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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会杰王会杰

这里说的是南洛河这里说的是南洛河，，它出陕西省华山南麓入它出陕西省华山南麓入

河南河南，，一路向东一路向东，，流经卢氏流经卢氏、、洛宁洛宁、、宜阳宜阳、、洛阳洛阳、、偃偃

师师，，在巩义进入黄河在巩义进入黄河。。悠久的宜阳县城在洛河南悠久的宜阳县城在洛河南

岸岸，，对岸就是我的老家村落对岸就是我的老家村落。。小时候在洛河边嬉小时候在洛河边嬉

戏玩耍习以为常戏玩耍习以为常，，却不知这条河的古老悠长却不知这条河的古老悠长，，也不也不

知曹植知曹植《《洛神赋洛神赋》》说的就是这条河说的就是这条河。。现在回想起现在回想起

来来，，最让人不舍的最让人不舍的，，当属小时候的洛河当属小时候的洛河。。

（（一一））
不舍自然状态下的洛河之水不舍自然状态下的洛河之水。。

那时那时，，洛河随季节而消长洛河随季节而消长，，夏时最能展现它的夏时最能展现它的

威猛雄姿威猛雄姿。。河水暴涨时河水暴涨时，，那巨大的洪流裹挟着泥那巨大的洪流裹挟着泥

沙奔腾东去沙奔腾东去，，方圆几里回响着大而沉闷的嗡嗡声方圆几里回响着大而沉闷的嗡嗡声，，

过猛的水漫出了河床北岸过猛的水漫出了河床北岸，，灌进附近的湖泊灌进附近的湖泊、、柳柳

林林、、稻田稻田，，放眼望去放眼望去，，一片浑浊汪洋一片浑浊汪洋。。而此时而此时，，困在困在

田里的鱼在挣扎田里的鱼在挣扎，，尽可以逮捉尽可以逮捉；；柳林里也翻腾着白柳林里也翻腾着白

条鱼条鱼，，村民用网兜捞村民用网兜捞，，还有人用折下的柳棍将鱼打还有人用折下的柳棍将鱼打

晕扔在岸上晕扔在岸上。。洪水退后洪水退后，，形成的汊河和大水洼成形成的汊河和大水洼成

了捉鱼捉虾的好地方了捉鱼捉虾的好地方，，有人挥撒着简陋的渔网有人挥撒着简陋的渔网，，一一

网上来网上来，，就有不少杂鱼在里面蹦跳就有不少杂鱼在里面蹦跳；；还有人拿着小还有人拿着小

叉在周边捣来捣去叉在周边捣来捣去，，不多时就有一只小鳖被刺中不多时就有一只小鳖被刺中，，

只见鳖的爪子在叉尖上转动只见鳖的爪子在叉尖上转动；；群鸟不时落在水洼群鸟不时落在水洼

里里，，等它们再飞起来时等它们再飞起来时，，嘴里叼着的小鱼在空中闪嘴里叼着的小鱼在空中闪

着银光着银光。。大水给人们造成了损失大水给人们造成了损失，，但也肥沃了岸但也肥沃了岸

边的土地边的土地，，给人带来了乐趣给人带来了乐趣。。

洛河岸边百草丰茂洛河岸边百草丰茂，，是牲口的好饲料是牲口的好饲料，，娃子们娃子们

放学后和星期天放学后和星期天，，最重要的事情就是给生产队里最重要的事情就是给生产队里

割草挣工分割草挣工分。。他们游到南岸割他们游到南岸割，，割完后顶着草篮割完后顶着草篮

再游回北岸再游回北岸，，突遇洪水时突遇洪水时，，就把草篮子搭在牛背就把草篮子搭在牛背

上上，，将牛赶下河将牛赶下河，，自己拽着牛尾渡到北岸自己拽着牛尾渡到北岸，，然后叫然后叫

唤着回村唤着回村。。不发洪水时不发洪水时，，南北河滩宽阔逶迤南北河滩宽阔逶迤，，布满布满

