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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永波

爷爷读的书，儿童时的我一本
也读不懂。

每每打开都有密集恐惧症，欲
破坏之而后快。竖排的宋体字豌豆
大小，瞪着眼睛与我对视。大字下
面是竖着两排挤在一起的“小豌
豆”，倒是那些红色的“句窦”鲜艳醒
目，令人精神一振。翻来翻去，从扉
页 到 书 尾 ，大 体 相 同 。“ 子 曰 子
曰”——我读作“子日”，刚要问爷爷
这两个字为何频频出现，爷爷已经
趿着百衲布鞋背着手出门了。读不
懂，爷爷又不肯讲授，就暗生恨意。
有一次，拿着爷爷干瘪的狼毫笔大
马金刀地在一本书里面画下了乱七
八糟的符号。若干时日后，爷爷蒙
着头本来睡得好好的，却忽然坐起
来，对着屁股刚着炕席的我大嚷大
叫，“朽木不可雕也……”爷爷不像
邻居刘大娘一般大骂村语粗话，但
我知道，这样的“之乎者也”已是他
极发怒的样子了。

在我的印象中，爷爷读的书目
不多，与划损的那本相似的、土黄色
纸张的线装书也不过二十几本，书
名大体就是《孔子》《孟子》《大学》
《中庸》等。从我记事起，就见他翻
来覆去地读，能从里面读出“金子”
吗？书中自有黄金屋？那是我十五
岁以前的疑问。

爷爷走了，什么都没带走，连他
读了一辈子的书也没带走。

我忽然想起那些书。它们在哪
儿？我有些轻微的悔意。

这些雍容中正的宋体“大豌
豆”都说了些什么？爷爷绝不是
什么都没带走，他把书里藏着的

“黄金”带走了。爷爷是不情愿带
走的，他想把这些资产留下来，但
是又怕站在高楼下的子孙们难以
接住。一有悔意，我就想哭，一想
哭，鼻腔里就溢满鼻涕，眼角里就
糊上泪水。

我终于得到了这些书，包括被
我划损的那本《孟子》。在一个下雨
的清晨，我给《四书五经》撑着伞，不
料却被自己的泪水洇湿了书籍。爷
爷的魂灵就在洇湿的“大豌豆”上撑
起了一个又一个形状……

“ 人 不 知 而 不 愠 ，不 亦 君 子
乎”。爷爷就坐在这排字上，叼着一
支手卷旱烟，喷出浓厚的土烟香味
儿。他教训长子也就是当小学教师
的我的父亲：不要点火就着，耳根子
长在自个脑袋上，你让它硬它就硬，
你让软它就软。

没过三天，父亲搬到村小学教
学点，三间摇摇欲坠的夯土教学用

房，二十张旋转木马一样的桌凳，一
只瘪瘪的铁皮水桶和一只掉把儿茶
碗，一干就是十三年。父亲从没埋
怨过小学校长，而是埋怨自己没听
老人的话。父亲说，你爷爷说的话
你也要记牢，与人为善啊。三叔在
一次酒酣耳热之际，与人发生口角，
抡起茶碗砸在对方额角上，那人血
涌出来，在地上翻滚。三叔后悔莫
及，跪在爷爷的墓前涕泗横流。墓
里的爷爷没有埋怨三叔，爷爷在埋
怨自己啊，生前不该引用晦涩的文
言文试图说服孩子们。

“克己复礼为仁”，爷爷盯着这
排字。长子的名字有了，克复！喝
了一盅酒。“克明峻德”，爷爷盯着这
排字。二儿子的名字有了，克明！
又喝了一盅酒。

在那个年代，老三、老四出生那
天，爷爷把书捆了个结结实实，生怕
这些书惹出生非，胡乱起了个克学、
克军听着也很响亮。

“大道至简”“治天下若烹小
鲜”，爷爷摇头晃脑地说道。婶子认
为爷爷识字多、学问大，可以解开她
心中的谜团，听了爷爷的这两句文
言文，却怒不可遏，说道：“这是啥扯
犊子话？”以为爷爷在拿怪话取笑于
她。

