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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建中

倘若沿碎青石片垒就的
小径缘山势而进，拐过一丛
丛石林，临河沿，越过几处石
罅，路便沿着河岸绝崖盘绕
而下。脚底涛击崖壁，头上
巨石悬顶，侧过几杵石柱之
后，路便渐渐宽展了起来，准
格尔大峡谷也才慢慢展露开
来。缘一状如馒头的石丘绕
行一段，转过一处石屋豁然
开朗。却以为步入山河的迷
宫，山道时断时没，时隐时
现，或失于断岩之下，或跌落
于巨石之中，或忽陡于峭壁
之上，或臣于顽石之间，或侧
于石腰之胯，或钻于石隙之
中，或穿一段石巷，过崖时，
水落颈窝，顿增寒意。正不
知去向，几级台阶又迂回至
峭壁之下，上有人过，其面清
晰可辨，其声清晰可闻，若想
拉一拉手，却没那么容易，脚
下隔几丈宽的沟壑，壑下水
声汩汩，却不见水影踪迹。
若是熟人，邀你同行，你若等
候，约两袋烟工夫，才见其蹶
腚杵首正攀越一处石壁，这
时你不妨再说上几句话，待
他下了石壁，再寻其踪影时，
早已沓无迹象，而待他再过
石阶逆向于你时，你才知道
他还没走了一半，到你这里，
还需一袋烟工夫。却原来这
路就在峰石间盘旋迂回、沉
落盘折，这正应了老乡一句
话：说话话容易，拉手手难。
正巧对面过来一女子，水色
极好，肤若凝脂，衣着粗布，
头罩花巾，乌丝束于脑后，面
若桃花，见了生人，早早便垂
了眼睫，让于路边，待你过去，
方才前行。若是问了，必腼腆
而答，红了粉面，以手掩口，含
笑而视，促了足，款款而去。
这里是准格尔大峡谷的核心
地段，一个三面被黄河水环绕
的地方，形同半岛——豹子
塔。不禁让人感慨，觉这山
野孤岛之上，竟有如此山水
佳人，真是不虚此行。于是，
擞了精神，正待上路，却见友
人才气喘吁吁赶来，一头水
汗。结伴而行，却也省了气
力，过脊越岩时，相帮而过；
临渊视流时，则结手而行。
累了便入老乡家讨水喝，让
于屋内，待为上客。本地水
涩，主家便搁了红糖搅匀，双
手敬到手上，直说没啥好招
待，临了，款你一碗红枣。岛
上石岩脊土之上多枣树，家
家都有一手醉枣的绝活。若
是冬季，满岛醉枣香，不饮自
醉。过了青峰岩，才知行了
半天，仅游了半岛，这时，山
势渐落，黄河的波涛于石林
间忽隐忽现，涛声亦隐隐约
约，似闻非闻，一声鸡啼，满
岛回鸣。

一只山羊缀了铃铛，叮叮
当当迎面而至，见是生人，刹
那间竟犹疑一下，清越之声
戛然而止；然后一跃，越上一
石岩，看时，石岩竟有一米高
余，不觉一惊。山羊却望了
你，待你过去，山羊才跃下山
岩，复前行。叮叮当当之声
不绝于耳，令你大惊。这时，
一头黑驴驮了一顶草帽渐
近，让开道时，才见黑驴身上
的草帽下驮了一罐饭，黑驴
的颈下系了一串铃铛，眼上
蒙了黑布，款款而过，铃声袅
袅。回头正看时，却听岩下
有孩音细细的嗓音唱歌——
尿床歌。不觉笑了。慢慢有
颗头颅冒出岩，见是生人，戛
然而止，看着生人，不动。头
发呈马鬃样只蜷伏于脑后一
撮，通身大人衣衫，脚下一双
手工鞋，轮胎底，纳帮，看上
去极结实，俗称踏破石。知
是少年母亲手艺。问了说是
去送饭。问怎么不唱了，说
是瞎唱，吓蛇的！知有蛇，我
们皆吃惊，少年却笑了，说不
咬生人。问何故，答曰，气味
不同。问羊、驴颈下的铃铛
也是吓蛇的。答曰不是。听
着铛不哨（不孤独）。不禁面
面相觑，问驴蒙了眼不怕跌
于崖下，孩笑曰，睁眼不敢走
道，兽医说恐高症。众皆捧
腹大笑，便到了村里。