了鹅卵石了鹅卵石，，一个一个踩上去并不硌脚一个一个踩上去并不硌脚，，反而能锻炼反而能锻炼

腿部脚力腿部脚力；；大一点的鹅卵石用来砌墙大一点的鹅卵石用来砌墙，，整齐而漂整齐而漂

亮亮，，如果放到现在如果放到现在，，肯定能卖出好价钱肯定能卖出好价钱。。逢烈日中逢烈日中

午午，，阳光照射下的河面阳光照射下的河面，，缈缈生烟缈缈生烟，，闪闪点点闪闪点点，，寂静寂静

而神秘而神秘。。大人叮嘱大人叮嘱，，这时段不要去洛河边这时段不要去洛河边，，水里有水里有

鬼鬼，，偶有溺亡者偶有溺亡者，，更增添了鬼的说辞更增添了鬼的说辞，，但娃子们经但娃子们经

不住洛水的诱惑不住洛水的诱惑，，照样出游照样出游。。

夏季水多夏季水多，，出行南岸主要靠摆渡出行南岸主要靠摆渡，，这也是村里这也是村里

的一项收入的一项收入，，记忆中大哥还当过船票员记忆中大哥还当过船票员。。到了南到了南

岸岸，，再拉上另一拨客人驶向北岸再拉上另一拨客人驶向北岸。。摆渡有间歇摆渡有间歇，，上上

下午有大致班点下午有大致班点，，太早得等太早得等，，迟了赶不上迟了赶不上。。雨天乘雨天乘

船比较难受船比较难受，，站在船上的人们站在船上的人们，，打着雨伞打着雨伞、、披着雨披着雨

衣衣，，你挨我你挨我、、我挨你我挨你，，汗津津汗津津、、脏兮兮脏兮兮。。遇到洪水遇到洪水，，

得停船得停船，，再急着办事再急着办事，，也只能等洪水退了之后也只能等洪水退了之后。。一一

段时间段时间，，洪水主峰一直靠着北岸洪水主峰一直靠着北岸，，对村庄有点威对村庄有点威

胁胁，，但突然有一天它却改道了对岸但突然有一天它却改道了对岸，，南岸有石坝挡南岸有石坝挡

着着，，不像北岸那样让人担心不像北岸那样让人担心。。

秋天到了秋天到了，，洛河水量变少洛河水量变少，，清流荡着微细白清流荡着微细白

浪浪，，人们甚至可以从浅处蹚过人们甚至可以从浅处蹚过。。中秋天高云淡中秋天高云淡，，洛洛

水像一条玉带蜿蜒向东水像一条玉带蜿蜒向东。。再往后凉意愈浓再往后凉意愈浓，，河面河面

更显冷阔更显冷阔。。宽阔的河床上宽阔的河床上，，集体的沙石队在小规集体的沙石队在小规

模作业模作业，，粉碎的小石块和筛出的细沙是上好的建粉碎的小石块和筛出的细沙是上好的建

筑材料筑材料，，无需担心生态受损无需担心生态受损，，来年一场洪水就可以来年一场洪水就可以

将沙坑淤平将沙坑淤平。。此时还有人在河边掘小汊并铺接竹此时还有人在河边掘小汊并铺接竹

席席，，不时有稀疏的小鱼顺着小汊落在竹席上面不时有稀疏的小鱼顺着小汊落在竹席上面，，蹦蹦

扎一会儿就僵在了那里扎一会儿就僵在了那里，，那真是捉鱼的最巧妙办那真是捉鱼的最巧妙办

法法。。进入严冬进入严冬，，洛河上下冰天雪地洛河上下冰天雪地，，滔滔顿失滔滔顿失，，在在

白茫一片的河面上白茫一片的河面上，，人们尽可以徒步地自由穿梭人们尽可以徒步地自由穿梭。。

小时洛水小时洛水，，无人干预无人干预，，自然消长自然消长，，百姓依河流百姓依河流

的四季变化调整着自己的起居生活的四季变化调整着自己的起居生活，，和谐而安然和谐而安然。。

（（二二））
不舍洛水岸边的动植物生长不舍洛水岸边的动植物生长。。

那个时候那个时候，，农历二月农历二月，，嫩绿吐出嫩绿吐出，，万条垂下万条垂下，，憋憋

