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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熊秀兰

岁末，霜风用苍劲的笔力，在心
形的梧桐叶上，勾勒出年轮的脉络。

雪在岁末的枝头，唢呐声声，回
响在遥远的村庄，出嫁的新娘，行走
在拥抱新生活的路上。草垛丰腴了
夕阳下的阡陌，河流在冰封之前，泛
起乡村温情的涟漪。

乡路一天天变宽，它与城市的立
交桥紧密相连，还有那些刻在田野上
的铁轨。气温随着冬季的深入而在
不停的下降，鸟巢完全袒露在高高的
枝头，对故乡的思念，已凝固成屋檐
下晶莹的冰凌。

晚风穿过黄昏的驿站，腊梅一朵
朵绽放。当田园融入梦乡的时候，曙
色已镀亮山峦。

新年将至，在母亲弯曲的手指尖
上不期而至，她脸上最深的皱纹，是
她眼里最遥远的路。

即将跨进新年的门槛，并不意味
着需要将逝去的旧时光打烊，无论成
功还是失败，都只是一种人生的历
练。岁月如流，新年只是时光渡口的
一条船，又迎来一次新的摆渡。

新年将至，让远离村庄的每一个
打工人充满渴望，刷新墙上日历的时

候，亦牵动着乡村与都市的脉搏。
乡村的炊烟，被风吹到遥远的异

乡，让游子悄悄珍藏。电话铃声响
起，成了寒冬里取暖的词汇，让我想
起母亲日渐佝偻的腰身，还有父亲锄
头上的泥土。

新年将至，每一个村口，总会多
一些眺望的视线，像冬青树一样苍
翠。乡情仿若天边缓缓掠过的云彩，
拉近一寸寸怀旧的思念，与田地里的
稻草人遥遥相对，留下一路流连。

新年成了一幅民风生动的版画：扭
秧歌，踩高跷，贴窗花……民俗拉近与春
节的距离，每一天都充满岁时的渴望。

新年的钟声还未响起，乡村就翻
开了自己的记事本。“桑夜就耕父，荷
锄随牧童。田家占气候，共说此年
丰。”春耕、夏播、秋收、冬储，每一页
都飘散着汗渍的气息，每一页都被岁
时的农谚填满。

新年将至，来不及仔细阅读旧年
的总结，在冬日的暖阳下，将撰写新
年的故事。

雪在岁末的枝头

□田福

天还不太亮，老人就用一只手轻
轻按了门卡。门无声地刚开启一道
缝，他的脸颊就像被人吹了一口，这
股风似乎在门外等他很久了。“关门、
关门。”从鸟笼子里传出一只鹦鹉沙
哑的声音。

老人一瘸一拐地离开这所院子，
习惯性地回头瞅了眼。院子里三层
的房舍被浓密的树木包裹着，像一个
藏着永不为人知的秘密纸匣。

老人转过身放开了步子。他要
去街心公园，那里有同样早起的几个

“鸟友”等着他。
街上已经有车辆行驶了，但都不

是很快，像还没睡足似的。
公园离老人的家不远，当他走得

感觉脊背冒汗也就到了。那儿是另
一番景象，鸟儿们见面可比人见面热
情多了。

在公园门口，老人被一个穿着白
衬衫的男人挡住了。“大爷，好早啊。”
老人一愣。男人像变魔术似的从身
后拿出鸟笼。老人一看眼睛亮了，笼
子里的八哥健壮、漂亮。八哥也会巴
结人，恰到好处地叫了一声。老人更
是喜欢得不得了：“往天咋没看见你
呢。”往公园里一指，“快，让他们都稀
罕稀罕。”男人却挡住了老人：“大爷，
您喜欢这只八哥吗？”老人：“何止是
喜欢。”男人急忙说：“那就送给您
了。”老人说：“年轻人，一大早就耍戏
我老头子，咱们非亲非故。”男人：“大
爷，不瞒您说，我认识您儿子。”老人
心里似乎明白了，微微一笑提起自己
的鸟笼子径直走进公园。

第二天，儿子下班，从车上拎下
那个鸟笼子。“爸，您想多了，他真是
我的朋友。”老人说：“我看他像个老
板。”儿子笑着：“看您，谈虎色变。”

