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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片树叶最忧伤的时刻，该是深秋季节吧。当
北风劲吹的时候，它不会像春天那样惺忪醒来，而是
轻微生出些许的惆怅，轻轻飞翔于不知飘向何处的
天空。

深秋的美，肃穆而寂寥，闲来无事游走于街头，
偶遇一间“乡村灶台鱼”的小馆，店门屋檐下整齐堆
放着劈好的柴。顾盼相逢，“灶台”二字，忽然缘起心
中，思绪回到旧日时光。

我没有乡愁，因为一直生活在城市，也没有乡下
老屋，因为一直住在城里，父母有工作，奶奶无微不
至地照看我们几个，记忆里多是甜蜜安稳的片段。
只是到了深秋季节，有储备柴草的活计。这个活儿，
不能让工作繁忙又劳累的父母操心，奶奶领着我和
弟弟，每年都会推着那辆四轮小车，在微冷未寒的空
气里，满大街收集落叶。

儿时住平房，冬日里要烧饭、暖炕，煤不够用，也
舍不得一冬天都用它，城里不像乡村有枯树枝与秸
秆，趁着秋风尚好日光晴暖，我们会选树木林立的马
路边或公园一角，目光锁定地上厚厚的枯叶。公园
一角有片银杏树，叶子枯黄也是极美的，来不及欣赏
繁华深寂后的凋零之美，来不及读懂它们一剪秋的
心事，就被奶奶收拢成一堆，然后我和弟弟手忙脚乱
装入麻袋中。

回家的这段路程，是我最难受的一段路程，我那
时十几岁，朦朦胧胧懂得了美，还有点虚荣心，我担
心被同学撞见，看见我脏兮兮、灰尘暴土的脸，我觉
得“丢人”。偶尔父母亲下班了过来接我们，我会马
上丢下麻袋迫不及待躲得远远的。

枯树叶堆放家里，是全家冬日里温暖的源泉。
每晚做饭和晚上烧炕时，烧火人是我。我听从奶奶
指挥，不时往灶膛里添树叶柴火。枯叶不耐烧，动作
慢点，火就要灭。

有时灶锅里是奶奶最拿手的贴饼子，奶奶问我
想不想吃带“胡嘎巴”的，我想吃，就加大灶膛里的火
力。从腊月二十三开始到整个正月里，家里改烧耐
火劈柴，添几块劈柴就能做熟一顿饭。我不需要一
直坐在灶膛前烧火，我就欢快地出门找小伙伴儿玩
儿。

一晃三十多年了，很多童年记忆都模糊不清
了。偶遇“乡村灶台鱼”令我触景生情，一时间想起
许多往事。时光转过九月后，陌上的花，开始在秋光
里逐渐衰败，但所有的凋零，都非最后的结局，只是
为了下一次新的旅程孕育更新鲜、蓬勃的生命。

曾以为所有用心描绘的画面，足以抵御岁月侵
蚀而历久弥新，却不料惊艳如今时光的是那一片片、
一堆堆的枯叶。一支拙笔无法还原那青涩的记忆，
只有那枯叶裸露着曾经的真情。5