了一冬的村民了一冬的村民，，来到柳林捋下最鲜嫩的芽蕊来到柳林捋下最鲜嫩的芽蕊，，拿它拿它

做可口的蒸菜做可口的蒸菜；；娃子们最喜欢折下柳枝娃子们最喜欢折下柳枝，，编成草帽编成草帽

戴在头上戴在头上，，有的还把柳条绾成花疙瘩有的还把柳条绾成花疙瘩，，甩来甩去甩来甩去。。

此时的洛河岸边此时的洛河岸边，，春风里夹杂着清冷春风里夹杂着清冷，，乍暖还寒乍暖还寒。。

到了三四月到了三四月，，大地彻底复苏大地彻底复苏，，洛河被春天包围洛河被春天包围。。最最

清新的是芦苇丛清新的是芦苇丛，，它点缀着上游两岸它点缀着上游两岸，，随风缓缓起随风缓缓起

伏伏，，引来鸟儿在上面盘飞引来鸟儿在上面盘飞。。河水中央偶有小片陆河水中央偶有小片陆

地地，，上面也有芦苇生长上面也有芦苇生长，，它们在春风里摇曳它们在春风里摇曳。。外祖外祖

父当过护林员父当过护林员，，他搭的草庵就在一片芦苇里他搭的草庵就在一片芦苇里，，本人本人

逗留过逗留过。。这片芦苇稠密这片芦苇稠密，，深处有不少鸟巢深处有不少鸟巢，，分别架分别架

在两三棵紧挨的芦苇之间在两三棵紧挨的芦苇之间，，里面往往有鸟蛋里面往往有鸟蛋。。芦芦

苇起防波作用苇起防波作用，，洛水到了芦苇丛洛水到了芦苇丛，，力量明显减弱力量明显减弱。。

成片的芦苇成片的芦苇，，是洛河岸边的青纱是洛河岸边的青纱。。

洛河北岸生长着大片树林洛河北岸生长着大片树林，，以杨柳居多以杨柳居多，，兼有兼有

杂树杂树。。到了夏天到了夏天，，林子里虫叫蝉鸣林子里虫叫蝉鸣，，聒噪声声聒噪声声，，娃子娃子

们可以粘鸟捉虫们可以粘鸟捉虫，，添点野味添点野味。。一场大雨过后一场大雨过后，，林子林子

地下草丛里地下草丛里，，生出很多菌类生出很多菌类，，还能拣到新鲜的地曲还能拣到新鲜的地曲

连连。。当然林子里也有危险当然林子里也有危险，，时有毒蛇出没时有毒蛇出没，，越是草越是草

丛茂盛的地方越要小心接近丛茂盛的地方越要小心接近，，一堆茅草中弄不好就一堆茅草中弄不好就

有一条花纹蛇盘卧其中有一条花纹蛇盘卧其中，，小时候娃子们最怕这种场小时候娃子们最怕这种场

景景。。树林内侧是大片农田树林内侧是大片农田，，上好的水浇地上好的水浇地，，常年轮常年轮

番种着小麦番种着小麦、、玉米玉米、、谷子和豆类谷子和豆类。。到了夏收和秋收到了夏收和秋收，，

人声鼎沸人声鼎沸，，田里一派繁忙田里一派繁忙，，随着随着““嚓嚓嚓嚓””的收割声的收割声，，被被

惊扰的野兔不断地窜出惊扰的野兔不断地窜出。。中午和暮色时分中午和暮色时分，，汗津津汗津津

的人们趁势到洛河边的人们趁势到洛河边，，擦擦脸洗洗脚擦擦脸洗洗脚，，冲涮一下冲涮一下，，收收

起劳累回村起劳累回村。。那个时候每个生产队都有打谷场那个时候每个生产队都有打谷场，，主主

要用来小麦和谷子脱粒要用来小麦和谷子脱粒，，小麦归仓后小麦归仓后，，那些碎麦秸那些碎麦秸

被垛成三五个球状体分立在打谷场上被垛成三五个球状体分立在打谷场上，，美观漂亮美观漂亮，，

一段时间还可用以牲口饲料一段时间还可用以牲口饲料；；玉米不进打谷场玉米不进打谷场，，直直

接掰棒堆在田头然后运走接掰棒堆在田头然后运走，，剩下的秸秆铡碎沤肥剩下的秸秆铡碎沤肥，，

