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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国宾

晨曦徐徐拉开了帷幕，一个
绚丽的早晨，带着清新降临在这
暴雨过后的大山里。清新的空
气，弥漫了整个山村。雨珠落在
花草儿上像一颗颗璀璨的珍珠，
是那么惹人喜爱。

大山里的孩子翘着小嘴，眼
神里流淌着渴望和期盼⋯⋯

这一日，山里的学校，迎来了
一位文质彬彬的老师。孩子们从
未这么高兴过。老师对孩子们
说：我在城市的僻静角落里遇到
像你们一样的山里孩子，他们的
眼神让我彻夜未眠。

上课的钟声是老师敲响的，
这钟声像新年的钟声一样响亮。
老师手握教杆，举过头顶，孩子们
的眼瞳在教杆的晃动中一点点变
大。

老师是自愿到大山里当教师
的。在山里的孩子一声声老师的

称呼中，老师这个称呼便扎根在
山里人的心坎里。山里人的喜悦
和感动从内心出发，又从久经风
霜的眼眶里雨水般涌出来。

家 是 港 湾 ，又 是 出 发 的 地
点。老师离开了都市温馨的家，
走进了僻远的山村，这行程怎能
用脚步来丈量。

上课的第一天，老师在向阳
的山坡上种下了一棵小树苗，在
老师的呵护下，和山里的孩子一
同成长。一天天过去了，树苗成
活了，山里娃红红的小脸蛋儿，也
在阳光的滋润下，如朵朵盛开的
小葵花。

那棵树比什么都重要，山里
人爱护它胜过爱护自己的眼睛，
因为它是老师种植的。在山里人
的眼瞳里，老师是荒夜里的一盏
灯，是山里人翻山越岭的缆索，这
棵树就是老师的影子。它扎根在
山坡上，更根植在山里人的心里。

那一年，那棵树长高了，老师
的背却弯了，树的叶子繁茂了，老

师的头发却稀少了。那一天，老
师在山上病倒了，特意把城里的
儿子叫来去看那棵树，儿子看着
那棵树，默默地在树前站立了许
久⋯⋯

不几天，儿子便从那棵树上
折下一根树枝，紧紧地握在手中。

只有儿子最懂父亲，最理解
父亲多年来深深的心愿。原来，
那是一棵榕树，儿子的名字就叫
榕，那棵树不是老师本身，而是老
师想让儿子长大后像自己一样，
扎根山村，把爱的火种传递⋯⋯

山 村 里 又 响 起 了 上 课 的 钟
声，钟声是老师的儿子敲响的，这
钟声像新年的钟声一样响亮。

上课的那一天，老师的儿子
也在向阳的山坡上种了一棵榕
树。

榕树是一首诗

□李惠艳

你是季节的一束花
盛开在九月
找不到曾经的诺言与你对视
就像在这飘着淡淡炊烟的村口
你的飘逸秀发
总会和着青春的节拍
一次次走进我长长的渴望

跋涉是一条曲折的线
你在线的那头
距离忽近忽远
如你挥动别离的手
在瞬间的憧憬中变得迷离朴素

原本落满蝴蝶的花瓣
就是一种语言
就是一种纯纯的乡音
在上下翻飞的翩翩舞蹈中
错过阳光灿烂的季节

涂满霞光的黄昏
可是你红唇间仓促的问候
青鸟的飞翔自掌心掠起
我聆听到一种歌声
沿着斑驳的记忆踽踽而来
与一些辛酸的日子
成为草原最后的回忆⋯⋯

仰望神奇的星星

□王笑风

孩子们举头仰望
看见神奇的星星

黑板
黑色中的智者和英雄
它已经超越了黑色

谁愿意悬挂自己
远离燃烧的火焰
黑板，一只黑色的大鹰
在白雪的墙上
腾空，永不飞离

黑白分明，多么直观的美丽
有错误就擦掉
像黑板那样简洁、明了
我也想把一生
再来一回

从黑板进入宇宙太空
让万物从零开始
一步一步走向繁荣昌盛
异想天开的花朵
在每个孩子的脑海里
灿然开放

孩子们，从黑板上学到知识
还要从黑板身上
学到另外的东西
在众说纷纭的时代
黑板一身漆黑，充满正气
黑板不断刷新自己
黑板的高贵品质
就在于它能
保持本色
默默坚守