七十年前

那个站在郑州邙山头，面对黄河的人

那个站在武汉军舰上，面对长江的人

他极目远望，大手一挥——

南方水多，北方水少，如有可能，借点水来

也是可以的

黄委会主任王化云听到了

长委会主任林一山听到了

黄河听到了，长江听到了

汉江听到了，丹江听到了

中原听到了

中国听到了

四千年前的大禹也听到了

四千年后的大禹子孙也听到了

那个站在历史和现实交接点的人

那个站在 1958年金秋的人

那个站在汉江和丹江交汇的丹江口

站在凤凰山上的人

豫鄂皖三省十万民工都变成了一个人

锁汉拦丹，要让高坝一天天高起来

要让高峡出平湖

那个从意外起爆垮塌的土石中爬起来的

人

那个从烈焰熊熊的油毡工棚里跑出来的

人

那个推着架子车掉进围堰又生还的人

那个克服困难毅然走向坝前的人

是甘于吃苦耐劳的人

是勇于挑战自然的人

是敢于再造山河的人

那个挨村挨户甚至到丹江口大坝工地

说老家要淹了，青海是个好地方的人

那个放下钢钎就怀揣种子西去的人

那个下了绿皮火车又坐卡车跨过河源的人

那个被风沙冰雪掩埋的人

那个没有被饥饿和病痛打倒的人

那个在都兰、循化、德令哈繁衍生息的人

都知道自己是从哪里来的人

中国人，河南人，淅川人

那个刚从青藏高原返乡的人

那个唱着“割罢麦，扬罢场，收拾收拾下汉

江”的人

那个从朝鲜归来带着伤残和勋章我叫六

爷的人

那个我叫大伯大妈

叫哥叫姐叫老表的人

那些匍匐在丹江边，怀揣老娘土的人

下丹江，下汉江，下长江

那些留下来的人，淅川人

邓州人，南阳人，河南人

也是我的亲人。转眼间

他们修建了陶岔老渠首

加高了丹江口大坝

转眼间，我的亲人们又变成了移民

又变成了送走移民的人

变成安置移民的人，接纳移民的人

方言和方言交流

微笑和微笑拥抱

只要有土地，他们就能

生根，开花，结果

转眼间，那些曾经喊渴的人

都说“南水”真甜

1432公里的干渠

穿过湍河、沙河、黄河、漳河、滹沱河

已经滋润了七年多来的每一个幸福时分

从南阳盆地到大河两岸

从燕赵大地到北京天津

那些曾经喊渴的湖泊泛起银浪

有的人还真分不清丹江汉江长江

是的，我曾经沿线走访

北方人只会说“南水”

是的，这是南阳之水

这是河南之水，这是南来之水

如果李白再世，他很可能会写——

君不见，一渠碧水南国来

润我华北不复回

是的，在时代的海洋里

每个人都是一朵不复回的浪花

每一朵浪花都是一个人

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名字——

可亲可敬的南水北调人！

你看

一个风尘仆仆的人

登上了陶岔新渠首闸

眺望无边无际的碧湖

还走进硕果累累的猕猴桃园

还来到淅川九重镇邹庄移民新村

你听

他正亲切地对乡亲们说——

你们就是挖井人。

因为这是一条新运河

事关国运民心的河

这是一条幸福河

涌流福气福分的河

在江河淮济四渎之外

润泽新时代的中国人5

新运河：南水北调中线工程
□吴元成

一阵秋风一阵凉，每日早起，晨光将露未
露时，已有凉气挟裹着落叶扑面而来。庭院
里的树叶子落了一层又一层，来不及清扫时，
落叶被风推送到廊下，取暖的孩子一样，瑟瑟
着堆堆挤挤。

深秋落叶焦酥卷脆，踩在上面，会有簌簌
响声，经过漫长的秋风吹拂，它们在枝头流失
掉水分和浓绿色彩，只等着跌落化为尘埃。
落叶太多，院里院外三五天就收集一堆，白杨
树的叶子，梧桐树的叶子，椿树的羽片种子，
拢到一起燃烧时，冒出淡白烟气很好闻，还带
点树叶子的酥香气。这是秋天特有的气息。
跟很多年前野火漫烧，枯黄蒿草秸秆点燃时，
一整片乡野都弥漫的烟火气相似。我好多年
都没有闻到了。

晚上起风时，我总会知道。住的老房子
是斜坡瓦顶，屋后有高耸白杨、两棵梧桐还
有椿树苦楝树。这些老树气场十足，庇护着
老房子，老房子红砖瓦片缝隙生出苔纹，日
渐素朴，秋天里看上去，老房子和老树天然
长在一起，像老夫妻，眉目静笃，安稳十足。
彼此有相同气场，内里都有缓慢而深刻的力
量。要相信缓慢深刻的东西。那是自然界
的恩宠。

越来越喜欢缓慢的拙朴的事物。纯棉的
花布，上面印着浆果、树叶，银杏脉络清晰可
见。我藏了好些片蓝草扎染的蓝印花布。我
还偏爱素淡古朴的茶器，青瓷或紫砂，竹器茶
盘用久后包了浆，温润如旧年手温。捡来老
旧的陶罐，洗干净了，放上两束蓬草或枯干红
蓼，清简耐看。

起风时，树叶总会先滚落到老屋瓦片上，
丁丁零零，很轻微又很清晰，有时是一串长长
的丁零声，带着节奏感的音符，又有点迫不及
待。我知道是落叶正顺着屋顶坡度一直翻滚
到院子里。苦楝树结奶黄楝枣子，一嘟噜一
嘟噜，也会滚落到屋顶上，一颗或一串，秋夜
里听来，声响更圆润清脆。

有一晚倚在床头，我和儿子仔仔念诗
词，念到“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
船”，仔仔若有所思，问我钟声是什么样
的？我正想该如何解释，只听得屋顶丁丁
零零的声音，应该是一嘟噜楝枣子正顺瓦
片滚落下来。我指指屋顶，仔仔凝神来听，
我笑了，说，钟声就是这么远远传过来，更
大更响。他懂了。