没有现在的焚烧一说没有现在的焚烧一说。。还有棉花还有棉花，，这在当时也是常这在当时也是常

见农作物见农作物，，从春种从春种、、夏管到秋天摘棉夏管到秋天摘棉，，虽然十分费虽然十分费

力力，，但村里离不开它但村里离不开它，，人们要靠它纺线织布穿衣人们要靠它纺线织布穿衣，，那那

时家家户户都有手工纺车和织布机时家家户户都有手工纺车和织布机，，母亲纺线织布母亲纺线织布

的身影至今印在我的脑海里的身影至今印在我的脑海里；；最后一轮采棉结束最后一轮采棉结束

后后，，坚硬的花柴堆放起来用以冬天燃烧取暖坚硬的花柴堆放起来用以冬天燃烧取暖，，在当在当

时花柴是仅次于煤的燃料时花柴是仅次于煤的燃料，，十分宝贵十分宝贵。。一件事娃子一件事娃子

们最爱干们最爱干，，那就是遛花生那就是遛花生，，就是在收获过的花生地就是在收获过的花生地

再刨一刨再刨一刨，，希望再得到几颗希望再得到几颗，，由于花生种植不多由于花生种植不多，，又又

好吃好吃，，娃子们更喜爱它娃子们更喜爱它。。更应该讲的是红薯更应该讲的是红薯，，它是它是

百姓的主要口粮百姓的主要口粮，，一年中一半时间要靠它糊口一年中一半时间要靠它糊口，，秋秋

收过后收过后，，人们要将一堆堆大小不一的红薯切片晾人们要将一堆堆大小不一的红薯切片晾

晒晒，，以备储藏以备储藏。。晾晒时日晾晒时日，，在广阔的洛河北岸石滩在广阔的洛河北岸石滩

上上，，白色薯片如素练铺地白色薯片如素练铺地，，月夜里更是银光闪闪月夜里更是银光闪闪，，壮壮

美无比美无比。。

进入深秋进入深秋，，河岸杨柳渐渐变黄河岸杨柳渐渐变黄，，白色芦苇毛穗白色芦苇毛穗

随风起舞随风起舞，，空中不时有成排的大雁向南飞去空中不时有成排的大雁向南飞去。。平平

坦田地里长出了青绿的冬小麦坦田地里长出了青绿的冬小麦，，期待着来年夏日期待着来年夏日

的再一次丰收的再一次丰收；；田埂上紧贴地皮的葛巴儿草结实田埂上紧贴地皮的葛巴儿草结实

而坚硬而坚硬，，人们清理着上面残剩的枯枝秸秆人们清理着上面残剩的枯枝秸秆。。家家家家

户户储藏起不久前收获的秋粮户户储藏起不久前收获的秋粮、、红薯干和萝卜白红薯干和萝卜白

菜菜，，开始了过冬的准备开始了过冬的准备。。

小时洛河小时洛河，，以其所能给人以馈赠以其所能给人以馈赠，，百姓虽不富百姓虽不富

庶庶，，但似乎又很知足但似乎又很知足。。

（（三三））
不舍洛河之畔的湖泊不舍洛河之畔的湖泊。。

那时那时，，水特别多水特别多，，围绕水形成了许多湖泊围绕水形成了许多湖泊，，连连

村边都有类似湖泊的天然水塘村边都有类似湖泊的天然水塘。。塘里水量丰富塘里水量丰富，，

上面游着浮游物上面游着浮游物，，水里有一些红色鲫鱼水里有一些红色鲫鱼，，引来野鸭引来野鸭

时常光顾时常光顾，，除淤时能清出一窝鸭蛋除淤时能清出一窝鸭蛋。。最有名的湖最有名的湖

泊紧邻洛河北岸泊紧邻洛河北岸，，它们掩映在荆棘草丛中它们掩映在荆棘草丛中，，仨俩并仨俩并

列列，，每个如篮球场大小每个如篮球场大小，，从湖中流出的小溪与洛水从湖中流出的小溪与洛水

相连相连。。盛夏时节盛夏时节，，草木繁盛草木繁盛，，清晨中的湖泊清澈静清晨中的湖泊清澈静

谧谧，，散发出丝丝潮湿腥味散发出丝丝潮湿腥味，，蝉虫的吱吱声在沉寂的蝉虫的吱吱声在沉寂的

