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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淑红

夜里一场大雪。
醒来时一睁眼，窗上已是明晃晃

的。看看闹钟，不过才五六点钟，又
窝回暖被窝去，然而想出去看雪的心
终是不甘。辗转的功夫，女儿醒了，
睡眼朦胧地问怎么了，我答之以下雪
了，她立马赤脚跳下地去打开窗帘，
看到触目的一片雪白，即刻去衣柜翻
找，一边一迭声地催促着我：“妈妈！
快点快点！起来了，踏雪去！”受女儿
的鼓舞，我也忙跟着她探身到衣柜的
深处，翻出厚厚的羽绒服来。

天地一片苍苍茫茫，远山近树，
层层叠叠的，全笼罩在这雪世界里，
只远远的天际隐隐的有一缕儿淡蓝，
透出一抹儿天青的底色。细细密密
的雪粒纷纷扬扬地漫天飞舞着，打拳
的、练剑的、晨跑的、早市上的小摊贩
全都不见，下棋的小方桌上、篮球架
的底下、孩子们游戏的滑梯上，也没
了往日里热热闹闹的景象。整个世
界都变得安静起来，只听见雪落的声
音，沙沙，沙沙⋯⋯

原木制的长椅，静静地立在这一
片雪白里，椅身上覆着一层松松软软
的雪白，翠绿的松树尖顶上，也覆着
一层层松松软软的雪白，松枝微微地
下沉着。女儿看着立在松底下的我，
一时顽皮起来，轻轻一弹松枝，满树
的雪白簌簌地落了下来，落了人满身
满脸。正待反身回击，忽见碧绿的松
针中间，又隐隐地露出一个个褐黄色
的玲珑的小小松塔来，一时竟忘了满
身满脸的雪。徜若这时有几只松鼠
来捧了这小小松塔剥食松子，该是多
么的有趣。

广场中心高高矗立着的雕塑在
这一刻仿佛也生动了起来。雕塑头
上顶着的盔甲落满了雪，雪花模糊了
他棱角分明的脸庞，他的战袍迎着风
雪卷起，一只手高高地扬着，凌云的
壮志似要破空而出，战马的鬃毛上也
落满了雪，铁蹄奋力地高抬着，像是
要嘶吼着腾空而起⋯⋯雕塑的下面，
皑皑的白雪，浅处没过我的脚踝，深
处将及女儿的膝。

我们一路手挽着手踏雪前行，回
看雪地里，两行浅浅深深的脚印，一

会儿走成了一串麦穗，一会儿走成了
一圈儿车轮，又一会儿走出了两个雪
娃娃。雪娃娃裙摆上围着蝴蝶边，扎
着两个小辫子，小辫子上又扎着漂亮
的蝴蝶结，她们两个也手挽着手，咧
着大大的嘴笑看着我们，不舍得我们
离去。于是我们索性仰在雪地里，印
上一大一小两个雪影，添上亮晶晶的
眼睛、笑眯眯的眉毛、弯弯的月牙儿
似的嘴巴，印上我们各自的手掌，手
挽手地陪着她们。

雪渐渐停了，天空渐渐明蓝，斜
斜的半空中却仍悬着一弯浅浅淡淡
的月影。月影不远处，又远远地拖着
两道长长的鱼鳞状缥缈的白痕，那是
航道上的飞机留下的。女儿望着那
弯淡淡月影，忽然蹙眉道：“妈妈，如
果你去到月亮里面去，我会非常想你
的。”“那就抬头看看月亮啊！”我佯作
轻松地答。这孩子，又想起了我们的
女航天员王亚平了，勇敢的宇航员离
开年幼的女儿去月亮上执行任务，要
整整 6 个月后才能返航，她临进舱前
眼角的泪珠儿深深地触动了女儿柔
软的心。

“看不见月亮的时候，就表示月
亮上也是夜晚了。妈妈肯定也正在
月亮上睡大觉！而且，还有那么多的
星星陪着我呢。”看着她略略低落的
神色，我语气轻快地补充道。“骗人！
月亮是一个不发光的星体。我们自
己所处的角度看不见月亮，只是太阳
被地球遮住了，月亮上看不到太阳的
反光而已。妈妈呀，你可真是没有学
问。”女儿忍不住咯咯地笑了起来。
低矮的灌木雪丛里忽然振翅飞出一
只山雀，落在不远处略高一点的丁香
枝上，瞪着滴溜儿圆的黑豆似的小眼
睛偏着头审视着我们。