太奶奶的问题说简单也简单，
“你说共产党咋就这有能耐呢，让老
百姓吃饱饭，过上安稳的日子。”太
奶奶心满意足地走了。

爷爷也不停地追寻着答案。把
“春雷牌”收音机的音量调到最高，
收听《新闻联播》：

“教育要改革了，民办教师要转
正了！”父亲听了，很高兴！

“二铵供不应求了！”二叔三叔
听了很高兴！

“老党员老教师要涨工资了！”
爷爷奶奶父亲叔叔都很高兴！

那时候，爷爷的书是最空虚落
寞的了，那里面似乎找不到新问题
的新答案。

雨，还下着……
爷爷留下的书里霉菌在滋长。
我对路人讲爷爷书里的一些

事。
他们异样的热情令我颓唐，关

于财富的消息甚嚣尘上，而关于书
和文字的言论却毫无吸引力，那些

“大豌豆”快要被霉菌淹没了。
我几乎要抛弃那些书了。
书贩子嗅到了霉菌的味道，他

们提着袋子拥进家门，袋子里的“金
币”叮咚叮咚地作响。太阳耀斑要
穿透裹着书的红布，辐射那些“大豌
豆”。

如果，我心里不存着那个疑问

——书中自有黄金屋吗？那些书，
就一定不会安存在我的书房里。

在交易的前一分钟，如果我不
打开包裹，交易就成了，我感觉捆着
的那些“大豌豆”已开始散发萎缩的
色彩了。

我不但打开了，还翻开了。
我一眼就看见爷爷坐在那里，

端着书，抽着烟，喝着茶。
我刚要移开，那些雍容中正的

宋体“大豌豆”立刻又抓住我。我被
诱惑了，按捺不住要钻进去的心
思。这是探险心理。幽深的天洞发
出了邀请，站在洞口的人被磁铁一
样的巨大力量吸引。

我有些明白了，儿童时对这些
书的恐惧和恨意，分明就是潜意识
中对“诱惑”的接近方式。爷爷知道
这一切，他预料到我会接近，欲擒故
纵，欲言又止，欲盖弥彰。

雨，越下越大，我在爷爷布下的
埋伏中越陷越深。我带着“书中自
有黄金屋”的疑问郑重地读爷爷留
下的书。

“子曰子曰”。子，是孔子；曰，
是说，孔子说。

孔子有弟子三千，贤人七十
二。子曰：“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
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
其乐。贤哉回也。”

“省”，读“醒”音。曾子曰：
“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
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
乎？”曾子的妻子对小儿子说了句
戏言：“汝还，顾反为女杀彘”，别
在我后面哭哭唧唧，等我从集市回
来杀猪解馋。妻子回来，曾子磨刀
霍霍，杀了家里的肥猪，践行诚信
之道。我见有些人，“起朱楼，宴
宾客，楼塌了”，折腾来折腾去，
竟败在一个“信”上。

“我善养吾浩然之气。”
“子不语怪力乱神。”
“不知生，安知死。”
……
怎么不说“黄金”的事呢？难

道这些道理真的比金银还贵重吗？
怪不得爷爷一辈子都在读这些书，
他一生都在试图剥开书中的谜团，
像解多元多次方程一样，一层又一
层，却无法达到终极。我懂爷爷的
心了，自己却欲罢不能，在爷爷的
指挥下，拨弄着车上的轩轾，在雨
中前进。

书香浸润了成长岁月

□林子

黄河所到之处，不仅滋养了一
方水土，养育了一方人，更留下了无
数的故事，无数的传奇。

从青藏高原而来的黄河，进入
甘肃之后自西向东蜿蜒奔腾。滔滔
河水在峡谷盆地之间劈山斩谷，一
路向前。黄河流经甘肃 913公里，
经过了八盘峡、柴家峡、桑园峡、乌
金峡等众多峡谷。黄河的诞生、发
育过程，就是不断挣脱束缚、斩关夺
隘、滚滚向前的过程。

黄河从兰州穿流而过，洗濯与
滋润了这座古城，散发着“得山独
厚，得水独秀”的魅力。且因黄河对
兰州气候的调适，兰州变得冬无严
寒，夏无酷暑。

有了黄河的馈赠，兰州黄河之
滨的美，自古已是芳容初露。唐代
著名诗人岑参《题金城临河驿楼》：

“古戍依重险，高楼见五凉。山根盘
驿道，河水浸城墙。”唐代著名诗人
高适《金城北楼》：“北楼西望满晴
空，积水连山胜画中。湍上急流声
若箭，城头残月势如弓。”

