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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数黄河的波澜起伏
□廖华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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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黄河

航空港随想
□海盈

碰 面
□汤兴

岁月枯萎了一段往事

脑海中闪现的

故道里飞出的

黄河，在今天的阳光下

有了另外一番景致……

暴风雨过去了

洪水在堤下

曾经的哀叹飘走了

碧绿碧绿的水面上

村庄焕然一新

又有了陶醉的

那一张张欢欣面孔

还有夏风吹送来的

缕缕花香……10

黄河故道（外一首）

□田万里

翡翠一样的水面在这里

却寻不见昔日的

一只蜻蜓，挺立在荷叶上，说：

“水上水下，风景各不同！”

曾经的风浪淹没了夕阳

汹涌的激流一直澎湃到今天

静静地铺满荷花

荷叶对着蜻蜓说：

“那过去的黄河是苦海”

蜻蜓对着荷叶说：

“那今天的黄河是胜景”10

村庄

一

双鹤湖中央公园

水与城，园与丘

花与田 交会

现代科技 乡土记忆

交融

莲鹤方壶上，仙鹤

灵动振翅，翘首远方

春秋时期，已寓言

两千多年后

飞高行远的梦想

二

航空 高铁 地铁

城铁 普铁

高速公路 快速路

国际中转物流

航空快递物流

分拨转运 仓储配送

交易展示 信息服务

电子商务 航空金融

科技研发 高端商贸

中国智能骨干网

阿里巴巴 菜鸟

优化集合在

415平方公里土地上

航空城，中原的鹏翼

伴着旭光，起飞

三

都市发展的潮水

汹涌澎湃

研发 设计 资金 信息

物流 会展 高端制造业

大枢纽 大产业 大都市

大变革 大发展 大突破

机遇 降临于历史窗口

机翼，从古老厚重的

热土起飞，继续着

列子御风的神奇

美丽的弧线，划过

中原长空，霞映世界

空中丝路，携着

财富故事，还有千年的

枣花香，携着

诗经的郑风

飞向卢森堡，汉堡，芝加哥

飞向地球另一端

飞翔中原

梦想，正在路上叙事10

一串炸雷，暴雨陡然而至，其
实也就二三十米的距离，待我们疾
步冲到高架桥下躲雨，已经浑身淋
透。

好在，不久便风静雨歇，穿过
马路，就进了校园，回望近在咫尺
的酒店，坚实的网状钢架，被悠然
飞来的一团雾气，掩映得朦胧而迷
离，背后的夜空幽蓝深邃，霓虹反
而有些黯淡了……

我一阵恍惚，怎么就像是站在
家中庭院的银杏树下，仰视街上闪
烁的灯饰，还有幽蓝的夜空……

因为孩子来澳门求学的缘故，
我第一次走进澳门。

澳门历史丰厚、文化多元，但亦
有数百年被殖民的屈辱，闻一多的
《七子之歌》，吟唱出对澳门几多沉重
的眷恋。而今天，回归后的澳门，日
新月异，令人惊喜。

是的，当初我还是从图片上看
大三巴、远眺新葡京的时候，内心
深处的澳门，就是这般沧桑难掩繁
华的感受。

然而，女儿大学报到第一天，
让我又惊喜了一番。还未进校园，
就远远看到高高的旗杆上，鲜艳的
五星红旗和五星莲花区旗迎风飘
扬。女儿是大学的艺术特长生，参
加的第一项“快闪”，就是新老同学
合唱《我和我的祖国》。

的确，甫入澳门，就莫名地感
到有一种似曾相识，亲切的气息扑
面而来。

新生报到还有一项重要内容，
是大学老师逐一和新生谈话，并嘱
家长要一同参加。印象最深的是
老师语重心长的一席话：“什么都
不用担心，有任何困难一定来找我
说。”作为学生家长，我又有些恍惚
了：这，不就是在家的感觉吗？

来到澳门，少不了逛街。官也
街，久闻其名，这里的钜记手信、世
纪咖啡、大利来记猪扒包、莫义记
榴莲雪糕、葡挞、葡餐…… 可谓琳
琅满目、风情怡人。虽是初来乍
到，却也不觉陌生。伴着熙攘的人
流，看着一爿爿铺面门脸儿，又生

出几多似曾相识之感。“老郑州”没
人不知道德化街，浸透了幼年回忆
的“百年德化”，不也是这般热闹、
这般味道吗？

又随意走进一条不知名的街
巷，斑驳而整洁的楼房，住着最普
通的澳门市民，小超市、小餐馆、小
理发店，还有幼稚园……老人和孩
子从街边缓缓走过，夕阳轻轻摇动
着婆娑的树影，让我一下子又回到
了我出生长大的地方，那是与爸妈
曾经生活过的一间纺织厂的家属
院，真的是一样的祥和，一样的韵
致啊！