太阳耀眼的光渐渐发散开来，然
而并不暖，流动着的空气也清清冷冷
的。远远的，轰鸣着的清雪铲车出动
了，手里拿着清雪板的桔红色环卫工
人的身影也渐渐清晰，清除积雪后露
出的黑缎带似的马路上，也渐渐有了
行人，有了笑语。

好大的一场雪！

大雪

□陶长坤

望着窗外大雪纷飞，忆起那年入
冬以来，逶迤数月，没有飘落一片雪
花；直到转过年来的正月初八，才下了
第一场雪，已是立春的第二天，下的是
地地道道的春雪了。

我在呼和浩特已生活了 30 余年，
度过了 30 多个冬天。此前，每冬都要
下几场雪，并且是大雪，有时还是暴
雪；可那个冬天却历久不雪，天干地
燥，细菌病毒孳生、肆虐，许多人得了
重感冒，医院里人满为患。患者大多
将病因归罪于老天爷不下雪。不下雪
就盼雪，越盼越不下，越不下就越盼，
有人带着哀求的口气叹息道：老天爷
啊，你怎么还不下一场雪呢？

我过去对塞上雪司空见惯，习以
为常，对雪和下雪毫不以为奇，也毫不
在意，可今年得了感冒，并由感冒引发
了肺炎，住了半月院才好。于是对雪
也感起了兴趣，并也天天盼望起下雪
来，大脑里已形成一个解不开的“雪”
情结。

终于要下雪了。气象台虽然预报
的是小雪，可我仍然很兴奋。雪是夜
间下的，清晨我便下楼出门，站在台阶
上观看雪景。只见房顶上、树身上、空
地上，都覆盖了一层不薄的雪，大约有
中等偏下的规模。四望一片白皑皑、
白花花、白晶晶，仿佛一夜之间，造化
给大地披上了一件鄂尔多斯牌的白羊
绒衫。

天上还飘着零星的雪花。我手里
握着音乐播放器，一面听着邓丽君的
歌 ，一 面 穿 街 过 巷 地 朝 南 湖 公 园 走
去。路上已见有人在自扫门前雪，还
见几匹小狗子，在雪地上戏耍打闹。
有小土狗，也有小洋狗，大约是第一次
见到雪，心里充满了无限的好奇，蹦
跳、撒欢、互追、大叫，竟成了雪地上的
一道亮丽风景。狗似乎比人更热爱大
自然，更喜欢新生事物，不然，为什么
小狗已经在赏雪踏雪玩雪了，而许多
人却还在床上睡大觉呢？

南湖公园位于青城的西南角，离
我住的小区不太远，二三十分钟就可
走到；我到时，公园里已有少许人在踏
雪了。

南湖公园里，并排着 3个大小和形
状相仿佛的小湖泊，一字儿摆开。东
边的一个，我称之为东湖；西边的一个，
我称之为西湖；中间的一个，我称之为
中湖。我绕过东湖，直接来到了中湖。

中湖中间有一个圆形的小岛，小
岛上有一个同心圆的祭坛，祭坛上还

有一个同心圆的敖包，敖包上高插着
一杆苏鲁锭，苏鲁锭上端和周围的树
间扯起的绳上，挂着一片片彩纸。这
是我常来攀登的地方。因为祭坛是全
公园中央的一个制高点，站上去可登
高望远，一览全园的景色。

祭坛的四周都是雪，我踏着雪地
围着敖包转圈，一边转，一边透过树隙
观看四边的雪景。转着转着，我就转
入了对雪的追忆中。

小时候，我看的是家乡雪。我的
故乡在黄河之滨的华北大平原上，大
雪一下，白茫茫一片大地真干净！留
给我印象最为深刻的家乡雪后景象有
两个：一个是大雪初霁，旭日东升，一
只五彩大公鸡屹立在雪地上，昂着头，
对着太阳引吭高歌；另一个情景是，太
阳照大地，房顶上的雪开始融化，雪水
在房檐上结成冰棱，如同大小不一的
一根根獠牙，孩子们用棍将冰棱挑下，
或放进嘴里，咯崩咯崩嚼着当冰棍吃，
或拿在手里作武器，互相打斗，做着三
英战吕布、关公战秦琼之类的游戏。