村子不大，八九户人家，
家家石板垒墙，黄泥覆顶。见
有生人，大人小孩皆立于门前
窗下，都极热情。均邀至家中
做客，枣摆满了桌子。看时皆
不一样，便捏了一颗黑色枣

问，小孩子们都扭头，看着大
人笑了，说熏枣，连这都不知
道，满脸的不屑。又捏一颗干
枣，又问，孩子们一齐大笑，相
互望了，说干枣。干脆指着桌
上的其他枣，一一道出了名
称。孩子们争先恐后数出一
大串，笑着，大人们亦开了颜，
蹲在锅台角，掏了烟袋装烟，
吸完一锅后，磕掉，复又装
上。我们要过，吸了一口，咳
出两眼泪。主人说，塔上土
硬，烟也硬，不比你们那烟，
水！吃过饭，和岛上的孩子们
熟了，孩子们问我们姓什么。
说，姓吴，孩子们和大人们一
齐笑了。说就是姓没有，他姓
没有。又一齐笑起来。我们
也笑了。笑过，大人们说孩子
们没礼貌，挥手驱散。岛上一
派寂静，似有水声，侧了耳细
听时又没有，倒是有孩子们的
笑闹声从岩壁后传来，又传得
极远。似乎在崖壁上撞了一
下，复又返回，混混沌沌，但转
而又消失得无影无踪。温暧
而宽阔的阳光干净明亮地照
在石屋上，一片暖暖的黄色。
一声鸡啼，满岛鸡和，数声犬
吠，半岛炊烟。

黄昏时，几只狗从我们面
前跑过，竟冲我们摇着尾巴，
放慢了脚步，待离我们远去，
便箭一般向河边射去。风吹
拂着金色的长毛，热烈得像火
一样。夕阳西下，岛上的农人
们收工回家，扛锄勾锹的剪影
于炊烟中沉入暮色，鸡鸣、狗
吠、驴哞，黄河的涛声渐渐涨
了上来。屋子里亮起了油灯，
水声也渐渐弥漫了过来，小孩
子们在石板路上走过时，将仅
有的一点亮色踏入石中。谁
家唤孩子的声音响过后，涛声
水汽终于将我们裹在夜色
中。这时，油灯都亮起来。鸡
归笼，羊归圈，鸟归巢，岛上无
风，茅草不动，夜色如水，正慢
慢洇开。孩子们坐在被水打
湿的台阶上，默默吃饭，台阶
看上去很黑。狗就伏在阶下，
一动不动。全家人谁也不说
话，岛上没有点声息。对岸偶
尔一点灯火，忽隐忽现，起伏
沉落，夜行人浑浊的山曲声便
于涛声中分离出来，格外地真
切。渐渐对岸的灯火稠了起
来，听取蛙声一片。主人给我
们端来饭菜：玉米一盆，青豆
一盆，面圪瘩一盆，咸菜一碟，
数种，蒸葫芦一盘，煮土豆一
盆，佐料一海碗，酒一瓶，胃口
大开。吃过，要付账，主人坚
拒，送上凉绿豆汤、枣干、杏
干、果干、葵花等一笸箩，置于
炕桌上，众人围了，说长道短，
闲话古今。

岛上熄灯后，除了涛声，
便什么也听不见了。这时，
兔子、刺猬、獾子会大胆地闯
进院子里来，不小心就撞上
了你的脚背，倏然而遁。獾
子白色的影子一闪，犹如一
道白光，将夜色划开道口子，
仿佛獾子就从这口子里消失
了，之后便悄无声息。这时
连涛声也混沌成一片，只一
声声地响着，岛上便起了雾，
一堆堆地推过来，浓重而有
棱角，什么也看不见了，顿觉
面上细雨潇潇，湿了头发。
回了屋，点上油灯时，窗玻璃
上的水珠斑驳成一片，迅速
滑落。窗上半弯青月，一地
银白。屋外涛声阵阵，添了
倦意，沉沉睡去，一夜酣梦。
晨起时，却了无痕迹，遍寻不
见，直悔睡得沉了些，于是便
辞别主人。