行至街巷的“那头”，便来到距
今已有五百多年历史、澳门最著名
的名胜古迹之一——妈阁庙。庙
内供奉道教女仙妈祖，传说她能预
言吉凶，经常在海上帮助商人和渔
人化险为夷，消灾解难。中国历史
文化厚重，且一脉相承，妈祖的护
佑与祖国的温暖，岂不就是中华民
族 大 家 庭 生 生 不 息 的 活 力 之 源
吗？10

我家就住在县城虹桥头那座
小山下，每天早晨 7时，步行一段
路，到邮政局门口前候车上班。不
知什么时候我碰到了那个十多岁
的小男孩，渐渐地碰到次数多了，
才发现每天我们俩准时地在同一
个地方打个对面。他瘦瘦的身材，
方正的脑袋，水灵灵的眼睛，一身
褪了色的衣裤。他匆匆从解放桥
对面的公路上走来，我急匆匆沿着
河岸从虹桥那面而来。他要过几
条马路到对面那所小学去，我要到
山那面的工厂。我感叹，我们两个
都那样准时，促成了这同一地点同
一时刻的会面。

春天来了，山莺儿啼啭，水鸭
子在河水里欢舞。小家伙从路
旁的柳树后面闪出，与我打个对
面。我寻找路旁地面才露出绿
芽的野草，回忆着流失的岁月。
他无忧无虑追逐漫天飞扬的花
絮，浪漫的童心好像在问：这毛
毛是什么？我的心似乎一下子
年轻了许多，多么想上前告诉
他：这是柳树母亲产的儿女，在
延播着生命……可我们却擦肩
而过了。他去寻找生命的种子，
我去追逐春的韵律。

风来了，夹着雨。他把书包
顶在头上，我撑着花雨伞。雨水，
打在他的脸上，也打在我的裤脚
上，我们谁也没有畏惧。我驻足想
要说点什么，他已走进茫茫烟雨。
然而，从他走过的路上，我仿佛感
觉到有一股热流浸过我的脚趾，浸
过我的心坎。我怀疑那暖流来自
他的身体——地面的雨流亲吻了
他的小脚，又来缠绕我脚背。

经过秋又经过冬。小家伙长
高了，高了多少呢？我想拿他与
路旁的小树杈对比，却没有找到
答案，因为那小树也长高了。我
想，不知哪天，我们的碰面就会结
束，他要从小学升入中学，而中学
又在很远很远的山那边。这让我
惶恐起来，可是萍水相逢，没有一
句话，没有拉过一次手，这恐慌不
知为什么？

下雪了，洁白的雪花飘飘洒
洒，盖住了山川和原野，一切变得
洁白可爱，路旁的柳树、白杨树也
玉树琼花般好看。小孩子还会准
时吗？也许我们的时钟在这一天
对不上了。蓦地，我听到了“沙
沙”的脚步声，是那样熟悉。呀，
他来了！红彤彤的小脸，轻巧的
身子，冻红的小手上还握着一块
白薯。雪雾，几乎使我们鼻子碰
着了鼻子，也许是离得太近，他第
一次给了我会心的一笑。我才想
问他叫什么名字，在哪儿住，上几
年级？然而，我们离得太近了，小
家伙一闪，便冲进雪雾中，留给我
的是“吱嘎吱嘎”的踩雪声。我愕
然回首，看见小家伙的脚印和我
的脚印，重重地叠在了一起，分不
清哪是我的脚印，哪是他的脚印
了。我惊叫起来：他不就是童年
的我吗？

脚印在延伸，正是我来的方
向，他却不再踩我的脚印，而是在
没有脚印的雪毡上，踩出他自个
的脚印。生命在一代代人互相关
注与呵护的温情中延续，每一代
每一个人都在探索着属于自己的
生命之路。10

走近黄河博物馆，我听见自己的心
在愧疚地说，对不起，黄河！作为一个
中原人、黄河母亲的儿女，我竟对黄河
知之甚少，更不知道还有面前这座1965
年建馆、以黄河为专题内容的自然科技
博物馆。

走进黄河博物馆，仰望大厅照壁上
毛泽东亲书的“没有黄河就没有我们这
个民族”的题词，那气象恢宏的笔势，
让我生出一种深深的根魂所系之感，我
要记取黄河的历史春秋，记下黄河孕生
的众多杰出人物，细数那一水的波澜起
伏……