大 学 时 期 ，我 在 上 海 度 过 了 5
年。江南少雪，但有一年，却下了一场
罕见的大雪，毛绒绒软绵绵地铺了厚
厚的一层，足有小半尺深。同学们大
都来自南方，还有的是东南亚国家的
归侨。他们初次见到雪，欢喜异常，堆
雪人、打雪仗、滚雪球，雪团横飞，雪粉
迸溅，几乎将整个校园都闹翻了。

大学毕业后，我被分配到大兴安
岭林区工作——那真正是名副其实的
林海雪原。从此年的 10 月份到来年
的 5 月份，足足有 7 个月的时间被雪覆
盖。一旦下起大雪来，天地一片混沌，
就像粘合在一起；天晴后，刮起毛毛
风，卷着雪粉呼啸着飞扬，让人听了就
会心惊胆颤。那雪是太酷又太可怕
了，今天回想起来，还背后嗖嗖生冷。

读研究生期间，我人在沈阳，看到
的是关外雪，并无什么特别新鲜处，故
印象不深，心里几乎已全无痕迹可寻。

研究生毕业后，我来到呼和浩特
工作，一住就是 30 多年，年年见到的
是塞北雪、塞上雪。年年见雪，就像年
年读同一页书，读来读去，就熟视无
睹、漫不经心了。

真正重新燃起我对雪的兴趣的，
还是今年。

走下祭坛，向西走去，来到西湖的
一座小桥边。这是一座木质的小桥，
高低参差，曲栏回护，玲珑剔透，颇有
江南园林中小桥的雅致。我走在桥
上，看天低云厚，雪花飘零，忽又想到

《三国演义》第三十七回中那首脍炙人
口的咏雪诗：“一夜北风寒，万里彤云

厚；长空雪乱飘，改尽江山旧。仰面观
太虚，疑是玉龙斗；纷纷鳞甲飞，顷刻
遍宇宙。——骑驴过小桥，独叹梅花
瘦！”我很喜欢这首诗，眼前的景象与
诗中所描写的又何其相似乃尔，只可
惜缺了头咴咴叫的小毛驴儿。

走过小桥，前面便是一片黑苍苍
的小树林了。绕过树林，又来到西湖
北岸，走下岸去，来到雪封冰冻的湖中
央，游目聘怀，看周边盛景。随着雪花
飞飘，我的思绪也又激扬起来。

自古以来，中国的文人雅士，总爱
吟咏风花雪月，也多有名章佳句。李
太白的“燕山雪花大如席”，是写雪大
的；岑参的“胡天八月即飞雪”，是写边
塞雪早的；“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
树梨花开”，是写雪美的。大约雪的风
情万种，万种风情，都让文人们写尽
了，

中国古典文学名著《红楼梦》里，也
多处写到雪，着笔最力的一处，是贾府
的女眷们在大观园的芦雪庵中雪天即
景联诗的那回。你一句，我一句，以雪
为旨，串联成一首五言长诗：“一夜北风
紧，开门雪尚飘。入泥怜洁白，匝地惜
琼瑶。有意荣枯草，无心饰萎苕⋯⋯无
风仍脉脉，不雨亦潇潇。欲志今朝乐，
凭诗祝舜尧。”赞美了雪的高洁。

鲁迅虽为南方人，却也爱雪，他的
散 文 诗 集《野 草》中 ，有 一 篇 就 名

《雪》。他用对比的手法，既赞美了南
国雪，也赞美了北国雪。“江南的雪，可
是滋润美艳之至了；那是还在隐约着
的青春的消息，是极壮健的处子的皮
肤。”“但是，朔方的雪花在纷飞之后，
却永远如粉，如沙⋯⋯”“是的，那是孤
独的雪，是死掉的雨，是雨的精魂。”