老人的眼睛早盯着面前的八哥
了：“其实这八哥一眼就勾住了我的
魂，我只是怕给你添乱。”儿子说：

“爸，不会的，不会的。”
“这我可得给他们好好显摆显

摆。”老人说完，按了下手中的门卡打
开门，兴冲冲提着八哥出门了。

那扇门把父亲挡在门外。
一晃秋天了。树上浓密的叶子

开始发黄、掉落，老人就多了一项活
计，扫落叶，然后装进袋子，用手推车
送去附近的垃圾箱。树光秃秃了，树
上别的鸟少了，麻雀却多了起来。麻
雀就像那些饶舌的人，那嘴一刻也不
闲着。

老人一大早就将鸟笼拎到院子
里。八哥来到院子里，兴奋起来，与
树上的麻雀对叫。

这时老人的儿子起来了。“您小
心着凉。”儿子将一件衣服披在老人
肩上。老人并无反应，仍出神地看着
八哥与麻雀对唱。儿子心里掠过一
丝凉意：爸有了童心，说明真老了。

老人突然咳嗽了一声，树上的麻
雀扑棱棱飞走了。走了还不甘心，在
小院上空打了几个旋才没影。这下
八哥可急坏了。老人叨咕：“你再着
急我也不能放你出去。谁让你进了
笼子呢，当初在大自然多好。唉，一
旦进了笼子，真的连麻雀都不如。”老
人的眼睛竟有点湿润。

说完，老人拎起笼子，一瘸一拐
地走了。门又轻轻关上了。儿子看
着父亲的背影，不由地泪流满面。他
从小没了母亲，是父亲含辛茹苦把他
养大，教育他成为一个正直的人。

第二天，儿子把送鸟人约来，将
一张卡还给他：“这是一张门卡。”送
鸟人吃惊地说：“黄处长，您弄错了，
这不是门卡，是银行卡……”

话被儿子打断：“不，这就是门
卡，它打开的是监狱的门。”

门卡

□林子

俗话说，黄河“铜头铁尾豆腐腰”，说的
是上游、尾闾都不足为患，黄河危在中间、
险在中段。“水少沙多、水沙关系不协调”的
自然特性，造成黄河下游持续淤积抬高，使
河道悬于两岸平原之上，形成了“地上悬
河”，这是黄河下游的最大特征，也是历史
上造成黄河灾害频发的主要根源。

黄河考察小组成员驱车从三门峡出
发，至位于河南省荥阳市广武镇的桃花
峪。此地因县志记载“夹岸多桃林”而得
名。在桃花峪黄河右岸，耸立着黄河中下
游界碑。站在这里，向东望去，便是物华
天宝、人杰地灵的华北平原。

黄河自内蒙古河口村调头南下，奔流
1200余公里，进入下游。至桃花峪，黄河
终于摆脱了山地峡谷的束缚，从容不迫地
流进了辽阔的华北平原。

黄河中下游分界为什么选在桃花
峪？资料显示，这里位于中国地形第二阶
梯东缘，是“山地与平原分野之界”。桃花
峪左岸，以太行山为界，黄河告别了黄土高
原，来到了华北平原；其右岸，黄河流经秦
岭东延的崤山、熊耳山、外方山、伏牛山、邙
山等组成的豫西山地，进入华北平原。

中国地形第三阶梯地势低平，主体是
海拔低于100米的华北平原，包括黄河下
游冲积平原、鲁中丘陵和河口三角洲。

华北平原由黄河、海河和淮河冲击而
成，是中国三大平原之一，南界大别山，北
抵燕山，东临渤海、黄海，西为太行山，地
跨京、津、冀、鲁、豫、皖、苏七个省（直辖
市），面积达30万平方公里。华北平原人
口众多、经济发达。历史上黄河泛滥横扫
黄准海平原，这一带曾为黄泛区，至今尚
留有决口改道形成的沙岗、洼地等。

华北平原的存在，得益于太行山这个
屏障。太行山脉纵贯华北平原西部，北起
北京西山，南近黃河谷地，绵延400多公里，
是黄土高原与华北平原的天然界限。太行
山的最大功能是西阻黄土高原，东屏华北
平原，北佑京畿重地。太行山脉的突出特
征是东西横谷众多，自古就是交通要道、商
旅通衢，古时有著名的“太行八陉”，历来为
兵家必争之地，两千多年战火频起。抗日
战争时期，这里为华北抗战的主战场。