周围响个不停周围响个不停。。临近中午临近中午，，暑假中的男娃子们打暑假中的男娃子们打

破了这里的清静破了这里的清静，，一丝不挂的他们开始了与自然一丝不挂的他们开始了与自然

界的最亲密接触界的最亲密接触。。他们拨过布满水芹浮萍的近他们拨过布满水芹浮萍的近

域域，，徜徉在湖水中央徜徉在湖水中央。。狗刨是他们的常见泳姿狗刨是他们的常见泳姿，，水水

性稍逊的性稍逊的，，背上还绑个葫芦背上还绑个葫芦。。还有扎猛子还有扎猛子，，一头扎一头扎

到水里到水里，，看谁憋的时间最长看谁憋的时间最长。。水清不伤眼水清不伤眼，，扎到深扎到深

处还能清晰地看到湖底生物处还能清晰地看到湖底生物。。一些树长在水里一些树长在水里，，

游累了游累了，，还可以仰靠在上面歇息还可以仰靠在上面歇息。。下午两三点下午两三点，，随随

着娃子们的离开着娃子们的离开，，四周又恢复平静和蝉虫的喧闹四周又恢复平静和蝉虫的喧闹，，

悄临湖边悄临湖边，，会发现碗口大的几只鳖在晒太阳会发现碗口大的几只鳖在晒太阳，，密布密布

的浮萍上还卧着鼓鼓的大小青蛙的浮萍上还卧着鼓鼓的大小青蛙，，稍有响动稍有响动，，它们它们

会迅速地蹿入水中会迅速地蹿入水中。。天黑以后天黑以后，，湖泊周边流萤闪湖泊周边流萤闪

烁烁，，草丛和附近稻田里的蛙声一片草丛和附近稻田里的蛙声一片。。

夏末秋初夏末秋初，，天朗地清天朗地清，，草木依然葱茏草木依然葱茏，，个别植个别植

物已泛出微黄物已泛出微黄。。湖泊通向洛水的几条清流哗哗作湖泊通向洛水的几条清流哗哗作

响响，，近旁稻田里留着收割后的稻茬近旁稻田里留着收割后的稻茬，，飞舞的蜻蜓不飞舞的蜻蜓不

时落在上面时落在上面。。干农活的人在忙干农活的人在忙，，清流旁边更多的清流旁边更多的

是村妇的身影是村妇的身影，，这个时节的每一天这个时节的每一天，，都是她们浣衣都是她们浣衣

洗裳的好时光洗裳的好时光。。她们双脚浸在清流中她们双脚浸在清流中，，挽起的手挽起的手

臂在青石上揉搓臂在青石上揉搓，，木制棒槌发出捶打衣裳的扑扑木制棒槌发出捶打衣裳的扑扑

声声。。洗衣引来小鱼洗衣引来小鱼，，它们在水下面咬人的脚它们在水下面咬人的脚，，能清能清

晰听到妇女们的嘟囔和惊笑声晰听到妇女们的嘟囔和惊笑声。。天色将晚天色将晚，，妇女妇女

们不忘粗略地将自己收拾一番们不忘粗略地将自己收拾一番，，然后挎起箩筐然后挎起箩筐，，迈迈

着结实的步子着结实的步子，，有说有笑向村里走去有说有笑向村里走去。。

一个月后一个月后，，深秋来临深秋来临，，湖畔四面湖畔四面，，植物红黄相植物红黄相

杂杂，，霜降又很快使它们变成了大片金黄霜降又很快使它们变成了大片金黄。。一夜秋雨一夜秋雨

打过打过，，地面黄叶铺就地面黄叶铺就，，茂密林枝变得稀疏茂密林枝变得稀疏，，北方常见北方常见

的麻雀在那里叽叽喳喳的麻雀在那里叽叽喳喳。。清冷空气中透出好闻的清冷空气中透出好闻的

腐叶味道腐叶味道，，不远处的村落还飘来新秋粮做成的缕缕不远处的村落还飘来新秋粮做成的缕缕

饭香饭香。。

小时洛河小时洛河，，湖泊是它的绝配湖泊是它的绝配，，更是村民们的乐更是村民们的乐

水乐园水乐园。。

（（四四））
不舍洛河的支流滩涂不舍洛河的支流滩涂。。

那时那时，，紧挨我村东头有个东河滩紧挨我村东头有个东河滩，，它是洛河的它是洛河的

