相约，明年我俩一起

休假，去看牛班长。
心愿还未来得及实现，我就收到了军校录

取通知书。背起简单行李奔赴军校。我走后
不久，老部队接到撤销命令，顺应裁军大潮，大
部分战友转业复员了，下余的业务骨干统一迁
往北京航天城。没了老连队，我们就像断线的
风筝、无根的浮萍，心里没着没落的。军校毕
业分配至其他军种的我，工作一直是快节奏，
加上当年通讯不发达，渐渐地，和牛班长等战
友失去联系，再没机会去看看他的山头，品尝
他的劳动果实了。

此次在鹿泉采访的日子，我深切感受着千
年古城厚重的文化底蕴和淳朴的民风民俗，牛
班长的敦厚朴实，当与这片土壤的浸润有密切
关系。鹿泉于我而言，一直是美丽的传说，当年

“香椿宴”沁人心脾的香，一直飘荡在记忆中，不
曾消散。此次采访，因种种原因，未能见到牛班
长，但从河北同仁口中获悉，牛班长的家乡谷家
峪，如今已有 3000 亩香椿树，已成为旅游胜
地。香椿加工后远销海内外及全国各地。

时已隆冬，我的脑海中依然涌出了大片大
片的绿，仿佛看到数万棵挺拔香椿树在山坳中
顶风而立，如列队士兵般齐刷刷茂盛生长，采天
地灵气，令人襟袖带香浸入肺腑。我仿佛回到
了30多年前的老连队，坐在话务班听牛班长神
采飞扬地介绍他的家乡。仿佛坐在了老连队食
堂里，品尝着来自鹿泉的“香椿宴”。光阴荏苒，
岁月带走了许多记忆，但总有些东西会刻骨铭
心，不经意间穿越时光隧道扑面而来。

鹿泉采访，我践行的，是跨世纪的流年之
约！只是，烟尘隔岸，青春早已不再，并且永远
也回不来了！5

当春风拂过孟津邙岭，桃花、杏花、梨花、油
菜花争先恐后盛开了。到了四月，桐花再也按捺
不住盛开的愿望，一朵接一朵，一簇连一簇，漫山
遍野竞相绽放，美丽的乡村被淡紫色桐花簇拥
着，绵延起伏的邙岭，被姹紫嫣红的春天装扮得
分外妖娆。

孟津地处邙山腹地，自古有栽种桐树的习
惯，特殊的土壤和气候，适宜桐树生长，房前屋
后、沟坡岭地、道路两旁、田间地头……桐树随处
可见。

桐树花开的季节，我驱车来到邙岭小浪底镇
梭椤沟村，古村落山环水绕，景色宜人。村口“建
设美丽宜居乡村”的标语醒目，墙壁上火红的党
旗图案熠熠生辉。近年来，随着国家对农村发展
投入力度加大，此地生态建设不断加强，人居环
境有了很大改善。

四月的梭椤沟村，桐花陆续盛开，小喇叭状
的紫色花朵在枝头悄然绽放，连绵成紫色花海，
尽显浓浓的春意。一簇簇桐花绽放枝头，开得无
拘无束，洒脱奔放。每朵花都仿佛是一个小小香
囊，散发着芳香，静静绽放的桐花，闪烁着紫色的
光芒，惊艳了我的眼眸。

走出村子，沿村村通公路向北前行，我们来
到小浪底主题公园，几位彩衣少女，正踏春赏花，
阳光照耀着她们的脸庞，她们也扮靓了春色。登
高望远，一树树桐花，让高低起伏、错落有致的邙
岭，披上淡紫色云裳，淡紫色的桐花犹如团团祥
云，从低处蔓延至高处，从眼前弥漫至天边。我
从未见过如此恢宏盛大、热烈奔放的桐花！白云
之下、邙岭之上，那一树树桐花，紫的耀眼，紫的
绚烂，它高耸入云，宛若撑开一把把紫色巨伞，也
撑起了天空的蔚蓝。

站在一处高坡上，但见一串串桐花，吸引了
众多蜜蜂，在桐花里进进出出、嘤嘤嗡嗡，像演奏
一支春天交响曲。“桐阴瑟瑟摇微风，桐花垂垂香
满空。”我的脑海里跳跃出清代诗人蒋溥《桐花
歌》里的佳句来……

登高远眺，林木葳蕤，美丽乡村半隐芳丛，
逶迤邙岭大地被浓浓的春意浸染。一阵风儿

吹过，挟带着甜津津的桐花香味在空中弥漫，
几朵桐花飘落，我从地上捡起一朵，它紫白相
间，小小绿蒂承接着小喇叭般的紫色花朵，细
长花蕊藏在花中。我的思绪回到了童年，读小
学五年级的我放学回家，远远看见路边桐树下
有散落桐花，一位同学捡起用舌尖吮吸，说：

“这桐花真甜。”大家纷纷捡桐花品尝，还有个
同学说：“谁能爬上树，折几枝桐花解解馋？”大
家面面相觑，静寂良久，一个绰号叫铁蛋的同
学说：“我能！”

铁蛋身体结实、皮肤黝黑，玩摔跤玩斗鸡，
他都是佼佼者。只见他脱掉上衣，光膀子在树
前站定，往手上吐了口唾沫搓了搓手，便开始上
树，脚蹬手抱，手脚并用，肚皮与桐树接触发出

“噌噌噌”的声音，爬到树半腰后，他爬得越来越
慢、越来越吃力了。大家喊“加油”，他却停下
了。最后，他只得从树上滑下来。看着铁蛋沮
丧地坐地上大口喘气，大家很泄气，说：“算了，
这树太高了，我们爬不上去了。”我抬头望着一
簇簇迎风摇曳的桐花，心有不甘，我脱掉鞋子，
光脚板走到树下，心里给自己暗暗打气：一定要
匀速向上，坚持到底。我用双手抱紧树干，脚蹬
腿夹，青蛙跳跃般一蹿一蹿、不疾不徐向上爬
着。上到一大半时，我稍加休息，接着缓缓向
上，终于爬到树杈上。树下，同学们发出响亮的
欢呼声……

桐花有内敛的性格，它带给人的，是雅致淡然
的恬适感，它不事张扬、朴素大方，众花出尽风头
之后，它才悄无声息地淡然开放。它用质朴低调
的美丽，随遇而安地守候着自己的天地。如同质
朴的山村女孩，不迎合时尚，内在的坚守和低调，
令人心生敬意。它高高擎起一树树繁花，在人间
四月天，为洛阳北的邙岭增添了绚烂的色彩。

如今，在城市繁华街道和热闹公园里，已难
见到桐花踪影，在远离喧嚣的邙岭上，桐花却开
成了靓丽的风景。

离开梭椤沟村的路上，我看着路边桐花汇成的
紫色长廊，那一串串桐花，仿佛正和风低吟，吟唱着
乡村振兴的赞歌，吟唱着盛世太平的华章。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