这个深秋，我还收到了一件墨绿色秋旗
袍。我有几件夏旗袍，但好久没穿过了。先
是漫长的孕期和哺育期，再后来他能走会跑
了，要抱抱要亲密无间，时不时滚成一团。我
常穿棉布衬衫搭牛仔裤，身体没有紧绷感，也
不会因衣服漂亮舍不得揉皱它。或站或坐，
累时抱娃席地一蹲，姿态也不会太难看。孩
子不会在意妈妈衣服漂不漂亮，他要的是妈
妈全身心加入他的快乐阵营，或蹲或趴或和
他扭在一起。和孩子一起，我只是陪伴琐碎
的妈妈，简单装扮下包裹着一颗母爱盈满的
心。

再然后住到乡下的这处老房子里，常随
家人出入田间地头，拾掇庄稼，或在菜园子里
种菜除草，单一重复的劳作中，出点汗吹吹
风。乡居环境简朴随意，也没有与旗袍对应
的场所，不能想象穿旗袍蹲在庄稼地里干活，
也不能接受站在左邻右舍的娘娘婶婶中被她
们上下打量。夏旗袍就那么压在衣柜底层，
整个夏天过去了，仅有的一回是拿出来在镜
前试试，又放回柜里。我都忘了自己曾那么
偏爱这种衣裳。

深秋收到的这件秋旗袍是柔软静美的墨
绿色，橙色小盘扣点缀着，外披一袭淡灰开
衫，深秋时节浓得化不开的秋情尽在于此。
走过渐变金黄的梧桐树下，所有的墨绿橙黄，
都是这斑斓季节无以言说的秋景秋境，足以
给我慰藉。

多年前，我出生于深秋时节。莫非秋天
里的出生，注定要用特殊方式回馈季节？我
个性慢热，生命里所有的收获与所得，都是姗
姗来迟。在不经意的回首中，一样样了悟，执
着与放手。宋诗里写道“我来仍值风日好，十
月未寒如晚秋”，晚来秋，风日好，这般清净自
如，当我行走在人群之后，在远离城市的村庄
以低温静默的姿态打量人世，十月未寒，世事
越发深远，万物皆有欢喜处。

黄昏时，天气转阴，清扫完院里落叶，泡
一壶菊花茶来，手捧玻璃盏，热热地喝。落叶
秋声，人家屋顶的淡白炊烟开始缭绕，倦鸟归
巢了，在白杨树上来回飞旋，细细碎碎，飞鸣
啾啾。向晚秋天，鸟儿们也比往常归巢早些
了，不知它们，怎样享有这个秋天，再进入寂
静冬日，那另一番自然的宏大景象。5

为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中原风持续推出“十年身边故事”征文
专栏。

这十年，无论是更好的教育、更稳定
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舒适的居住条
件、更好的个人成长环境、更充实的获得
感，您都可以尽情抒写。您可以写自己
的故事，也可以写亲朋好友的故事。征
文文体为散文、随笔，文字要求真切平
实、简洁隽永。字数2500字内。投稿邮
箱为 hnrbzyfzw@163.com，来稿请注
明“十年身边故事”征文。

“十年身边故事”征文启事

一

嵩山大峡谷入口处，有个村庄名字听起来
很文艺——韵沟。是这里的石头能发出金石
之声吗？

带着对韵沟的好奇与猜想，仲秋时节，我
站在红叶、黄叶、褐叶、紫叶织就的山上向沟谷
俯瞰，韵沟像一条特别定制的翡翠项链，摆放
在植被铺底、秋色做帐的嵩山峡谷。

走进韵沟老街，满眼是石头铺就的道路与
石块垒起的窑院。

我伸出手，抚摸砌筑于明朝初期的石头
墙，想那韵氏家族初到巩义，在杜甫曾生活过
的站街逗留几个月，最终选择韵沟为栖息地，
自兹繁衍生息，薪尽火传。韵氏家族，为何会
有这么少见的姓氏？或许这个家族原本不姓
韵，到此地后出于种种原因更名改姓？其中暗
含着生存策略，像洛阳魏家坡清代高官魏家，
把魏姓改为“卫”姓。

行走在秋色弥漫的老街道，石头韵味十
足：石头路面、石头围墙、石头拱券、石头台阶、
石头阶梯、石头门楼，就连从房顶伸展出来的
长条形排水凹槽，也都用石头凿挖而成。

我被石头簇拥着，甚或颠簸着，仿佛听见，已
朽的木板大门脚轴，摩擦石头发出“吱呀吱呀”声
响。声响过后，一个身着明朝服饰的女子，右手
撑起油纸雨伞，左手撩起百褶裙裙摆，抬脚迈出
石头砌就的门槛，轻盈地与我擦肩而过……

二

老祖宗留下来的生活痕迹，以及带有神秘色
彩和文化气息的传奇人物与故事，韵沟人把它当
作村庄的厚重背景和温润底色。在当下，一代代
山民的子孙，如同它打造的民宿名字“觉醒”，并
学习成长。觉醒了的，除了当下的韵沟人家，还
有沉睡了亿万年的嵩山石头和花草树木。