黄河过了桃花峪，在华北平原上舒展

开来，放慢了脚步，河道宽浅平缓，河水体
内泥沙开始沉降积淀，淤塞河道，水流难以
稳定地在一条河道上流淌，往往溢流改道，
水流散乱，四处蔓延，左右横扫，制造出了
令人闻之色变的黄泛区。为了约束黄河，
人们只好在步步抬高的河床上加堤筑坝。
长此以往，河床越高而堤坝愈高，遂出现黄
河下游近700公里的“地上悬河”。

除了悬河，还有滩区。为了防范河水
漫溢，自春秋中期开始，人们便在河道两
侧修筑内层堤坝约束河水，在河道外侧修
筑外层堤坝来防止洪水过度外溢。于是，
在内层堤坝和外层堤坝之间就出现了大
片滩区，洪水泛滥时行洪、滞洪、沉沙，没
有洪水时，百姓在滩区耕作、放牧牛羊。
由于地狭人稠，百姓在滩区土台上或高筑
地基建起房舍、村落，傍水而居。如今滩
区人家按照规划陆续搬离，开始新生活。

悬河和滩区，都是千百年来黄河下游
沿岸百姓与黄河周旋、磨合，探索积累的
经验和智慧。

自古以来，黄河下游“善淤、善决、善
徙”。黄河在塑造形成沃野千里的华北平
原的同时，也给沿岸百姓带来深重灾难。

据郑州黄河博物馆资料显示，黄河多
年平均输沙量为16亿吨。由于河水挟带
大量泥沙，进入下游平原后，地势平坦，河
道宽阔，流速放缓，泥沙迅速沉积，形成了
大面积的泥沙沉积区。据史料记载，历史
上，黄河进入平原后，放缓的主流在漫游
区游荡，造成严重的水灾、沙害。战国时
期，黄河下游大规模筑堤，开始改变漫流
状态。随着筑堤防洪、防沙，使行洪河道
不断淤积抬高，遂形成了高出两岸的“地
上悬河”。据记载，黄河下游沿岸地区的
城池均低于黄河河床，历史上一些城池多
次被泥沙吞噬。细看郑州黄河博物馆的

“开封城摞城示意图”，古都开封地下3米
至12米处，上下叠压着6座城池。这是
由于历代黄河泛滥所造成。

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由于自然气候
与人类活动的影响，黄河下游的水沙关系
极不协调，水沙矛盾日益突出。这又造成
了主流河槽泥沙淤积更加严重，河道内呈
现出河槽高于河道，河道又高于背河地面
的局面，即出现了“二级悬河”。悬河形成
后，在一定条件下就会出现决口泛滥，形
成“善决”。

决口，是历史上黄河常有的现象。黄

河自古水患频繁，主要在下游。据记载，
从先秦到1949年的2500余年间，黄河决
口 1590次，改道 26次，其中大的改道 5
次。决溢范围几乎涵盖华北平原。洪水
过后，河道淤塞，城乡淹没，良田沙化，造
成百姓流离失所，生态环境长期难以恢
复。令人痛心的是，历史上“以水代兵”，
人为决口10余次，给下游百姓带来了深
重灾难。

历史上黄河“三年两决口，百年一改
道”。黄河下游继“善淤、善决”之后，往往
会发展到“善徙”。据记载，公元前602年
（周定王五年）至公元1128年（南宋建炎
二年），黄河的迁徙大都在现行河道以北
地区，侵袭海河水系，注入渤海。公元
1128年至公元1885年（ 清光绪十一年），
黄河改道在现行河道以南区域，挤占淮河
水系，夺淮入海，注入黄海。最近的一次大
改道是公元1855年（清咸丰五年），黄河在
河南兰考东坝头村冲破北岸大堤，改变流
向，夺山东大清河经津利入渤海，形成现行
河道。在东坝头，九曲黄河最后一道大转
弯，留下了著名的东坝头险工。这次黄河
改道，泛滥了二十多年才逐渐修复堤防。

