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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中诗

走过那条河 □郭炳飞

那条河，从伏牛山南麓的栾川发源，曲
折蜿蜒，穿嵩县城而过，聚而成湖，过伊川、
跃龙门、汇洛水，冲入黄河母亲的怀抱。那
条河从远古奔袭而来，汇聚了神话传说、融
入了诗风词韵，沉淀出历史文化，成为河洛
文化重要的一翼。

在碧波的荡漾里，我走过那条河。绿
色发展的春风，唤醒了河岸的一切，几天前
还是一片青灰的水墨画，一场滴滴答答、平
平仄仄的春雨，就把它涂抹成色彩斑斓的
油画，绿柳拂堤、桃红李白、远山含黛。新
建的湿地公园，逐水而修，生态步廊、亲水
栈道，五步一景，十步一画，步移景换，美不
胜收。河畔的十里桃林，夭夭灼灼，芬菲烂
漫，天空明明净净，湛蓝澄澈，红粉与蓝颜
相遇，如同金风玉露相逢，胜却人间无数。
河滨的白鹭洲，芦苇青青、水草丰美，国宝
级的保护动物秋沙鸭在这里安家，黑鹳、金
雕在这里游弋、振翅、翱翔。白鹭时而凌空
而上，时而盘旋低飞，洁白的鸟影在天空熠

熠生辉。水天一色、水城相融的生态画卷，
徐徐展开。

在历史的洪流中，我走过那条河。时
光深处，苍茫大地，洪水泛滥。大禹在伊
河的涂山，会盟诸侯，凿开崖口，一泻汪
洋。在伊水边的涂山，他娶了一位美丽
的姑娘，生下了夏朝的国君启。大禹不
仅连克四阙，凿通了伊河，也凿开了夏王
朝的道路。此后，他“三过家门而不入”，
恣肆愤怒的伊河变得温良而静好。而历
史总是恢弘而诡谲，在伊水之滨的莘地，
商汤为求贤能，骑着白马，数次穿梭于空
桑涧，终聘伊尹为相。大约在公元前 16
世纪初，伊尹辅商灭夏，而他也成为中国
历史上第一个贤相、王师、厨祖。滔滔的
河水记录着历史兴亡更迭，而这条河也
因为他的姓，有了一个美丽的名字——
伊河。春秋战国诸侯的混战，让箭响马
到、英勇善战的陆浑戎，从千里之外的敦
煌驰骋到伊水腹地。在这里，他们阻挡

住楚庄王“问鼎中原”的步伐，最终融入
中华大家族，成就了一个美丽湖泊的名
字——陆浑湖。一直深信山水风物富含
哲理的邵雍，游历洛阳之后，深信“水抱
有情为吉”，选择伊河岸边而眠；“先天下
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范仲淹选
择在崇山之阳、伊水之滨而葬；晚年的白
居易，每每在龙门看到八节滩的暴戾，心
中隐隐痛苦，选择永远守护着这片土地，
便在伊河龙门的香山终老，号“香山居
士”。洪流滚滚西来，经过金戈铁马的洗
礼，历史文化的冲刷，这条河变得更丰盈
而充沛。

在诗词的氤氲中，我走过那条河。透
过迷蒙的千古风尘，涂山女因思念大禹而
唱出的“候人兮猗”，极其简短，说白了只是
两个字：“等你。”“三涂雾雨”里弥漫着涂山
女等你不来、盼你不归的丝丝伤感。作为
中国第一首可以记载的情诗，成了爱情诗
之规格和气质的圭臬。伊水东岸的九皋

山，老子驾鹤而去，“鹤鸣于九皋，声闻于
天。”“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的名句被《诗
经》永久地传唱。晚年被贬的程颐想在洛
阳讲学，好友文彦博将自己伊阙的一座“别
墅”，连同“粮地十顷”送给了程颐，从此就
有了著名的程颐、程颢广授门徒的“两程故
里”。理学在这里发源，带着程门立雪、如
坐春风的故事从这里出发，顺着默默流淌
的伊河，奔向华夏。李白在这里送别好友，
吟出“忆昨鸣皋梦里还，手弄素月清潭间”；
杜甫在这里思念弟弟，唱出“即今千种恨，
惟共水东流”；白居易饱食闲坐，诵出“红粒
陆浑稻，白鳞伊水鲂”；李商隐归隐田园，郁
郁不得志，咏着“何日桑田俱变了，不教伊
水向东流”。河水浩浩东去，裹挟着诗词歌
赋，汇聚着道儒释，与洛河交汇，沉淀出古
老的文明。