一条支流一条支流。。东河滩源头在村北较远的山里东河滩源头在村北较远的山里，，流到村流到村

里往南再走两里地即注入洛河里往南再走两里地即注入洛河。。东河滩自然形成东河滩自然形成，，

东西约东西约3030米宽米宽，，两岸是高高的土崖两岸是高高的土崖，，在村东出口在村东出口，，有有

一座石拱桥与河滩东岸连接一座石拱桥与河滩东岸连接。。沿桥边走到滩底往沿桥边走到滩底往

上看上看，，两岸土崖长满了树两岸土崖长满了树，，靠中间的还倒挂了下靠中间的还倒挂了下

来来。。特别是村里最东的几户人家就在崖边特别是村里最东的几户人家就在崖边，，他们被他们被

崖边的槐树枣树遮隐着崖边的槐树枣树遮隐着，，常见有人在院子里悠闲走常见有人在院子里悠闲走

动动。。由于离滩近由于离滩近，，这些户养的鸭鹅整天在下面游来这些户养的鸭鹅整天在下面游来

晃去晃去，，偶尔卧在沙石上偶尔卧在沙石上。。上桥过到东边上桥过到东边，，是村里骄是村里骄

傲的地方傲的地方，，那里建有合作社那里建有合作社，，还有食堂还有食堂、、磨面房磨面房、、理理

发店发店、、自行车铺等自行车铺等。。集市往南集市往南，，是开阔的庄稼地是开阔的庄稼地，，一一

年四季种植着大体相同的农作物年四季种植着大体相同的农作物，，似乎有两年忽然似乎有两年忽然

改种起牡丹改种起牡丹，，那两年牡丹装扮了田野那两年牡丹装扮了田野，，花开时节花开时节，，国国

色天香色天香。。再往南就到了洛河边再往南就到了洛河边，，洛河边高处有一座洛河边高处有一座

水文站水文站，，是娃子们向往的地方是娃子们向往的地方，，大家认为里面住着大家认为里面住着

城里人城里人。。站里的一位女孩后来成了我的小学同学站里的一位女孩后来成了我的小学同学，，

她穿戴干净她穿戴干净，，也很灵气也很灵气，，同学们都欢迎她同学们都欢迎她。。

东河滩春秋水少东河滩春秋水少，，冬天少量的水还结冰冬天少量的水还结冰，，娃子娃子

们可以放心地在下面玩们可以放心地在下面玩。。到了夏天到了夏天，，水势大起来水势大起来，，

个别还有几次小山洪个别还有几次小山洪。。洪水过后洪水过后，，靠土崖底端形成靠土崖底端形成

水坑水坑，，坑里有鲇鱼坑里有鲇鱼，，人们光着脊梁在捉人们光着脊梁在捉。。东河滩将东河滩将

到洛河时到洛河时，，靠村这边的土崖上面是一所乡办学校靠村这边的土崖上面是一所乡办学校，，

那是村里最活跃的地方那是村里最活跃的地方，，我就是在那里读完了小学我就是在那里读完了小学

和初中和初中；；校门口前面是一片开阔场地校门口前面是一片开阔场地，，地面长着几地面长着几

棵大柿子树棵大柿子树，，夏天也很凉快夏天也很凉快，，课间成群的孩子在柿课间成群的孩子在柿

子树下追逐嬉闹子树下追逐嬉闹。。这所学校留给我太多的记忆这所学校留给我太多的记忆，，深深

厚的师生情和同学情在那里结下厚的师生情和同学情在那里结下，，人生梦想更从那人生梦想更从那

里放飞里放飞。。

滩水继续南流滩水继续南流，，终于接近洛水终于接近洛水。。只见它由窄只见它由窄

变宽变宽，，成浅浅的三角形缓缓汇入洛河成浅浅的三角形缓缓汇入洛河，，水面开阔而水面开阔而

平坦平坦，，中间裸露的小沙石旁边长着荆条蒿草中间裸露的小沙石旁边长着荆条蒿草。。这这