出村口时，孩子们正玩一
种游戏——砸缸。所谓“缸”
就是一块长方形的天然石
块。先将一块置于地，于三四
十步外，以另一块石击之。击
中者获胜。然后单腿跳跃，取
其果实。累多者最终获胜，众
孩子抬于肩头，周游数圈，以
示荣誉。同伴大呼：这是击壤
歌。于是诵《击壤歌》：

日出而作，
日入而息。
凿井而饮，
耕田而食。
帝力于我何有哉！

问孩子们知道《击壤歌》
吗。孩子们皆摇头。我爷爷
就这么玩了。一哄而散。同
伴说：古时的壤，就是儿童玩
具，以木做成，前宽后窄，长一
尺多，形如芒鞋。玩时，先将
一壤置于地，然后在远处，以

另一壤击之，中者为胜。我
说，这里的孩子们还玩一种

“跳方”的游戏，就是跳房子，
以九宫格为图形，模仿“禹
步”，跨格象征着翻山越岭，最
终征服天下。在方圆数百里
是极为普及的儿童游戏。众
皆感慨。

舍舟登岸，便是一地的石
头，老牛湾是也。同伴曰：都
是历史的碎片，文明的碎片。
顺手拾一块，窝了一石阳光，
顿觉暖意。抬头，城堞耸立于
前。而烽燧延绵，一天辽阔，
迤逦远去。排开棘荆，乱石阶
突兀，一河碧水豁然开朗。沿
石阶越岩攀援，护河楼已然近
前。看时，一楼砖石，兀立于
孤崖，脚下则壁立如刃，碧水
澄舟，只几个女子戏水，红兜
肚，粉脚丫，撩水而浴，笑声如
银，幻作一潭霖霖春水。胴体
秀水，一臂击水如瀑，于柔软
的腰际泻落，只觉眼前似曾相
识，才知是大师笔下的画面。
几个女子听得异声，倏然遁入
水中，一湾碧水浸散一头乌
发，漾开来，却见水中娇鲤一
样穿行，顿生妩媚。遂快步离
去，暑意顿消。侧过一段巨石
悬顶之陌，阔出一面平石，光
滑鉴人。两三老者盘坐其上，
一杆长烟袋，口中祥云袅袅。
片石垒就的屋舍，层层叠叠，
依城墙错落，成了背景。其树
皆瘦，而茎杆枝柯朗俊，一树
嫩叶，新瑞掩紫。老人始开
口，问询我等来历，顺手推过
一壶茶，又递过几只碗。一银
顶无余的老者曰，今儿早上觉
得贵人到，果然就到。手纳
鞋底的老妇曰，可把你神的，
赛过个诸葛亮。一捻手中线
捻子，旋转成一捧雪，老妇只
慈了眉，并未再言。旁边石
上，有孩婴儿，小鸡鸡厥起
来，一线尿泻落，一脸灿笑，
如新月才开，一撮马鬓抵石
而蹭，其左一红木碗，半个窝
窝团在里面。说过一阵话，
略知村里诸事，细问缘由时，
老者曰，你要听古？我们的
破老汉能讲三天六黑夜，不
说过水话。嘿，看那鳖倒缘
将来了。回头，见岩下冒出
一人，我等大吃一惊。老人
背上负了两只大木桶，随了
走动攀悬壁、援窄岩，晶亮的
水花飞溅出来，如珍珠一样
在老人肩上摔碎，撒点点青
湿，圆于石上，青烟一缕，咝
咝之声清晰在耳。老人却如
履平地。同伴忙去接应，堂
堂五尺健男，竟被水桶折弯
了腰，踉跄举步。老人们都
笑了。说后生家没吃过个
苦，不知深浅。“逞能了，不能
少背点，不想活了！”捻线老
妇慈了眉，怨背水的老者。
背水的老者脑门晶亮，印堂
呈紫，甩落一帘汗，斜了一下
肩，桶就轻轻落了地，仿佛只
二两。老者答：天不收，罪没
受够！同伴问老者，这桶水
有多少？答曰：七十斤。同
伴试了试，怕不止。于是量
桶，只比一米七五有余的同
伴矮了几许。老者曰：后生
家，这桶怕比你的娘老子还
要大。问了，答曰民国十四
年，从太原打的。不禁咋舌，
搂了搂，倒是入怀而抱，却并
不能轻易将其撼动。便请老
人讲古。老牛湾堡于明成化
三年，由守将王玺筑墙修建，
九年由兵备卢发竹扩建。堡
东西二百余米，南北长三百
余米。墙高十米，四角设有
炮台，城墙用大石条砌筑，设
有大墙，垛口。并筑瓮城。
门迎旭日初升之向，堡内十
字街，青石板铺路，为历代兵
家必争之地。清时设有防守
一员，兵丁一百五十人。营
呈城形，每营分两上两层，属
偏头关总营管辖。有明以
来，曾设九边十三镇，老牛湾
堡属最前沿地带，以沟为险，
据守一边。山西总兵统领下
的将帅曾几度镇守，亲统战
事政务，并负责商务。堡周
围台堡、云堡、烽燧相望，气
象森严。看时，眼里只一片
混沌天地。如此宇宙，大音
希声，我辈便不敢喧哗，于是
生怕惊扰了古人，只怀一心
敬慕，无言以为之。