走过这条春意微澜的河，走过这条历史
奔流的河，走过这条诗意流淌的河需要几分
钟，需要一生，一个世纪、一千年……10

郑州的时尚与古典

在党旗下

我家四世同堂，50多口人，共产党员
就有19人。有人开玩笑说，你家可以建立
一个党支部了。

父亲今年 90 岁，1953 年入党。尽管
父亲只上过扫盲班，文化程度不高，但入党
时的誓言就像家乡的太行山一样，高高地
耸立在他的心中，并用自己的一生坚守着
这颗初心。

1958 年，乡里修建水库，父亲吃住在
工地。那年他 30来岁，正血气方刚，干活
不惜力，不知道啥叫累，推车运土总是一溜
儿小跑，别人半天推 20 趟，他能推到 23
趟，别人小推车上放两个篓子，他能放到三
个；抬夯时，他能一连抬半个月不换人。就
这样，父亲和他的工友们用一秋一冬一春
的岁月，修成了一个集蓄水、抗旱、排涝、防
洪于一体的水库，60多年过去了，这座水
库仍在发挥着重要作用。

1993 年，村里新建小学教学楼时，由
于资金短缺，影响了工程进度，村党支部决

定在全村开展捐资活动。有着 40年党龄
的父亲第一个响应，带头捐款500元，这是
我们全家半年的生活费。之后他又动员我
们兄弟姐妹捐款。他说：“钱是身外之物，
生不带来，死不带走。盖学校是为子孙后
代着想的大事，咱家党员多，就应该发挥党
员的作用，都要积极捐款。”

1968年，18岁的哥哥穿上了绿军装，
走进了军营。临行的那天，父亲拉着哥哥
的手送到了村边，眼含着泪水，用长满老茧
的手拽了拽哥哥的新军装，又整理了一下
新军帽，然后对哥哥说：“到部队一定要听
组织的话，不要怕吃亏，不要怕受累，为咱
家争光。”

哥哥牢记父亲的嘱托，第二年就光荣
地加入了共产党。1984年 4月，老山、者阴
山“两山”对越自卫反击战打响，哥哥所在
的部队奉命要抽调若干名官兵参战，既是
党员又是干部的哥哥第一时间递交了请战
书，强烈要求奔赴前线参战。他的请求被

批准了，他和战友们奔赴南疆，踏上了炮火
连天、硝烟弥漫的战场。

哥哥为了不让父母和家人牵挂，他把
奔赴战场的消息封锁得严严实实，直到第
二年他立功的喜报邮寄到乡政府，乡村领
导敲锣打鼓送到我家时，我们全家人才知
道哥哥奔赴战场去保家卫国了。父亲用
颤抖的双手捧着哥哥的立功喜报，像是对
别人说，又像自言自语：“我儿子参战了？
立功了？我这个当爹的咋一点都不知
道？”

我是 1990 年入党的，已有 30多年的
党龄了。30多年来，入党时的铮铮誓言一
直牢记在心。

2016年 7月 19日，我县西部 8个乡镇
遭受 300年一遇的特大洪灾，农田冲毁房
屋倒塌，20多万人受灾。我的老家就在其
中，院子坍塌一个大的深坑，东屋两间房子
倒塌，86岁的父亲和九十高龄的母亲当时
都在老家居住。

19日夜我与父母联系，但电话一直打
不通，后来才知道洪灾造成通信、交通、电
力、饮水等全部瘫痪，尽管当时心里一直忐
忑不安，但我始终没有离开工作岗位，随时
准备奔赴抗洪救灾前线。根据县委安排，
我们单位援助我们乡清池村。这个村离我
老家只有3公里，但在十多天的工作中，我
只有一次利用吃中午饭的间隙回家看了一
下父母，后来就再也没有回过老家，一直和
大家冒着 40摄氏度的高温奋战在清淤现
场，直到任务完成，我才回家填埋那个大
坑、修理倒塌的房子。

2012 年，女儿在上大一时，给我打电
话说：“爸爸，我也想加入党组织。”我甚感
欣慰，高兴地说：“孩子，你的这个想法很
好，你要积极向组织靠拢，大胆地递交申
请，争取早日加入党组织。”如今女儿也有
8年的党龄了，在大学里她积极参加党组
织活动，在社会上积极参加青年志愿者活
动，多次受到表彰。10

我家三代党员的故事 □桑明庆 一

那年，我站在苏州河边赏水，那温润、饱满的清甘气息，
使我忘乎所以。畅想着有一天，郑州市区金水河清澈见底，
闲暇时光滨河观水就心满意足了。这个当年有着梦幻似的
随想，今天却成真了。

出老城区向东走，方圆百余平方千米的开阔新城，就是
郑东新区了。我从这条河岸走向那条河岸，与水亲近，在苏
州时那种惬意顿时洇润，看那河河牵手，感那水水连襟，不
同的是那一座座如彩虹似穹庐的桥梁，与苏州的古典拱桥
相比，显得既时尚又风流。