站在贯穿韵沟村的柏油马路上，映入眼帘
的，是充满现代生活气息的小楼和别墅。最醒
目的，当数特大洪水过后，由政府出资，为韵沟
受灾严重的 19户人家重建的 19套别墅，它们
的建筑面积和房屋结构一模一样。别墅房顶
是蓝色琉璃瓦，在铺满野菊花、格桑花、南瓜
花、红石榴的嵩山沟谷里，耀眼的蓝，是韵沟秋
色中梦幻的一笔。

善于学习的韵沟人不仅“靠山吃山”，也积
极吸纳引入外界的新生事物到韵沟。常年喝
纯净山泉水的韵沟人，把“净水材料”做成了重
要产业。这让我联想到以大米为主食的四川
人，在全国各地创办新鲜面条坊，让人觉得好
奇。看来，韵沟人没有固步自封、按常理思考
问题。

站在中岳的高度，吸收嵩山的灵气。韵沟
人把眼光放到更宽阔的地域空间看待事物，结
出了更有广度、更具思想能量的果实。

经过几年对口帮扶，1600人的韵沟，从省
级贫困村一跃成长为全国生态文化村、全国休

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示范点、国家级森林乡村。
它因地制宜，发展千亩连翘、千亩药材种植基
地。招商引资建设高端民宿，引入绿色餐饮、
中药养生、教育研学培训等新产业。

韵沟人的钱包鼓起来了。
韵沟人把红色的辣椒串或玉米棒悬挂在

屋檐下或窗棂上，然后掂着板凳，走向院落里
那棵已眼花耳聋的古树，秋阳刚好跃上山头，
韵沟人背靠古树，山风捧着花香洒进院落。韵
沟人一边用生满老茧的手剥着玉米棒，一边惬
意地跟邻家二婶隔着墙头拉家常呢。

三

在韵沟短短的时间里，我看到韵沟人为了
生计付出的辛勤劳动，同时，也看到韵沟人春
种秋收从容享受生活的精神状态。

石头，对生活在嵩山峡谷的韵沟人来说，
是没有多少成本的建筑材料。他们有本事让
坚硬的石头柔软起来、鲜活起来。

村口地标“美丽韵沟”，由全石垒砌的三个
拱形券构成，黑灰玄武岩厚道沉实，彰显着韵
沟人的坚强毅力。石头艺术在村落里随处可
见。比如大型照壁，由黄色石头作背景，将薄
薄青石一块块从照壁底座向上叠加，“生长”出
一棵苍劲有力的“迎客松”。

韵沟人还在千层饼般的山体上，凿挖出浓
缩版的“绝壁天路”。“天路”这一头，遥遥延伸
进峡谷隧道，“天路”那一头，衔接着香火袅袅

的庙宇，目光沿“天路”行走，心绪渐渐安静下
来了，舒畅起来了。

韵沟河床上，巨砾岩映入眼帘。它们大的
如小山包，小的似柴鸡蛋。它们是熔岩蹿出地
面冷却后自然形成的。巨砾岩被韵沟人整理
后，安静立于韵沟河床上，陪伴着韵沟人，欢喜
着韵沟人的欢喜，幸福着韵沟人的幸福，梦想
着韵沟人的梦想。

为让老村景观更丰富，韵沟人拿出家里的
老物件、旧农具陈设在村落内。景观墙上，镶
嵌着陶瓮、陶罐、水缸、瓦片、牛车配套工具、瓷
瓶、瓦碗等。透过这些老物件，能让人穿越时
空，忆起那漫长的农耕时代。韵沟人还把老牛
耕田的场景、公鸡闹晨的热情、拖拉机收秋的
喜悦等变成画作，画在崖壁上、住房墙体上和
院墙上，把乡愁的韵味，滋润进生活日常。

晒秋，是韵沟人的一大才情。房顶上铺满
黄澄澄的玉米粒和红彤彤的山楂，院落内到处
摊放着大片红柿子，红色辣椒串悬挂在墙壁
上，好美的晒秋呀。

秋，在韵沟尚未走得太深，韵沟的红叶，叶
片边缘还弥漫着浅绿色。杨树叶子尚未完全
泛黄，绿中缀红的嵩山峡谷，如同未完成的油
画，还显得朦胧。我设想，当时序到深秋时，这
条秋韵流淌的沟，会美成什么模样？

当我恋恋不舍离开韵沟时，当我一再回望
时，于迷雾中，仿佛看到那个身着明朝服饰的女
子，手提竹篮，里面是满满的各色野菊花……5

十月未寒
如晚秋

□杨暖

落叶暖时光

这条沟秋韵流淌 □孙勇

□青衫

老家深秋。5 周文静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