黄河禹迹：中国人开天辟地的山河寓言（下）

□丰慧

春风很长，长到越出春天的长度。院落
很小，小到已装不下春风的轮廓和暖。

这满院落的时光，正倚在春风的怀里更
新，被更新的时光，都在抽出嫩嫩的新芽。

听，勾机与铲车的响声，响彻村落。响
声在与清晨碰撞、交织。交织出美好的愿
望，在树梢头颤动。

看，破旧的房屋，已被推倒、铲平，闪着
光亮新基石在院落堆起。

阳光与基石交融着光芒，暖心的故事被
砖堆起，被岁月铭记。

红墙、蓝瓦高过希望，春风缠绕着欢喜
跃出日子。

院落里，多了牛儿和羊儿。咩咩的叫
声，悸动着房屋和晚霞。

晚霞把红艳艳的绸带，披在羊儿和牛儿
的背上，希望的节拍声，在它们蹄下响起。

春风又吹，喜悦在村落的眉间堆叠，在
新的路口止步，被月光镀上银色。

新村的乐章潜伏在夜色里，向黎明的途
中展现章节，黎明的新门被一阵笑声推开。

霞光洒满村庄

霞光最先拥起的是村落，之后拥起村里

的土路，和路旁贫困人家。
被霞光沐浴的人家有了生气，贫困户的

户主们，舒展开眉头，向过往的人群激动地
诉说暖心的故事。

故事的细节，是霞光沿着弯路绕便村落
和田野。坚实的脚印，伴着春风踏遍村路与
院落。

时光的镜头里，拍下每一细节变化的过
程。

那日日垒高的房墙、宽敞明亮的牛舍、
依偎在牛妈妈身旁的小牛犊、以及被霞光抚
摸的新水泥路，都被时光展现着。

回眸时，村落里的新房已高过楼宇，田
野青芽，已盖过旧年的春色。

霞光按耐不住内心的喜悦，兴奋地亲吻
着，院落里开满花蕾的李子树，被吻落花朵
的枝头，已露出小小的青果。

后来，新时光就注满村子，注满宽阔的
水泥路。院落、牛舍、果园，都流动着幸福与
笑声。

霞光在果园外止住脚步，屏住呼吸，听，
摘果子少女们甜美的歌声。

院落（外一章）

□乌吉斯古冷

这大概是一年之中看见看不见的365
轮月亮中最大最白最亮的一个了。从我家
左上方高层楼群中躲躲闪闪露出清灵的芳
容时，其实已经升得很高了，让我差一点错
过“天上一轮才捧出，人间万姓仰头看”的黄
金时段。坐在阳台上观赏，月亮所处的位置
与我家所在的角度很是相宜，感觉距离也近
了不少。

中秋赏月，我喜欢佐以薄酒。当我端起
酒杯时，月亮早把体积魔幻般缩成微型，像
是淘气的小精灵，从千丈高处悄无声息地跳
入杯子里，竟不见一丝水花。我轻轻饮一
口，泡了月亮的酒，仿佛多了一点凉丝丝甜
津津的味道。