2021年 6月16日，我们对兰州
进行了考察。几个故事像兰州人的
集体记忆，给我们留下了抹不去的
印象。

兰州，自古是河西走廊的门户，
是沟通中原与西域的险津要冲，位
于大河中流。在黄河上修建坚固永
久的桥梁，是统驭西北、发展经济、
畅通商贸等的需求，也是民族融合、
文化交流的期待。清光绪初年，陕
甘总督左宗棠率部收复新疆，为便
于军需运输，率先提出在兰州黄河
上架设桥梁，但终因洋商索价过高
而作罢。

清末新政兴起，鼓励使用外国
新技术兴办实业。为彻底解决黄河
阻隔兰州南北交通问题，地方官员
再兴建桥动议，最终促成了铁桥的
建设。清光绪三十三年（公元1907

年）大桥开工，清宣统元年（公元
1909年），黄河铁桥竣工通行。桥长
233.33米，宽7.5米，花费白银30余
万两。铁桥由美国桥梁公司设计，
德国公司承建，中国工匠施工。钢
铁、水泥、铆钉等建筑材料均由德国
生产，运抵天津口岸后，再用马车、
牛车、人抬肩扛运到兰州。这是黄
河干流上第一座公路铁桥，曾被命
名为“天下第一桥”。后来为了纪念
孙中山先生，改名为“中山桥”。

如今，黄河铁桥为全国重点文
物保护单位，入选中国工业遗产保
护名录，是兰州的一个历史文化标
志。

水车，是这座城市的另一个文
化符号。

兰州水车博览园讲解员向我们
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明代，兰州
人段续考中进士后，曾宦游南方数
省，对湖广地区木制筒车产生了浓
厚的兴趣，并详细了解其构造原理
并绘制成图样。晚年解甲归田，回
到兰州。为了让家乡人更好地利用
黄河之水，浇灌农田，发展农业，
他致力于水车的仿制。虽经多次失
败，终于在清嘉靖三十五年（公元
1556年）获得成功。于是，黄河两
岸百姓纷纷效仿，借助水车把黄河
水提入渠首，用黄河水浇灌农田。
这一生产工具的改进，大大提高了
黄河水的利用率，推动了当地农业
的发展，使兰州地区成了“水车之
城”。

现在，水车早已退出了历史舞
台，但人们没有忘记段续，没有忘记
水车，用大小不一、各种各样的水车
模型讲述着黄河岸边水车的故事，
展示着黄河沿岸的田园风光，也为
人们堤供了一个体验、休闲、观光的
好去处。让人们感受农耕时代的乡
间田园风情，记得黄河哺育了世世
代代沿岸人民，使之成为人们想兹
念兹的历史文化记忆。

兰州羊皮筏子，旧称“革船”，俗
名“排子”，是历史上黄河沿岸民间

传承下来的一种古老摆渡工具，也
是一种古老的水上运输工具，用羊
皮做成。它通常由十几个鼓鼓的山
羊皮囊捆扎组成。筏子有大有小，
最大的羊皮筏子由600多个羊皮囊
捆扎而成，用于河道运输。

羊皮筏子是古老的。据《后汉
书》记载，汉代护羌校尉在青海贵德
领兵渡黄河时“缝革囊为船”。《宋
史》记载“以羊皮为囊，吹气实之浮
于水”。可见，自汉唐以来，上自青
海，下至山东，黄河沿岸使用皮筏，
经久不衰。“九曲黄河十八弯，筏
子起身闯河关”“吹牛皮，过黄河”
的俗语流传至今。在兰州一带，清
光绪年间已普遍使用羊皮筏子，算
来已有300多年历史。

羊皮筏子主要用于青海、兰州
至包头之间的长途水上贩运，大的
筏子可载重20吨至30吨，顺水可日
行 200多里。直到铁路开通，羊皮
筏子运输才很少见到。

羊皮筏子是黄河文化的组成
部分，是古代劳动人民经验智慧
的结晶。如今，羊皮筏子作为传
统文化已被传承下来，乘坐羊皮
筏子在黄河上旅游观光，已成为
兰州文化旅游的一大亮点。我们
走在兰州滨河路上，偶尔能看到
羊皮筏子在黄河上悠闲漂荡。远
远望去，犹如一叶扁舟，人筏一
体，颠簸前行，有惊无险。它已
成为兰州历史文化遗产，也是人
们对黄河记忆的符号。