一块黑板吸引多少眼睛
从困惑中解脱
让心灵归于宁静，慢慢升腾

阳光灿烂的季节

□林子

黄河全长 5464 公里，在宁夏境
内虽然不到其总长的十三分之一，但
却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宁夏
是沿黄河九省区中唯一全境属于黄
河流域的省区。万里黄河自中卫市
南长滩入宁夏境，过青铜峡，到石嘴
山市麻黄沟出境，全长 397 公里。

历代这里开凿的秦渠、汉渠、汉
延渠、唐徕渠、东干渠、西干渠、惠农
渠、大清渠、泰民渠、七星渠、美利渠、
羚羊角渠等引黄灌溉古渠，流润千
秋、惠泽至今。

2021 年 6 月 15 日早晨，黄河考
察小组从呼和浩特出发，晚上抵达银
川，对黄河宁夏段进行考察。

宁夏水利博览馆展示的黄河水
利开发史表明，宁夏平原依黄河而存
在，因黄河而发展，宁夏的命脉在黄
河。自秦汉以来，宁夏引黄灌渠随着
封建王朝的更替而盛衰，逐步发展成
为与都江堰齐名的中国四大古灌渠
之一。宁夏经济社会发展史，就是一
部波澜壮阔的水利开发建设史。水
利开发，给宁夏带来了物阜民丰。正
如一首古老的民谣所唱：“宁夏川，两
头尖，东靠黄河，西靠贺兰山，金川银
川，米呀米粮川。”

我们来到“九渠之首”青铜峡，秦
渠、汉渠、唐徕渠等两千多年来不同
时期修建的引黄古渠依然在汩汩流
淌，这是极其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
据史料记载，秦灭六国，结束了春秋
战国以来诸侯分裂割据、混战的局
面。在统一和平的环境下，黄河流域
开始了修渠引水灌溉的历史。公元
前 215 年，秦始皇派大将蒙恬发兵 30
万北击匈奴，“略取河南地”，设立北
地 郡 。 四 年 后 ，“ 迁 北 河 榆 中 三 万
家”，将部分移民安置在所辖四十四
县之一的富平县（今吴忠市金积镇附
近）等地，实施军民屯垦，拉开了宁夏
地区开渠引黄灌溉的序幕。汉代，三
次大批内地移民，与当地民族大举屯
垦挖渠，“引川谷以溉田”，使大面积
黄河冲击平原变成良田，逐步发展成
为黄河上游最大的灌区之一。西夏

灭亡后，著名水利专家郭守敬等来宁
夏治水，开始水利工程修建。

2017 年，宁夏引黄古灌区正式
列入《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宁
夏引黄古灌区自秦朝开始屯垦开发，
历经汉代的移民开发、屯垦凿渠，唐
代的筑堤引水、垦荒开田，元代的因
旧谋新、建闸设堰，明代的疏浚修治、
改立石闸，清代的地丁合一，奖励开
垦，推动了宁夏平原由游牧文明向农
耕文明转变和民族融合发展。

黄河古灌区南接萧关与关中平
原，北临鄂尔多斯台地，西靠贺兰山
天然屏障，东至六盘山黄土高原，南
北长 320 公里，东西最宽 40 公里，面
积 6600 平方公里，海拔在 1000 米至
1200 米之间。其中青铜峡灌溉古渠
是利用最早的水利工程，沿袭两千多
年，具有深厚的历史底蕴和丰富的文
化内涵。

遍布宁夏引黄古灌区的古渠系
历经各个时期的开凿延伸，形成了完
善的无坝引水、激河浚渠等独特的工
程技术，灌排渠系布局合理，至今还
在正常运行。

1958 年兴建青铜峡水利枢纽。
全国各地水利建设大军从四面八方
来到塞上，在青铜峡大峡谷出口处击
水中流，拦河筑坝，建设了黄河上游
第二座拦河大坝，开启了宁夏水利建
设新纪元。青铜峡水利枢纽彻底改
变了宁夏传统的引水方式，结束了黄
河引黄灌区两千多年来无坝引水的
历史。黄河水开始流向宁夏中部干
旱带的干涸土地，流向中南部贫困山
区高地。