一

博物馆内陈列着黄河的众多照片、
丰富的历史文献和珍贵的文物标本、灯
光图表、过水工程模型、录像及触摸屏
等，恍惚间，我面前黄河示意模型上的
这条气势雄伟壮观的河道，突然开始剧
烈晃动起来，俄顷惊涛拍岸，巨浪滔
天，震耳欲聋……在历史和现实之间，
村庄与时间之间，土地和谷穗之间，穿
越白天与暗夜，溅起无数生命和千年回
声……

两千多年来，黄河下游决口一千多
次，其中三分之二发生在河南；大改道
26次，20次在河南，素有“三年两决口，
百年一改道”之说。

驻足在历代治河方略简表前，目光
从大禹、刘大夏、潘季驯、魏源等很多人
的名字上一一看过来，我在与历史对
视，向他们行深深的注目礼，肉体的他

们虽然早已作古，但精神的他们却与黄
河一起，岁岁年年在时光中永恒。在一
份至今还保存完好的道光二十三年水
情奏折前，我站下了。这是钦差大臣何
汝霖向道光皇帝报奏：“……前水尚未
见消，后水踵至。计一日十时之间长水
至二丈八寸之多，浪若排山……”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党和国家
十分重视黄河治理，人民治黄 70多年
来，仅黄河流域水土保持累计投资 500
多亿元，19次黄河调水调沙，实现了黄
河干流连续 19年不断流……几代党和
国家领导人亲临视察，对黄河治理作出
重要批示，使黄河改善水质、逐步恢复
水体生态功能，避免了洪水决溢带来大
范围的生态灾难。

黄河，在五谷的芳香中宁静平和，
满盈力量、激情和充沛的生命真气。

二

位于黄河干流上的小浪底水库，是
治理开发黄河的关键性工程。

站在雄伟壮观的小浪底泄洪大坝
上，眼前的情景就不仅仅只是令人震惊
了，而是震撼、震魂荡魄……但见洪水
从三个特大洞口凶猛泄出，气势磅礴，
浪涛震天，如万马奔腾，如飞龙行空，如
众兽狂奔，如群山崩塌……一时间，我
想到了天河倾倒，想到了流动的纪念
碑，想到鸟是天空的文字，星月是夜晚
的文字，而这从天而来的浪涛是小浪底
的文字！我分明感觉天在动，地在动，
人在动，河流在高空奔腾倾泻，水草在

天边一波波翻涌……
望着这浩瀚无边的水，我很清楚

为了建造小浪底，已搬迁到他乡的库
区村民们的老家，全都淹在百米水下
的泥沙里。这个水库不仅在防洪、减
淤、供水、灌溉、生态、发电等方面发挥
了重要作用，还使下游河道中主河槽
过流能力得到了明显提高，加大了水
库排沙比。

我们纷纷在大坝上留影，与这水、
这滔天巨浪、这浩茫水域深处的村子、
这朝着本能方向行走的风……一同呼
吸，一起拍照，那定格下来的绝非仅仅
只是照片上目视所见的人景，而是背后
太多的承载，太多的光阴和故事。

一朵小红花在大坝的一角孤寂而
热烈地开着。我可以用手抚摸它，却无
法测出它生命的高度与光芒。

三

孟津是此次调研的必去之地。此
地夏时曾为孟涂氏封国，因扼据黄河要
津而得名。尽管我知道武王伐纣、八百
诸侯会盟等许多影响中国历史的重大
事件都发生在孟津，我还知道贾谊、王
维、狄仁杰、王铎、雷英夫等名家大师是
孟津这片土地上的骄傲，但此刻我心里
却满满都是黄河。

我分明感到了那滚滚河流的喘息
和脉动，时间的巨石上涛声四起，日月
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

黄河流经孟津 59公里。浑浊的河
水奔流到这儿因水位上升，流速变缓，

泥沙沉淀而呈现出“万里黄河孟津蓝”
的壮丽奇观。小浪底水利枢纽工程和
西霞院水利工程形成的广阔水域，被誉
为“北方的千岛湖”“洛阳的北戴河”。
汉光武帝陵、龙马负图寺、王铎故居等
依次排列……

在这里，黄河不黄。
在这里，被称为“草莓西施”的那位

名叫吕妙霞的漂亮女子，带领合作社的
全体农民，用黄河水把他们种植的草
莓、西瓜、桃子、葡萄、苹果、雪梨等各类
瓜果，浇灌得个大肉厚、色鲜味美，名闻
遐迩，醉倒了一个个吃果人。

在这里，清澈而安静的黄河，将漫
漫时光长成了繁盛的花朵和累累果实。

四

目前我省黄河沿线共有各类保护地
24个，两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3个省级
自然保护区。在这些保护区湿地上，活
动着大鸨、东方白鹳、黑鹳、青头潜鸭等
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鸟类，以及大小天鹅、
灰鹤等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鸟类，同时还
是震旦雅雀、中华秋沙鸭等我国特有、珍
稀濒危动物的重要栖居地。