我沉醉在绿水和植物的怀抱中，尽情地享受人民创造
的这座城市，这个生命活体。看啊，那一幢幢造型别致的
高楼大厦，那一条条或半圆或圆圈形状的宽阔大道，以及
那如韵律似交响的高架快速路，怎不叫人激情满怀。多少
外地人到此惊叹，感叹郑州建筑的时尚，感叹郑州文化的
丰厚。是啊是啊！现在我就站在千玺广场，周围的楼房紧
紧地拥抱着我，这一圈又一圈四通八达的道路和耸入云端
的楼房，就是以成都三星堆出土的太阳神鸟金箔造型为基
础，塑造出了这环环相扣、独具特色的建筑风景。令人震
撼的是河南省艺术中心的建筑群，夸张地再现出古老乐器
的外观原形。那五个椭圆体的“金蛋”，是由河南出土的
6500年前古代乐器陶埙造型演变而来；两片翻卷上升的
艺术墙像黄河波涛翻卷的浪花，又像河南出土的 2500年
前古代管乐石排箫；中间晶莹剔透的装饰柱，是根据河南
出土的 8700年前中华第一笛——贾湖骨笛而设计的。河
南艺术中心整个建筑群体均取之于古代乐器的抽象造型，
使中原文化与现代建筑艺术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它让历
史走动起来，而且让我们感受到古代文化和现代文明交融
的气息，似乎在告诉我们，历史不会在一个地方停止，总是
鲜活走过来，见证现代，昭示未来。

二

身为郑州人，我时常感佩郑州的接纳和包容，在各种风
起潮涌的新时代，总是在传承中迅速创造或吸收时尚的新
生事物。古玩交流与字画推广风行起来，甚至走进人们的
日常生活。私企个体书店和茶艺馆应运而生。这些书店大
都建立在繁华的大型超市或人流如潮的娱乐休闲地带。与
以往书店不同的是，这些书店更加重视店面的布局和多功
能使用性，融喝咖啡饮茶于一体，让读者在读书的过程当
中，享受到舒适的休闲环境，温馨的个性化服务。我曾担心
这些书店在经济建设大潮中会昙花一现，它们却排山倒海
般呼啸着奔腾起来。书店分别与媒体人、作协以及文学院
联手，推出一场场精致的文化盛宴，一场场独具特色的读书
活动，让郑州的写书人和看书人风流起来。

茅盾文学奖获得者、河南省作协原主席李佩甫在读书
会上说，作家是生长出来的，不是培训出来的。一语激起雷
鸣般掌声，喜欢文字的郑州人情绪亢奋起来。

三

人们习惯地把中州大道称作新老城区的分界线。
由东经过金水立交桥向西，就是所谓的老城区了。和

新区相比，老城区的路面显然狭窄拥堵了点，生活小区的楼
房低矮了点。就在这“狭窄了点”“低矮了点”中，一座3400
年前的国际大都市，影响、奠定了今天郑州在中国的古城地
位、基础。

古城的城墙已经很破旧了。
这座绵延七公里长的“L”形城墙，就是商代仲丁王朝

都市的内城护城墙。
风吹。草动。
漫步城墙之上，脚步被蒿草牵扯着。尘土击打裤管儿，

似有马蹄疾风由远而近。这匹马应该是仲丁的坐骑。仲丁
狩猎或者巡城归来，马鞍上搭着猎物或者民众赠送的谷穗，
享受着先辈给予他的大树下的阴凉。

我站在齐腰深的蒿草里，蓝天白云下，都市村庄——白
庄，在秋色中安逸地依傍古老的城墙。白庄村向四周蔓延
二十五公里的地下，仲丁的都市以及繁华的市井生活，令人
产生丰富的联想。仲丁从太戊手中接过传承棒，在现在的
郑州市中心偏东南的一块丰水土地上，经营起了一个朝代
的风光。仲丁为什么看好郑州这块土地呢？难道说这里离
黄河更近？难道说站在这个位置更能看清嵩山的悬崖峭壁
以及风景名胜？或者是黄淮大平原物产丰富？不管怎样，
郑州的这块土地因仲丁入住，在二十一世纪初叶，挤进了中
国八大古都的行列，成为名副其实的历史文化名城。郑州
人因仲丁而古典起来，郑州市政府干脆把横穿古都城墙东
大街贯通东西的大道东段命名为商都路。