青铜峡位于山区与平原交界处，
是黄河上游最后一道峡谷，由贺兰山
余脉、牛首山相夹而成，全长 10 公
里，谷底宽约 800 米，两侧崖壁高约
100 米。峡谷曲折，水流湍急，气势
磅礡，两岸山壁耸立对峙，奇景纷呈，
展示了峡谷的雄、奇、险、峻、幽。具
有粗犷雄浑的北方黄河特色，素有

“黄河小三峡”之称。到此，黄河流出
山地峡谷，进入宁夏平原。

宁夏的山川地貌为“两山一河”，即
贺兰山、六盘山和黄河。贺兰山与黄河
关系紧密，讲黄河不可不说贺兰山。

贺兰山位于宁夏与内蒙古交界
处，山脉呈南北走向，北起磴口县巴
彦敖包，南至青铜峡，绵延 220 余公
里，东西宽约 30 公里，海拔 2000 米
至 3000 米。贺兰山西坡平缓，逐渐
隐没在阿拉善高原。其东侧山势雄
伟，若群马奔腾，蒙古语称骏马为“贺
兰”，故称贺兰山。

贺兰山是我国西北重要的地理
分界线，也是黄河流域生态系统的基
本构成单元。在南端贺兰山与牛首
山造就了青铜峡，黄河在此掉头向
北，并在贺兰山与鄂尔多斯台地的
共同约束下，黄河向北流去。同时，
贺兰山在南端与祁连山形成了巨大
豁口，向西延至河西走廊，并连通南
疆地区，在北端又同狼山形成巨大
豁口，形成了阿拉善通道，向西可达
额济纳旗进入新疆，这两大通道形
成了两大纵深的西北东南向风沙通
道，对西北和华北气候、自然生态有
重大形响。贺兰山是西北重要的生
态屏障，它保护着宁夏平原，使之未
能被阿拉善沙漠吞噬。特别要指出
的是，由于贺兰山的阻隔，使西北地
区毗邻的腾格里沙漠、库布齐沙漠、
乌兰布和沙漠没能联手，黄河未被阻
断。

宁夏平原曾孕育了一个西夏王
朝。西夏是中国历史上由党项人在西
北建立的朝代。前期和辽、北宋，后期
与 金 朝 并 立 。 历 经 十 帝 ，享 国 189
年。早期西夏依托宁夏平原良好的自
然条件，经济社会得到较快发展。

黄河成就了宁夏“塞上江南”的美
誉。宁夏引黄灌溉在两千多年的持续
运行、发展中，滋润了宁夏平原的农业
文明，也孕育了灿烂的黄河文化。

黄昏时分，登高远望青铜峡，黄
河从西南向东北穿过两侧的悬崖峭
壁滚滚而来，在山谷间发出隆隆的回
响。在斜阳的映射下，两侧的峭壁呈
现出一片古朴的青铜色彩。

灌渠纵横利千秋
——黄河纪行④

□马亚伟

那年，我在一所乡村学校教
学。一次，我看到一篇《每一棵草
都会开花》的文章，觉得写得不
错，就读给孩子们听。文中写了
一个有听力障碍的孩子，常被别
人忽视。但就是这样一棵卑微的
小草，却有自己的开花方式——
他做的手工活灵活现，获了奖，赢
得了别人的掌声。我告诉孩子
们，只要不自暴自弃，每一棵草都
能开花。

孩子们瞪大眼睛听得入神，
看得出来，他们都被这个故事感
染了。只有一个孩子，在角落里
低着头。其实，这个故事我就是
讲给他听的。他自卑内向，在班
里像是一只掉队的小鸟，很少和
别的孩子交流。我了解到，他的
家庭很特殊，一直跟着年迈的奶
奶生活。他的父母在他很小的时
候就到外面打工，父亲在一次事
故中去世了，母亲丢下他去了远
方。奶奶年岁大了，根本顾不上

他。他就像一株自生自灭的小
草，看似顽强地生长着，其实脆弱
不堪。他在班里学习不好，遇到
一点事就会张着嘴大哭，所以同
学们都不喜欢他。久而久之，他
更加内向了。