梁实秋也写过一篇名曰《雪》的小
品。他紧紧扣住一个“雪”字，旁征博
引，涉雪成趣，并点出了“雪的可爱处
在于它的广被大地，覆盖一切，没有差
别。”“雪最有益于人之处是在农事方
面⋯⋯俗语所说‘瑞雪兆丰年’，即今
冬积雪，明年将丰之谓。”确是一篇质、
文俱佳的作品。

雪似乎越下越大，一片片雪花落
在我的身上，很快便满身皆白，银装素
裹，成就了一幅“孤身琉璃翁，独立南
湖雪”的雪中剪影。

我的思绪化入了飞舞的雪花中，
人、雪融为一体，共悦于天地之间，至
于是自己化成了雪花，还是雪花化成
了自己，都无所谓了。

塞上雪

□林子

从三门峡到小浪底，我们可以看
到一个黄河治理开发的探路过程。

渭河是黄河家族的长子，水量、沙
量均居黄河支流首位。黄河有了渭河
汇入，声势大增，滔滔河水，挟沙裹浪，
浩浩荡荡一路向东，径直奔三门峡而
去。

三门峡，因三门峡水利工程而名
扬天下。此地是豫晋陕交界的黄河金
三角地带，西接华山、北望中条山、南
连崤山、东临洛阳。2019 年 11 月 8
日，从渭河入黄口下行一百公里，我们
来到了三门峡库区。

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是在黄河干
流上兴建的第一座以防洪为主、综合
利用的大型水利枢纽工程，被誉为“万
里黄河第一坝”。

这是一个标志性工程。在三门峡
工程展览馆我们了解到，新中国建国
伊始，千头万绪、百废待兴，这样一个
项目是国家大事，中央寄予厚望。作
为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苏联援建的
156 个重大项目中唯一的水利工程，
表明了中央要把黄河事情办好的决心
和魄力。由此，敲响了新中国治黄的
开台锣鼓。

三门峡工程因座落于三门峡市城
北而得名。工程北邻山西，西接陕西，
处于黄河中游下段，位于中条山和秦
岭余脉崤山之间的晋豫峡谷中。工程
控制流域面积 68 万平方公里，占黄河
全流域面积的 91%，控制黄河来水量
的 89%，来沙量的 98%，是一项根治
黄河的工程。1957 年 4 月开工建设，
1961 年工程全面峻工。

三门峡工程是中国几千年治河史
上的里程碑。新中国成立以来，黄河

“节节蓄水，分段拦沙”，修建了以三门
峡工程为代表的大批水利工程，洪水、
泥沙得到了有效控制，来沙量、洪水量
均明显减少，有效保障了下游人民生
命财产的安全，为下游防洪、灌溉、发
电、供水等发挥了重要作用。这是一
种有益探索，积累了宝贵经验，功不可
没。

三门峡工程是治黄工程体系最重
要的组成部分，也是治黄最早的探路

工程，历经 60 多年的风风雨雨，仍保
护着冀、豫、鲁、皖、苏五省 25 万平方
公里土地上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并
已形成了独特的生态系统和自然环
境。其经验和教训都成了后来治黄不
可多得的资源和宝贵财富，值得珍惜、
借鉴。

三门峡工程在上，小浪底工程在
下；三门峡工程在先，小浪底工程在
后。三门峡工程的经验和教训，成就
了小浪底工程，小浪底工程是三门峡
工程的逻辑延续。

1994 年，国家开工建设小浪底水
利枢纽工程，这是黄河流域最大的水
利工程，控制流域面积 69 万平方公
里，2001 年工程峻工。工程座落在三
门峡工程下游 130 公里、洛阳北 40 公
里处的黄河干流上，因右岸为河南孟
津小浪底村而得名。工程处于黄河中
游最后一段峡谷出口处，南为崤山余
脉邙山，北为太行山支脉王屋山。

小浪底工程的最大功能，是实施
“人工扰沙”。即借助河水已有的势
能，辅之以人工扰动河床土质，促进河
床泥沙启动，实现河床下切，输沙入
海。通俗地说，就是通过人工搅动，让
库底淤沙上浮，使其与自然水流一起
下泻，从而达到清淤输沙的目的。在
小浪底工程现场，我们看到滚滚泥流
从泄沙闸孔喷涌而出，像一条条黑黄
色的泥龙跃出龙门，汹涌澎湃，狂奔而
去。小浪底工程给了下游河床强烈冲
刷，淤泥洪水大幅下降，河槽过洪能力
迅速增大，这个突出特点，从根本上弥
补了三门峡工程存在的设计缺欠。