岁月沧桑，金城关垣，浮船古
渡，茶马互市，已淹没在历史的烟云
中。诗意中的兰州，远处五泉山、白
塔山树儿展绿，近处黄河岸边花儿
凝成一片。

积水连山胜画中
——黄河纪行③

□丁宇

庄稼在望眼欲穿中
熟透成母亲虔诚的守望
沾满汗水的衣襟
成为思念中魂牵梦绕的味道

月亮在炊烟袅袅升腾中
挂在村头的老槐树上
温柔的洁白月色
剔透老槐树下斑斑驳驳的记忆

纷纷逃遁的蝉鸣和蛙声
总也守不住最后的气场
母亲久违的笑容
在蓝色的水域漾起甜甜的涟漪

洁白月色

□凤华

耕耘在乡村校园，常常凝望这样
的景致：夕阳染红了大半个天空，几
只苍鹭临空翱翔，舞姿翩翩；桔红色
的云彩镶上了金色的亮边，一片浩瀚
的芦苇荡被涂上了耀眼的色彩。

乡村校园的黄昏，晚霞似锦。小
姑娘清亮的歌声掠过麦田撞在校园的
那口老钟上，清越的芦笛声在旷野里
回荡，梧桐树如点燃的红蜡烛，水杉
林飒飒声中满揣着成长的喜悦，乡村
的校园静谧中透出几分柔情几分神
秘。孩子们按捺不住涌上心头的欣
喜，芦笛儿悠悠扬扬地吹起来。

乡村学校的老师是平凡的。没有
太阳的辉煌和山岳的巍峨，但可以是
如水的月光、谦卑的野草、诗性的晚
霞；可以是杏花春雨的江南，铁马秋
风的塞北；可以是如泣如诉的埙曲，
可以是清亮婉转的笛声。只要用心绽
放，就会散发沁人心脾的幽香。

芦花纷扬的黄昏，大家一起来到
乡村小学后面的圩堤上望雁阵、望奇
谲的云霞、望木桥水牛的剪影。大雁
扑闪着双翅掠过雨花石般清纯的天
空，那高亢嘹亮的鸣和之声汇成激越
的浑天清响，久久回荡于旷野。

我拿起竹笛吹奏一曲 《牧民新
歌》。笛声吹斜了夕阳，融进远处沉沉
的暮霭里，融进孩子们充满向往和期
冀的心里。

晚霞下面是朴素的校园、温婉的
小河和善良的炊烟。炊烟悠长，如午
后落寞伤感的鸡啼。晚霞是绚烂而静

谧的，她无言，端坐在天边，远远
的，如雪地里的蜡梅，透明着一颗
心，用极致的美诠释着生命的大爱，
一如老师们。

喜欢 《长大后我便成了你》 这首
歌，看着唯美的画面，教师成了心中
一棵参天大树，她美丽动人，柔声细
语使孩子如沐春风；她温柔可亲，宽
厚的胸膛给予孩子母亲般的关爱；她
博学多才，输送给孩子源源不断的知
识养分。

舒婷说：“我简单，所以我快乐；
我平凡，所以我丰富。”平凡的生活是
丰富的，平凡的生活中，可以尽情地
享受幸福。教室里放飞的是希望，守
巢的是老师；黑板上写下的是真理，
擦去的是功利；粉笔画出的是彩霞，
流下的是泪滴。

乡村校园远离尘嚣纷扰，静美和
安谧氛围中的古朴美沁人心脾。乡村
教育的美，是金盏菊花瓣上的蝴蝶颤
动的双翼，是阳光上一滴水折射的万
紫千红，是暮日里怡然坠落的累累红
柿。

做晚霞一样的教师，在黑暗来临
之前，用生命的色彩照亮学生懵懂的
双眸；像晚霞一样绽放，洒一片幸福
的霞光，用盛开的姿势引领乡村孩子
在人生的小径上快乐地奔跑和飞翔。

粉笔画彩霞

□朱连升

“科尔沁部落”与“薛礼征东”的
隔空对话，在这里成为传奇。

在科尔沁草原，有一个生态保护
区——大青山自然保护区。崇山峻
岭，连绵起伏，绿色浩荡。这里地名
称为“古迹”。如果没有远古人类的遗
迹，无论如何也不敢叫这个名字。就
在科尔沁草原上，有一片绵延800里
的沙地，史称“八百里瀚海”。沙地不
同于沙漠，有水的沙地，水草连天，
鸥鹭如云。历史上科右前旗的大部分
土地面积都包含在瀚海之中。如今，
沧桑巨变沧海桑田，八百年在历史的
长河中仅仅算一朵浪花，这朵浪花轻
轻翻卷，这片土地就今非昔比，到处
生机盎然、碧草连天。