我知道，他的心里缺乏阳光
的温暖，所以想用这个励志色彩
的故事给他力量。谁知，第二天，
他交上来的作文本中有这样一段
话：“老师，其实有的草真的不会
开花，只长叶子。田头就有很多
这样的草，从来没开过花。”我看
了他的话，忽然被触动，觉得这个
孩子并不是我们想象得那么麻
木，他很敏感，也很聪明，他用不
会开花的草，来隐喻自己。

我在他的本子上写到：“你说
的这种草，老师也见过。其实，它
们也有自己开花的方式。它们的
花开得很小，也没有炫丽的色彩，
所以很容易被人忽略。只要它努
力，一定能迎来自己的花季。”

后来，作文本成了我和他交
流的方式。他在作文本上写上自
己想说的话，第二天交给我，我很

认真地为他写批语。他写到：“老
师，我不如你讲的故事里那个孩
子，他还能做出漂亮的手工，我什
么都不会。我就是一棵永远不会
开花的草，等不到自己的花季。”

我为他写到：“你身体健康，
还很聪明，别人能做到的，你也一
定能做到。即使有不开花的草，
但是它们依旧沐浴着阳光，用绿
色装点着大地，为世界增添一抹
色彩。不开花的草，一岁一枯荣，
顽强地生长着，同样是这个世界
的一道风景。”

通 过 我 和 他 这 种 方 式 的 交
流，看得出来，他觉得自己受到了
重视，态度慢慢有了转变。一个
学期下来，他进步很大，尤其是语
文成绩，竟然考到了班里的第七
名。我在作文本上为他写到：“每
一棵草都有属于自己的风景，加
油！”

他的作文立即交上来了，上
面一行字，让我心中一动：“有一
种草不会开花，不过如果有人给
它阳光和雨露，它将成为世界上
最生动的一抹绿色。”

每一棵草都会开花

□徐和生

听说木偶戏戏台在梦里。之前我
不明白，走进莞草池，豁然雾解。

莞 草 池 是 一 个 古 村 落 ， 大 多 姓
周。村人周军在 《横峰地名故事·莞
草池》 中写道：“凤山秀水，莞草翩
翩；芃芃其色，清影于池。”村里有

“爱莲旧第”老宅封火屋、旗杆墩等
古迹。这些古老的建筑与藏在戏箱里
的木偶给古村落烙下了神秘的色彩。
几乎所有来到莞草池的人都在忽略村
里的自然风光和曾经的翩翩莞草，只
为一睹神秘木偶的真实面孔，如果再
有幸看到木偶戏传承人现场表演，那
真是无比荣幸了。

我 亦 怀 着 同 样 的 心 情 前 往 莞 草
池。金色的稻田，欢快的溪水，艳丽
的山花，湛蓝的天空，让人欣欣然。
对于木偶戏我是熟悉的，我的童年就
是在那琴音缭绕里度过，老家的村子
有着两百多年木偶戏的演出历史，而
且戏班正是我今天要去拜访的莞草池
紫鸿班。那些木偶，曾把我的童年带
进了一个梦幻般的童话世界。戏台上
木偶翻转跟斗，相互打斗，高低婉转
的唱音仿佛现实世界之外还有一个梦
幻之地，令人神往。

车子在一栋灰旧的瓦房前停下，
年轻的木偶戏传承人周就锋把我们迎
进屋里。屋内光线暗淡，周先生拉起
卷帘。秋日的阳光从窗格里照进房
间，照在戏箱里的木偶上，现实与梦
幻在时光里交合。

木偶分勾牌、头部、笼腹和下肢四
部分。每个木偶身上装有吊线，少则 7
根，多达 32 根，分布于身、手、掌、肘、

背、脚等部位，另外后脑、后背、腰部、
前胸各一根。表演者一手提着勾牌，另
一只手的手指要勾绕着线，指挥着木
偶弯弓骑马，端茶倒水，舞刀弄棒，动
作要一气呵成，表演要细腻逼真，要防
止吊线纠缠打结，这就需要表演者娴
熟的指上技巧，非一日之功。周就锋
说，演员不仅外场会唱能演，内场还要
懂得乐器演奏，因为木偶戏班只有五
至七人，有时候要相互救场。