这是个关键性工程。工程建成
后，有效地控制了黄河洪水，使黄河下
游花园口一带防洪标准由过去 60 年
一遇提高到千年一遇。作为承上启
下，控制下游水沙的关键，小浪底水库
的调水调沙解决了两大问题，一是控
制了黄河输沙量，可带泥沙 78 亿吨，
相当于 20 年下游河床不会淤积抬高；
二是给下游河床带来强烈冲刷，河槽
过洪能力迅速增大，逐步恢复了河道
主槽排洪输沙功能。

小浪底工程和三门峡工程互为补
充，使黄河现阶段脱离了“生存险境”，
治黄理念发生了根本转变，即由被动
地 控 制 水 沙 变 为“ 维 护 河 流 健 康 生

命”。但要看到，小浪底水库拦沙库容
淤满后，若无后续控制性骨干工程跟
进，新的问题随之将至。黄河特殊的
河情，决定了黄河的保护、治理的长期
性、艰巨性和复杂性，不可能毕其功于
一役，需要历史耐心和战略定力。

如今的三门峡、小浪底，湖光山
色，峡出平湖，风景秀丽，碧波荡漾。
临河远眺，青山巍巍、大河涛涛，雄浑
浩荡与秀美俏丽尽收眼底，构成了一
幅美丽和谐的沿黄山水画卷，古老的
黄河容光焕发。

黄河中游历史文化厚重，这里是
黄河文明的核心区域。

最典型的代表是仰韶文化。仰
韶文化属新石器文化，1921 年发现
于 黄 河 左 岸 河 南 渑 池 仰 韶 村 ，故 命
名。时间跨度从距今 7000 年到 5000
年，范围以渭河、洛河、汾河流域的关
中豫西晋南为中心，西抵洮河、东达
冀中、北到河套、南及汉水，基本覆盖
了黄河中游地区。它最突出的特征
是 精 美 的 彩 陶 和 石 器 ，彻 底 推 翻 了

“中国无石器时代文化”的观点。考
古专家认为，这一跨越两千年，绵延
数千载的文化，是黄河流域最有影响
的文化。考古挖掘出的磨制石器，如
刀、斧、锛、凿、箭等，同文献记载的炎
黄时代的创造发明相吻合，它孕育了
华夏文明的基因。文化在，国家在。
以此为根基，生长出了黄河中游后来
的关中文化、河洛文化等。

黄河流淌到这里，孕育产生了灿
烂的河洛文化。河洛文化是黄河文化
的重要源头。河洛地区，通常指洛河
流域或洛阳盆地，大体范围南到伏牛
山，北及黄河，西到秦岭，东到中原。

洛河是黄河一级支流，源于陕西
省洛南县，东流至河南偃师与伊河汇
流后注入黄河。洛河流域支流繁多，
气候温暖，为洛阳盆地提供了丰沛的
水量和优良的物候条件，是绝佳的农
耕之地，实际上是一个“小关中”。这
里较早形成了先进的农业和发达的手
工业，为河洛文化的形成提供了优越
的环境。

三门峡到小浪底
——黄河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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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晓阳

一朵雪在天空打开身体
悠悠而来 盈盈而笑
这个冬天的书签
被从故乡来的风捎带
山一程 水一程
抵达我的面前
在我面前的
还有一朵水中的菊
翻滚 腾挪 绽放
吐出熟悉的馨香和味道
这是朋友从故园带来的金秋
谓之行走的故乡

山村炊烟

北风歇脚
万物寂静
一朵雪惊醒了犬吠
犬吠惊醒了炊烟
它着一身青色的轻装
顺着天空的梯子
一步一步攀爬
偶尔被风打乱了行程
坐在山村之上发呆
不知是思考人生
还是眷恋什么

行走的故乡（外一首）

□陈小秋

在水库拍照

真的，请别阻挡我
也许跟你们不同
我行遍天下水
除了西湖，千岛湖还有大海
也拜访过都江堰和三峡大坝
蓦然回首，最动容的
还属身边小众的“灯火阑珊”
就是我“剪不断，理还乱”的念想