然而，我们将任重道远，还要继续
加快黄河生态廊道建设，加快黄河流域
生态文明的可持续发展，加快水土流失
综合防治。

黄河奔流，世事如水。我们只有在
母亲的怀抱，才是最幸福的人，日月星
辰才可灿烂成神话，世间万物才可化生
并得以继续……10

那座似曾相识的城

□鲍铁英

在老家，百姓若是盖了新房，一定会
郑重地在屋檐下种上一棵石榴，所以家
家院子里都有石榴树，有的还不止一
棵。一年由春到冬，石榴充满生机，有叶
能够遮阴，有花能够观赏，有果实能够享
用，还可以在情感上有所寄托——成年
人念着多子多福的俗语，孩子们则是盯
着树梢的果实由小变大，红红黄黄的，挂
在枝头咧嘴笑。

有园艺专家说，石榴就是天生的美
人树。石榴的美，不在青春靓丽，反而在
于少年老成。它似乎一存活就承担着某
种使命，自小就似参透世间沧桑，树皮早
早就有了疤痕、斑点、结节，形成自然的
苍颜和老态，却又坚韧地活着，每年春来
发芽，夏来开花，秋来结果。

记得早先我们村最大的石榴树是六
奶奶家的，树冠高出屋顶许多，隔得很
远都可以看到。六奶奶住在我家前院，
记忆中是满头银发，因为裹过脚，走路

一颠一颠的，脸上永远带着慈爱的笑
意。六奶奶家的石榴树究竟有多大？
听大人们说，六奶奶嫁给六爷爷的时
候，这棵石榴树已经有胳膊粗，枝干攀
上了屋檐。当初是由六爷爷的爷爷从
很遥远的地方移植而来。六爷爷并非
在亲兄弟里行六，而是在一块儿挑担行
走太行，从事长途贩运的一帮穷兄弟中
行六。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晋豫两省因
为太行山的阻隔，物流不畅。这里的百
姓只能翻越崇山峻岭，徒步穿过太行八
陉之一的白陉，才能实现平原、山区的
货物交换。冒着危险当一名担山人，挣
些辛苦钱养家是当时青壮年的向往。
石榴树并没有给六奶奶带来好福气，她
光光鲜鲜嫁给六爷爷的第三个年头，六
爷爷就在一次担山途中失足坠崖，尸骨
无存，给六奶奶留下一个不满周岁的儿
子。一块儿担山的众兄弟们商议，每家
都送一个男孩上门，叩头认干娘，与六

奶奶的儿子结为兄弟。为了六爷爷的
血脉，为了一帮担山兄弟的亲情和重
托，六奶奶最终没有离开这个长着一棵
高大石榴树的家，没有离开这个春夏之
交处处盛开石榴花的村子。再后来，在
儿子 5岁时突发急病不治而亡后，六奶
奶更是将全部感情寄托到了干儿子们
身上，像亲娘一样宠溺爱护他们。她给
所有的干儿子们重新起了乳名，排了
行，每个人名字里都有一个山字。每一
家都欣然接受了六奶奶的安排，并叮嘱
孩子们像亲儿子一样亲近她孝敬她。
至于我，作为干二代，从小也在六奶奶
膝前缠绕，六奶奶家的石榴给了我太多
甜美的记忆。

六奶奶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去世，
享年九十六岁。从社会学角度来定义，
六奶奶是一个孤寡老人，但她的一生，从
来不曾孤独，她的亲人比谁都多。她的
死更是牵动了一个村子的哀伤，她的众

多干儿孙辈，携手为她办了一场堪称风
光的葬礼。葬礼的规模场面，送葬的人
数超过了十里八村任何一个子女双全的
老人。

在我的记忆里，六奶奶去世后的那
个春天，她家院子里的那棵老石榴树没
有再发芽，随后便枯死了。那棵石榴树
却也像六奶奶一样留在我的记忆里，坚
毅，慈祥。

六奶奶爱六爷爷，也爱上了石榴村，
把一生奉献给了石榴村的孩子们。石榴
村的人们也没有辜负六奶奶，成群的晚
辈像石榴的籽粒一样集结在她周围，给
了她一生一世的幸福。

我时常想，假如六奶奶生活到现在
该有多好！脱贫攻坚，会有很多素不相
识的人来嘘寒问暖，把慰问品、养老金送
到手里，医生会坐在床边，细心地给她检
查身体，陪她聊天，像我一样亲切地叫她
奶奶。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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