四

城墙，的确是破旧了。被秋风高高吹起的抓地草下面，
黄色的泥土已经被岁月风化成了灰黑色。

在这座破旧的仲丁时代的城墙上行走，我对当年城墙
内外的繁华街市肃然起敬，还对一个王朝的一路风光赞不
绝口。虽然仲丁在位仅仅十三年，但有商一族仲丁一段的
沿途风光是美好的。仅从内城城墙墙基最宽32米、地面上
残留最高约 5米左右的商都城墙来看，仲丁的国力不用怀
疑一定是雄厚的。如今，城墙虽然破旧了，但它的坚固却并
没有削弱，护城的功能虽然失去了，这个“老古董”的观赏性
却增加了。郑州市被补充进中国古都名录后，我们对商代
所能直观感受到的，就是这段仲丁时期商都的城墙。郑州
市政府把这段城墙当作宝贝，拿这段古典城墙出彩，把商朝
仲丁时代的表情，用来丰富、厚重中国“八大古都”，使郑州
在中国的版图上更加耀眼。

走出齐腰深的蒿草，站在白庄村城墙的豁口向西眺望，
城墙上长方形的木制栈道向铁路枢纽的郑州火车站方向伸
展，极目远眺，栈道在远方呈 45度角上扬，有游人顺坡而
下，如仲丁的勇士骑马扬鞭冲出城来……这个45度角上扬
的纯木质游览步行栈道，增加了游人对仲丁时代的无限遐
想。郑州市政府把郑州商城仲丁内城的城墙进行科学合理
的开发，除在南城墙东西两段的城墙上分别修筑观光木质
栈道外，还在商都遗址的地面上修建了主题公园。公园以

“玄鸟生商”为主题，通过玄鸟广场、商文化浮雕墙和考古名
家雕塑，展示商都文化。同时，通过具有商文化元素的标识
牌、垃圾箱以及抽象的商代青铜器纹饰符号石凳等来体现
厚重的商代历史文化，供游人休闲观光。

春天来了，大片大片的银杏树绽出柔嫩的叶子，冬青也
透出一层油绿，月季花更加妩媚妖娆了。穿行商都遗址公
园，我突然觉得，远古融入现代，像不远的黄河一样，纳百川
而奔腾不息。10

□孙勇

致月亮
□张东晓

在这明媚的春光里

我在湖心

凝视你

用我千千万万只眼睛

让深情回眸告诉记忆

你我相识在前生

结缘在今朝

我昂首以待你的清光

月光浮我于梦中

追随你的风采你的灿烂

用我千年积蓄的深情

化作人间最丰盈的晶亮

目逐你的飞扬

青春就是一首歌

我要把年华和飘逸唱与你听

用我拙笨的歌喉

用我真挚的歌声

洗去所有的烦恼

绽放心中的芬芳

啊

月亮

你是我的初衷

你是我的归宿

你是青春海洋的灯塔

你是黑夜闪亮的梦想

油菜花开了（外一首）

□孔祥敬

你是春天

最耐心等待

出场的花仙子

绿油油

亮闪闪

金灿灿

大地长高了的微笑

从外婆家的岗坡

绽放到母亲开垦的菜园

一切妩媚

一切甜美

一切芬芳

插上雨燕的翅膀

斜飞入久违故乡

铺就照耀天地的振兴梦想

清明雨

思情

刚刚走出

江南的雨巷

又跟随清明的脚步徜徉

冲走了枯叶

催促岸柳吐出新芽

洒向生养我的村庄

绵绵春雨

春雨绵绵

挥一挥手把它撒向草尖

落下的

却是晶莹的希望

紫荆花（外二首）

□阿娉

如果我说爱你

风一定知道

雨一定知道

紫荆一定知道

弯曲的林间小路一定知道

骨髓一定知道

爱到深处

才能骨头上开花

才能穿着一双红靴子

在灵魂里行走

春风

公园是神秘的爆米花锅炉

春风就是那一脚

砰——

爆出了五颜六色的花朵

鹅掌楸

春风给你披上马褂

你星夜启程

举着黄色的灯盏

马不停蹄

被大地紧紧抱住

心里的话在花儿站过的地方

结成一个个实实在在的核

岁月早已被一丛丛绣线菊封锁

白色的花朵

如一场雪

在你我的心头

春天如此短暂

我只看到半张脸

和你一路追赶的烟尘10

谁 布 红 霞 ？ 绚 丽 妍 妆 天 下 。

让潘安、风情偃亚。春来红透，绿

荫荫三夏。紫荆花纵情挥洒。

阳光雨露，盛世更添风雅。看

农民、只依麦稼？花间闲步，弄田

园如画。畅今生一如神话。

注：鄢陵是“中国花木第一
县”，新培育“四季春 1号”紫荆树
花叶果俱美，四季有景。

晋潘安为河阳令时，让全县遍
种桃花，人称“河阳一县花”。10

卖花声·鄢陵紫荆
□摄影/一苇 词/大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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