参观兰考县焦裕禄纪念馆，我们了解
到，当年纵横兰考境内有两条黄河故道，
造成风沙、盐碱、内涝。当时的县委书记
焦裕禄带领全县人民，挖河排涝、封闭治
沙、引黄淤灌、根治盐碱、栽种泡桐，最终
让二十多万亩盐碱地变为良田，从根本上
改变了兰考的面貌。虽是初冬时节，我们
看到兰考大地处处充满着勃勃生机。

千百年来，黄河下游百姓饱受水患之
苦。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
治理黄河，治黄历史掀开了新的篇章。在
总结借鉴前人治黄经验基础上，采取了一
系列综合措施，坚持不懈治理黄河，使黄
河得到有效治理。

如今，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
展成为国家战略。只要坚持不懈，久久为
功，黄河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目标一
定能实现，黄河一定会变为造福人民、永
续利用的幸福河。

千年悬河话沧桑
——黄河纪行

□王建中

诚信是宇宙天地的规律。天地是诚
信的，四时的运行，春夏秋冬如约而至；日
月的更替，阴阳变幻秩序井然。《周书》说：

“天行不信，不能成岁；地行不信，草木不
大。春之德风，风不信，其华不盛，华不
盛，则果实不生……天地之大，四时之化，
而犹不能以不信成物，又况乎人事？”

墨子说：“诚信者，天下之结也。”孟子
说：“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
孔子说：“民无信而不立。”我国古代，把
诚信列为君子五德之一。信亦被当做“五
常之本，百行之源”，五常即仁、义、礼、智、
信，是立世的基础，做人的根本，兴业、治
世之道。人们确认“不信不立，不诚不
行”。守信用、讲信义是中华民族的价值
标准和基本美德。

诚信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
容之一，既是对传统的继承，又是对传统
的超越，也是对历史的升华，表现出高度
的文化自觉与自信。

任何事情，偶然发生不足为奇，但重
复出现，必定不同寻常。“君子津济”“郭伋
竹马”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诚信典故，也
是较早被记载的诚信故事。

第一个故事发生在今准格尔旗十二
连城乡天顺圪梁的黄河渡口。北魏郦道
元的《水经注》记载：“皇魏桓帝十一年，西
幸榆中，东行代地，洛阳大贾赍金货随帝后
行，夜迷失道，往投津长，日子封，送之渡
河。贾人卒死，津长埋之。其子寻父丧，发
冢举尸，资囊一无所损。其子悉以金与之，
津长不受。事闻于帝。曰‘君子也’，即名
其津为君子济，济在云中城西南二百余
里。”意思是，一个中原商客载货架辇于
此，本欲渡河北往，不幸染病，宿于船夫之
家。不日，病重身亡。船夫葬之，封存所遗
钱货、账目。一年后，商客之子循路查找于
此，船夫将封存所遗钱货、账目如数交还。
商客之子要将钱货赠与船夫，船夫坚决不
受，也分文不取。汉桓帝北巡至此，闻之叹
曰：“真君子也！”其后，将该渡口名之曰：君
子津。作为水旱码头君子津，水路上达宁
夏、甘肃、青海，下接陕西、山西、河南，旱路
直通呼和浩特、包头、张家口、北京。在隋
唐时，已设水驿，建榷场。至元朝时，已经
成为重要的货物集散地和军事要塞。北
齐魏收《魏书》载：“冬十有二月癸亥，西巡
至云中，跄白道，北猎野马于辱孤山，至于
黄河，从君子津西渡，大狩于薛林山。”“冬
十月丁巳，车驾西伐幸云中，临君子津，会
天暴寒，数日冰结。十有一月戊寅，帝率轻
骑二万，袭赫连昌。”“帝闻之，乃遣就阴山
伐木，大造攻具。二月，车驾还宫。三月丙
子，遣高凉王礼镇长安，诏执金吾桓贷造桥
于君子津。”可见，君子津在历史上是一处

极其重要的渡口。明代以前，君子津一直
在准格尔。直到清初，随着黄河改道和河
运的衰微，才逐渐移到今清水河县喇嘛湾
镇，渡口也从黄河西岸移到了北岸。直到
京张铁路通车，河运消失，才彻底丧失了其
地位与作用。连同它一起消失的，还有托
克托县的著名黄河古镇河口，河口的名字
一直沿用至今。