回想孩提时代的此时，我家住大北方一
个小村，宅院幽静，轻风戏云，月驻中天。那
年代，咱村里人赏月，与现在城市人大不同，
我们小孩子来回跑着跳着回头望月。院子
那头，哥哥带领妹妹们高声喊“月亮爷在这
头呢！”院子这头姐姐带领弟弟尖声嚷：“月
亮爷在这头呢！”我们跑到哪里，月亮就高高
地跟随到哪里。坐在门口的父母就乐呵呵
地说“这头那头就一个月亮爷！”。中秋之
夜，没有比一家人在一起赏月更温馨的事
了。可惜那时，我们年小不更事，都没在
乎。如今回眸，好想重回到那个时候。如果
有可能从头再来一回，我一定牢牢握在掌心
不放。

此刻坐在阳台上，我异想天开，真想问

一问哈勃太空望远镜，你能看见我孩提时的
“回头望月”吗？

一年一个中秋，几十个中秋飞一般旋转
过去。这轮月亮，曾经照过我的父母，父母
却见不到了这轮月亮。月亮依旧那样亮，光
线没有减暗，也没有增强，保持亘古不变的
度数。月亮依旧那样白，云擦、雨洗、风吹，
总那样干净，一尘不染。年年岁岁，岁岁年
年，月亮不远去，也不靠近，移动在一定距
离。哪怕你背井离乡千里万里之遥，依旧从
你左前方升起。我望着望着，冥冥之中耳畔
想起几十年前父母的那句话：“这头那头就
一个月亮爷！”

再端起酒杯，倏地杯里掉入一滴热泪，
一个短暂的水花荡漾之后，涟漪平静，酒和
泪融合一体。饮一口，那味道似乎与先前的
又不一样了，微微有点苦，稍稍有点咸，心头
涌出长长的心酸。抬起头来，月亮模糊了，
仿佛浮动在浓浓淡淡的雾中。

几十年后与几十年前一样，月亮不紧不
慢地沿着一条线路独行天界，无声无息地乘
风穿云滑行，让水一样的柔光洒满万里河
山。

隐隐绰绰中，我没有望见槐树白兔，却
看见了旧时的故乡和父母的面容，原来父母
和月亮在一起呢……

回头望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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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钦波

路基

一层层铺垫
一层层夯实
当身姿跃出地面
便拥有了
托举天地的力量

铁路线

厂区中间的空地
空了十年
十年种花
十年等你
当你伸展进来腰肢
所有的付出
都成了美丽故事
一声声汽笛陶醉着你

一座桥

基础还未打牢
山洪便不期而至
一次比一次凶狠
冲击 冲击
在肆虐的场景里
人们能给予的
只能是一声声叹息
现在 人们承认
当时都小瞧了你
原来
洪水的拍打是严厉的赠予
挫折是最好的磨砺
今天
你飞架而起
钢筋铁骨 顶天立地
风狂雨骤冰雪山洪
所有
想征服你的势力
在你高昂的头颅下
悄无声息

翻车机

巨臂轻摇
给两个车皮巨大的拥抱
120吨的黑金倾泄如注
谈笑间 几十人半天的工作量
用100秒完成
到了这里
才明白了什么是
不费吹灰之力
什么是
易如反掌

也只有到了这里
才感觉到了阜丰今天的不一样
国之重器
又为你插上了腾飞的翅膀

集装箱

早晨我来到刚刚建起来的集装箱货场
一片的花花绿绿
开满了整个站台
两台橘黄色的航吊有序地走行吊装
在车来车往的另一边
一道铁轨通向远方

我仿佛看到，它们一个个正在海风中
昼夜不息 穿行在五大洲
今天它们在这里集合 只不过是一次小憩
接着就会奔向下一个远方

我突然感觉
原来我们与世界如此之近
抚摸着箱体
像是贴着了整个世界
一个国际化大企业的气象
就在这里蕴藏

停车场上的车

停车场上的车
各式各样
有的崭新
车身还氤氲着小媳妇一样的馨香
有的已经有了岁月的模样
仿佛一位中年的工人
把阜丰的时光集结在自己的身上

这一大片
数也数不清
像天上落下来的云
闪亮

我知道
他们不止
在一个地方驻足
但他们更喜欢
把自己在这里停放

这里是阜丰
只有把自己放在这里
心里才踏实
日子才会过得有滋有味

阜丰六首

黄河禹迹 陈文俊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