在我儿时记忆里，木偶戏是连演
七日八夜的，叫连台戏，也称太平戏，
剧目有《奶娘戏》《西游记》《目连传》
等，一般农村演《奶娘戏》比较多。唱腔
以赣剧（又称信河调、饶河戏）为主，或
民间小调，弋阳腔，还吸收了秦腔、老
拨子、乱弹腔等。如今他们戏班只能表
演一些花杂戏，短小精悍，唱民间小
调。连台戏因需大量时间排演，戏班成
员没有编制，平时要养家糊口，各奔东
西忙于生活，很少有时间聚在一起。一
个戏班，如果整本戏和连台戏演不了，
等于名存实亡了。我想起了村里前几
年专门为演木偶戏新修建的戏台，飞
檐翘角，气势恢宏，但至今还未开台演
过一场。因为一旦开台就要连演三年，
每年演七日八夜，需要一笔巨大的演
出费用。费用不落实，哪敢请戏班。戏
台等于是荒废了。

望着戏台，想起宋代蒋捷的 《沁
园春》：“高抬眼，看牵丝傀儡，谁弄
谁收。”

藏在戏箱里的木偶

□吴晓波

一
几场绵绵长长的细雨，便更换了

季节的表情。
推开九月的窗，云舞动着轻盈的

翅膀。
秋风从草木间醒来，吹开了九月

的腰肢。
秋阳的野心不露声色，悄悄构筑

一座金色花园，迎取秋天的新娘。
越来越多的人，以风的姿势在大

地上行走。
二

九月适合细长。
秋雨在不断地下，从阳光的手心，

把夜拉得细长，让秋虫种诗，让月光歌
唱。

蝉声被风拎起了耳朵，一一关闭
聒噪的阀门。

虫声细长，不知疲倦，从清晨的门
槛铺至黑夜的大堂。它们想用这把细
细长长的口琴，把九月吹细吹软，像乡
愁深处那条又细又长的田埂。

从秋风中复活的鸟鸣，站在枝上，
又开始谱写一阙细长的秋词。

村庄是九月细长的呼吸，那粉墨
如黛的背影，静如淑女。

三
琅琅书声，丰盈着九月。老师在

育人的百花园里，培育着花朵。
书房的墙上，挂着一个老去了的书

包，至今难忘语文老师读的那首唐诗。

四
九月来了，天是蓝的，水是清的，

花是笑的。
一池莲花开得波澜不惊。九月用

莲花写就的经卷，吸引了一群蝴蝶前
来倾听。

石榴在侧耳聆听一部乡村辞典，
在体内积攒“多子多福”的词汇。

凌霄花芬芳依旧，秋菊含苞待放。
一颗颗老南瓜被母亲这个乡村艺

术家收入院中，装点一幅乡村木版画。
稻谷挺着大肚子在骄傲地扬花抽

穗。
荷锄的老农站在田野展开想象，

勾勒一幅五谷丰登的丰收画卷。
九月很轻，九月很甜。

五
九月如镰。
母亲手握九月这把细细的镰刀，

收割散淡的月光，收割细碎的蛙鸣，收
割大雁的回声，交给屋前的老井，酝酿
一轮金灿灿的中秋月亮。

岁月如白驹过隙。城市是否接纳
了我潦草的中年，只有窗外滴滴答答
的雨知道。

夜晚独处，我总喜欢把高楼 、车
流、霓虹这些喧嚣的文字打扫一空，敞
开一块空地，像一捆稻穗，等待母亲磨
亮的镰刀收入故乡的怀抱。

九月抒怀

山水人文

朝花夕月

文脉赓续

□董海

舀一瓢金色的麦浪
喂养五湖四海
大地血脉偾张
每一棵草木使命神圣

紫燕划开一道闪电
聆听此刻的喧嚣
月亮是一枚彩笔，不经意间
勾勒出一个崭新的黎明
银镰飞舞，捕获秋日的芳心

每一朵晶莹都有代言
风儿掀起岁月的盖头
山川骨子里的澎湃，无法掩饰
一 场 雨 打 湿 了 斑 斓 ，惊 艳 了

粉黛

风儿掀起岁月的盖头

塞外诗境

散
文

诗

金秋 李昊天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