第二个故事发生在今准格尔旗沙圪
堵镇纳林村。《后汉书·郭伋传》载：“郭伋始
至行部，到西河美稷，有童儿数百，各骑竹
马，道次迎拜。伋问‘儿曹何自远来？’对
曰：‘闻使君到，喜，故来奉迎。’伋辞谢之。
及事讫，诸儿复送至郭外，问‘使君何日当
还。’伋谓别驾从事，计日告之。行部既还，
先期一日，伋为违信于诸儿，遂止于野亭，
须期乃入。其为人若此。”

西汉末年，年轻的郭伋因才能出众被
任命为渔阳太守。王莽当权时，他曾担任
并州牧，并把并州治理得很好。光武帝刘
秀建立东汉王朝后，敬慕郭伋之名，征召
他入朝，拜为尚书令。郭伋嫉恶如仇，能
直言谏争，刘秀对他极为赏识。建武四
年，刘秀派郭伋出任中山太守，第二年又
因边境渔阳内有盗贼猖獗，外有匈奴之
患，调郭伋任渔阳太守，郭伋到任后，整顿
吏治，狠抓治安……由于郭伋显示出极强
的治理地方的能力，光武帝称誉他为“贤
能太守”。不久，光武帝又任命郭伋为并
州牧。并州是郭伋曾待过的地方，百姓都
曾受过他的恩德。他们听说郭伋再次来
并州上任，每过所属州县，百姓都扶老携
幼在官道上迎接。郭伋到任后，经常深入
民间，询问百姓疾苦。

有一次，郭伋到属下的西河去巡视。
到美稷县时，几百个儿童听说郭伋来了，
每人都骑着竹马（以青竹为道具，作马
骑），跳着欢快的竹马舞，来到官道上迎
接。郭伋问：“是谁让你们来的？”其中领
头的一个孩子说：“是我们自己商量的。
我们听说大人又回来了，非常高兴，就相
约着一起来欢迎您。”郭伋听了十分感动，
说：“谢谢你们对我的盛情，谢谢！”郭伋在
美稷巡视完后，又到另一个属县。那些儿
童又骑着竹马，赶来送行。他们把郭伋送
到城外，问他说：“大人，您回州府时还会
经过这里吗？”郭伋回答说：“这里是必经
之路，当然要经过这里。”儿童们又问：

“那您哪一天能回到这儿呢？”郭伋计算了
一下行程，把回来的日期告诉了孩子们。
郭伋在另一属县办完事，回美稷时，比原
先告诉孩子们的日期早了一天，他对属下
说：“我和那些孩子们约定了日期，不能失
信呀！”于是，郭伋和他的随行人员就在半
道停下来，在野外一个凉亭中露宿一夜，
第二天如约来见孩子们，这些孩子果然又
骑着竹马来城外迎接他了。美稷的乡亲
们得知郭伋为了不失约于孩子们，竟在郊

外露宿一夜，对他交口称誉，郭伋的威望
更高了。

这便是“郭伋竹马”典故的由来。后
来，“竹马迎郭伋”这一典故，用来称赞地
方官施政有方，成绩卓著，为老百姓所爱
戴，于是便有了成语“竹马交迎”，以此来
称颂地方官的诚信和贤德。唐代许浑《送
人之任邛州》：“群童竹马交迎日，二老兰
觞初见时”；孟郊《寄州李大夫》：“竹马迎
细侯，大钱送刘宠”；宋朝苏轼《次前韵再
送周正孺》：“诗叟未相识，竹马争见君”；
明朝孔天胤《赠张龙嵎太守入觐荣旋》：

“春日朝回守旧疆，万家烟景袭余光。桃
红细雨随车下，兰叶香风引绶长。再见君
王驰蜀道，重逢寇老借河阳。依然美稷儿
童辈，竹马纷纭迓路旁。”这些诗都是写
此事的，典故盖源于此。