里有丰富的水生物里有丰富的水生物，，脚下的鹅卵石脚下的鹅卵石，，随便翻开随便翻开，，就就

见几只螃蟹在爬见几只螃蟹在爬；；河底淤泥里随便一抠河底淤泥里随便一抠，，就能抠出就能抠出

个新鲜河蚌个新鲜河蚌。。两河交汇处引来群鸟觅食两河交汇处引来群鸟觅食，，它们扑它们扑

棱着翅膀争来抢去棱着翅膀争来抢去，，个别在这里短暂停留个别在这里短暂停留，，然后展然后展

翅飞向远方翅飞向远方。。

小时洛河小时洛河，，紧连东河滩紧连东河滩，，它润泽着岸边人民的它润泽着岸边人民的

心智心智，，更承载着他们对美好未来的希望更承载着他们对美好未来的希望，，就像东河就像东河

滩汇入洛河最后奔向大海一样滩汇入洛河最后奔向大海一样。。

………… …………

2020世纪世纪7070年代年代，，洛河上面有了第一座混凝土洛河上面有了第一座混凝土

大桥大桥，，现代化气息渐渐多了起来现代化气息渐渐多了起来。。现如今现如今，，洛河之洛河之

滨更是桥楼林立滨更是桥楼林立，，名车飞驰名车飞驰，，繁花似锦繁花似锦。。在为百姓在为百姓

生活巨变高兴的同时生活巨变高兴的同时，，又怀恋小时候中流泛舟又怀恋小时候中流泛舟、、芦芦

苇滩涂苇滩涂、、湖泊掩映等洛河情景湖泊掩映等洛河情景，，虽然它们已踪迹难虽然它们已踪迹难

觅觅，，但却成为我最难忘的美好记忆但却成为我最难忘的美好记忆。。

□□蔡瑛蔡瑛

戚建庄著的戚建庄著的《《成语里的河南成语里的河南》》今年今年88月由月由

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这是深刻了解这是深刻了解

中原文化的一本好书中原文化的一本好书，，值得赞贺值得赞贺！！

成语是人们长期以来习用的成语是人们长期以来习用的、、简洁精辟简洁精辟

的定型词组或短句的定型词组或短句。。是民间的历史记忆是民间的历史记忆，，是是

百姓的憎爱情感百姓的憎爱情感，，是大众的借鉴标尺是大众的借鉴标尺。。中原中原

文化是华夏文化之根文化是华夏文化之根、、中华文化之源中华文化之源、、黄河黄河

文明中心文明中心，，历史丰富厚重历史丰富厚重，，许多成语植根于许多成语植根于

中原大地中原大地。。

河南是中华民族与中华文明的主要发河南是中华民族与中华文明的主要发

祥地之一祥地之一，，历史上先后有多个朝代建都或迁历史上先后有多个朝代建都或迁

都河南都河南，，诞生洛阳诞生洛阳、、开封开封、、安阳安阳、、郑州郑州、、商丘等商丘等

古都古都，，涌现老子涌现老子、、庄周庄周、、墨翟墨翟、、韩非韩非、、商鞅商鞅、、张张

良良、、张衡张衡、、杜甫杜甫、、吴道子吴道子、、岳飞等历史名人……岳飞等历史名人……

中华民族中华民族 50005000多年多年的文明历史的文明历史，，河南作为河南作为

其政治其政治、、经济经济、、文化的中心近文化的中心近 30003000年年，，可谓可谓

处处有典故处处有典故、、处处有成语处处有成语。。

作为成语作为成语，，一旦约定俗成一旦约定俗成，，便世代相传便世代相传，，

融化于人们的记忆里融化于人们的记忆里，，乃至成为本民族最显乃至成为本民族最显

著著、、最辉煌的文化基因和符号最辉煌的文化基因和符号，，成为文化创成为文化创