面向水面，海鸥一次次
扑进手机，领我寻来看去
水面在走，岸边绵延金黄树林
船上人手指村落
炊烟在村子上空曼舞

微风抚摸湖水

眠于苍山的父亲
身后有一片庞大水系
耐心地睁大眼睛
静观时光追赶四季
追赶山林，庄稼，云彩
追赶每一只水鸟的鸣唱

唱吧，唱吧——察尔森水库
蓄满了成熟的底气
现在，正用健硕胸膛
用冬日赋予你的落落大方
高高端起，一大盆深情
为这浓妆艳抹的山野
为大自然庄严的仪式
倒影在你的梳妆镜里

微风抚摸湖水
湖水也把微风灌醉
水库聚精会神把自己擦拭明亮
就这样，一天天送走星月
也把父亲送给遥远
带着他对人世间的留恋与牵念

察尔森水库（二首）

□刘希

老刘是个孤儿，小的时候没少遭
受别人的欺负，后来，他跟人学习武
术，每天天不亮就起床练习，渐渐地打
得一手好拳，再也没有人敢欺负他。

老刘到了 30 岁，还没找到结婚
对象，后来村里有个姑娘见他勤劳肯
干，便招了他做上门女婿。第二年，
老刘得了一个儿子。

儿子聪明可爱，老刘时常在儿子
面前表演拳术，儿子每次看着他打拳，
都是一副饶有兴趣的样子。老刘想，
教儿子打拳吧，既能强身健体，还能免
遭人欺负，跟儿子一说，儿子居然拍着
手掌叫好。儿子似乎有练武的天赋，
一招一式学得有模有样，每天早上，老
刘带着儿子在院子里打拳。

那年冬天，儿子 5 岁，老刘带着妻
子和儿子从远房亲戚家返乡，火车站
人很多，老刘让老婆看着儿子和行
李，他独自去排队买票。票没买到，
便听到有人议论，说谁家的孩子不见
了。老刘顿觉不妙，赶紧跑到老婆跟
前，见老婆蹲在地上，行李还在，但儿
子不见了。原来，儿子闲着无事，竟
然脱了衣服开始打起拳来，这大冷天
的，一个孩子竟然光着膀子打拳，很
快就吸引了很多人的注意，好几个人
围着老刘的老婆问长问短，他老婆一

转头，儿子不见了。
儿子被人贩子抱走了。
老刘自责不已，因为是儿子打拳

让人贩子盯上了，老刘认为都是自己
的错。老刘一打拳就会想起丢失的
儿子，他不再打拳了，就是有人高薪
聘请他当武术教练，他也不去。他一
门心思地找儿子，全国各地都找遍
了，可是，一点效果也没有。

一晃，老刘 60 多岁了。尽管老
刘后来又生了一个儿子，可老刘心里
依然空落落的。他想大儿子。

听说去派出所采血就有可能找
到儿子。老刘看到了希望。

可是，5 年过去了。儿子依旧杳
无音讯。老刘常常望着儿子的照片
发呆，心想着这辈子，估计再也见不
着大儿子了。

一天晚上，老刘被一阵电话铃声
惊醒，那边告诉他，让他第二天去认亲。

老刘听到这消息呆了半晌，他激
动得拉着老婆说了一夜的话。

第二天一大早，老刘就去了派出
所，DNA比对结果出来，老刘喜极而泣，
抱着丢失了30年的儿子，号啕大哭。

这之后，每天早上，老刘都在院
子里打拳。

拳

小小说

冲出黎明

。

李海波

摄

□罗裳

雪在开花
一朵挨着一朵，挤满了
村头、枝头和心头

尘世，纯粹而安详
无边的冬夜
被一朵一朵的洁白照亮

孩子们跳跃着，欢笑着
看见通往天堂的路
在纷飞的雪花中闪现

三两声啼鸣
是鸟雀从高处的睡眠中醒来
搬动白银的幸福

满头白雪的老榆树
佝偻着腰
在如豆的灯火里越发苍老

那桔黄的窗户呵，仿佛
含泪的注视
总担心，这飞雪会绊倒游子的思念

雪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