美稷因盛产黍、糜而得名。“竹马迎
伋”的故事发生后，被传为美谈，不胫而走，
美稷遂驰名。美稷县为西汉时期的名城、
经济重镇。现在的纳林河，也就是皇甫川
流域，即郦道元在《水经注》中记载的历史
上著名的湳水。湳水流域有中国历史上
两座著名的县城，即曾一度做过西河郡驻
地的富昌县，现为准格尔旗沙圪堵镇与陕
西省古城镇的交界地。另一座就是曾为
南匈奴庭帐的美稷县。沿湳水，历史上曾
分布着广茂的竹林，我国古老的“竹马风
俗”起源于准格尔。从三国到南北朝，很多
著名的将军，小时候就是“竹马将军”，如夏
侯渊的三儿子夏侯衡等。

在准格尔这片土地上，有坐落在十二
连城黄河岸边、隋唐时期的胜州城，有北
宋时期的丰州城，即今纳日松镇二长渠古
城。这在中国县域内绝无仅有。

清康熙帝巡幸准格尔，称赞准格尔：
“见其人皆有礼貌……生计周全，牲畜繁
盛……”

上世纪二十年代，沙圪堵一个普通的
戏曲艺人演绎了一场关于诚信的绝唱。
何二扣与张玉成是准格尔一个戏班的演
员，张玉成在沙圪堵病逝，临终，托何二扣
办三件事，何均答应，其一就是要魂归故
里。何二扣千里迢迢将张玉成的遗体背
回山西文水。历时24天，何二扣跋山涉
水，将张玉成葬到家乡。何二扣履行其诺
言，为张玉成守灵3年。这期间，何二扣
从各处集来木料，和泥脱坯，为张的母亲
建房四间。春去秋来，历十七个寒暑，他
侍奉张母，为她送终。

这些故事典故是人之善良、正直、诚
信秉性的历史写照，也是中华民族传统美
德和优秀品质。

竹马争见君
清水河的陶瓷

□卫文英

高岭土的梦想
就在高原藏着
像知了猴渴望了多少年啊
终于被人捅开地面爬上来
在烈火中蜕壳，歌唱
更多的烧窑像树林一样长出来

高岭土的韧性粘紧了岁月
窑歌一唱就是五百多年
浪漫的花朵，天真的孩童
踏着田垄的耕牛，以及几只
飞翔的蝴蝶 冲向天空的鸟儿
在陶瓷的表面生动了宇宙

的形象
而在它的内部
则容纳了玉米、小麦、油和

飘着香味的面条
生活的细节在酝酿着一坛

一罐的幸福

此刻 我盯着木架上的一排瓷器
看到了高岭土在水中游泳的

影子
旋转在艺人的专注目光和温

热手指间
然后听到了它在火中跳舞的

声音
忍不住敲击几下 清脆的音符
把一生的故事抖落 让我想起
自己的童年，少年，青壮年
一切梦里梦外粘着泥土的芳华

水墨山居

□黑马

一滴露珠上的村庄
仿佛我珍藏已久的一幅水

墨山居
在心中一直怀有持久的爱
高高的麦垛，成为静止的星

座
寂静的乡村版画
泛着新鲜的光泽

桂花，在黄昏里浮动着
那一缕缕青蓝的细烟
从每一家的烟囱里飘出来
我们是自由自在的鱼
仿佛风，也不曾吹拂我们
手里的风筝还在晚霞里不

愿回家

那葱花的香味和柴草的气息
连同父母的咳嗽，在村庄里

弥散
沉思的老者还在传说里坐着
神仙的故事让人向往
一些人世间的事飘荡在花

的香气里

顽童，在时光中成长
枣树上的刺捍卫着树上的果实
那些仰望的美，在你的谜语

里得到答案
头顶的星辰，摇摇欲坠
那不曾被人注视的美
默默引领着村庄命运的走向

花好月儿圆

□迟凤君

带着雄风的套马杆
套出了日升月儿圆
飞驰的骏马
踏出了花香飘满天
马头琴再没有
忧伤的情感
春风里
大雁歌唱在云端

带着深情的套马杆
套出了花好月儿圆
飞驰的骏马
踏出了欢乐飘满天
牧歌声再没有
忧伤的情感
春风里
晚霞迎月花如烟

我的故乡我的家
美丽辽阔的草原
好日子带来了喜事连连
心爱的姑娘她回到了我身边
她说
再也不走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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亭亭山上松。 汤青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