一段古老的“马蹄印”传说和几
十个优美的契丹文字，给“古迹”披
上了神秘的面纱。宛如仙境、令人神
往的“老道洞”，俯瞰群山的“望火
楼”，巍峨险峻的“轿项山”，构成一
幅立体画卷。轿项山海拔千余米，风
采独具一格，站在山项，可望见百里
之外的科尔沁镇。曲折潺潺的山涧小
溪叮咚作响，两岸树木参天，仲夏造
访，树下漫步，一种浪漫油然而生。
天然树种数不胜数，黑桦、白桦、黄
榆、柞树俯仰生姿，交相辉映。和煦
明媚的春天，漫山遍野的映山红像一

片灿烂的朝霞，映衬着绿树红墙的村
庄。凉爽的秋季，火红的枫叶格外娇
美，和蓝天、白云构成一道独特的风
景线。獐狍野鹿、野兔山鸡等野生动
物在崇山峻岭中时隐时现。清澈澄碧
的古迹湖倒映着青山，景色宜人，气
候凉爽。

大自然的鬼斧神工就是绝妙。在
“八百里瀚海”的南端，薛礼麾军东征
行至这里，安营扎寨，点将杀敌，留
下了千佛洞点将台；薛礼跃马射箭，
留下了凤凰山前的发箭岭、箭眼峰、
神马峰上的马蹄印。而在八百里外的

“古迹”，却有着相同的情景，格外相
同的就是马蹄印、透眼砬子，不仅地
形地貌、山峰走向、印记形象出奇的
一致，都是人力不可为。

相同的传说、相同的情景，就是
大自然的孪生兄弟。这对兄弟血脉相
连，一样的风雨、一样的太阳，永不
分开，在这个充满爱的世界上，全力
以赴创造新的精彩。

“八百里瀚海”与“薛礼征东”，
跨越时空的对话，这是一首爱的歌
谣，是遥相呼应后华丽转身深情的回
眸。

跨越时空的对话

□沉香

需要走近了看你，追溯之心怀抱着
敬畏

需要俯下身读你，脉络或气息
都凝聚了古人步履维艰的印记
那时，有多少生活的场景都离不开你
比如狩猎、耕种、祭祀、锻造、磨米……
你不断推送光明和期冀，日复一日

你是一座石头城
几千年的历史因你咀嚼
如果可以自原点将你回放
你仍然是天地间的奇迹
祖先早已在你的骨骼里埋下伏笔
人定胜天，你深谙其中的精髓
始终向未来敞开着记忆

翻过地质变迁和风雨侵蚀
你的样貌至今以不完整状盘踞
如何念得沧桑不顾及袒露
又怎么能不铭记你陶体的温度如一
这一番承载且厚且重

向阳的坡上
你的城池就要迎来新一轮春色
这样的情景对话虽隔时空，却毫不

染尘
恍若桃花茂盛，恍若蜿蜒石径、流水

淙淙
我分不清似梦非梦
怀揣着你的憧憬
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
继续将绿开垦

一块石头的尾韵
——记三座店石头城遗址

□尘之光

在林中撒野的风
转到白墙红门的农家小院
突然安静下来
乖巧的，像个孩子
与落进小院的太阳，引领我们
这儿瞧瞧，那儿摸摸
脱贫者黝黑的脸，漾出一种
久违的光泽

一旦驻村
他们就把这里当成了家
东家的米面，西家的隐疾
是他们
挂在嘴边的一本经
如百度地图定位系统
二十四小时
精准到村里每一户贫困家庭
了解，沟通，实施
远比纸上制定的细则
繁琐，费心，忙碌

托养处的驴儿
不惧生，三三两两朝我们走来
用它的耳朵，蹭着我们
这是礼节，或是一种语言
权且这样理解吧——
它的主人轻松了
它也轻松了
再也不用如从前，迁就
腿脚不灵便的主人
他唉声叹气，它无精打采

展望明天
占地千亩的集体经济林
各种果树长大结果
北五泉村浸泡在果香中
果林下，村民纳凉、品茶、读报
杀声震天的楚河汉界
他们俨然是运筹帷幄的将军

秋风吹过北五泉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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