新的不竭动能新的不竭动能。。在成语中在成语中，，不仅可发现厚重不仅可发现厚重

的中原历史文化的中原历史文化，，更连接着璀璨的未来更连接着璀璨的未来，，在在

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和建设美丽中国中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和建设美丽中国中，，是有是有

特别意义的载体与媒介特别意义的载体与媒介。。河南人民出版社河南人民出版社

出版的戚建庄著的出版的戚建庄著的《《成语里的河南成语里的河南》，》，以成语以成语

打开中原文化的千门万户打开中原文化的千门万户。。

《《成语里的河南成语里的河南》》共共225225千字千字，，内容分为内容分为

四部分四部分。。

神话传说神话传说。。伴随着民族的起源伴随着民族的起源，，神话传神话传

说成为最原始的文化符号说成为最原始的文化符号，，原始先民探究自原始先民探究自

然和社会之谜然和社会之谜，，把部落英雄神圣化把部落英雄神圣化，，赋予他们赋予他们

用无所畏惧用无所畏惧、、无所不能的精神和力量去征服无所不能的精神和力量去征服

自然自然、、战胜困难战胜困难。《。《盘古开天盘古开天》《》《女娲补天女娲补天》《》《河河

图洛书图洛书》《》《大禹治水大禹治水》》等等，，就是上古时期神话传就是上古时期神话传

说的典型代表说的典型代表，，而它们则出自河南而它们则出自河南。。

诸子百家诸子百家。。我们现在常用的成语我们现在常用的成语，，基基

本出自我国原典文化本出自我国原典文化，，如孔子的如孔子的《《论语论语》、》、老老

子的子的《《道德经道德经》、》、墨翟的墨翟的《《墨子墨子》，《》，《鬼谷子鬼谷子》》

《《列子列子》《》《庄子庄子》》以及汉朝的贾谊以及汉朝的贾谊、、张仲景张仲景、、许许

慎和唐朝的韩愈等诸方面的文化大家慎和唐朝的韩愈等诸方面的文化大家。。他他

们的经典名句是成语中的精华们的经典名句是成语中的精华，，我们应当我们应当

传承传承。。本书所选诸子百家本书所选诸子百家，，多数是河南人多数是河南人，，

所以所以，，他们的文化创造是河南的骄傲他们的文化创造是河南的骄傲。。个个

别的虽然不是河南人别的虽然不是河南人，，如孔子如孔子、、范仲淹等范仲淹等，，

但书中所选成语却是他们在河南这块热土但书中所选成语却是他们在河南这块热土

上产生的智慧结晶上产生的智慧结晶。。

诗词歌赋诗词歌赋。。中华民族自有文字之后中华民族自有文字之后，，最最

伟大的文化符号就是诗词歌赋伟大的文化符号就是诗词歌赋，，包括包括《《诗诗

经经》、》、唐诗和宋词唐诗和宋词。。其中流传千古的成语比其中流传千古的成语比

比皆是比皆是。。但本书所选取的都是与河南有关但本书所选取的都是与河南有关

的的，，要么是要么是《《诗经诗经》》中的中的《《郑风郑风》》和和《《卫风卫风》》中的中的

少量成语少量成语，，因为当时的郑国和卫国都在河南因为当时的郑国和卫国都在河南

境内境内；；要么是杜甫要么是杜甫、、白居易白居易、、刘禹锡刘禹锡、、李商隐李商隐

诗中的成语诗中的成语，，因为他们都是河南人因为他们都是河南人。。还有个还有个

别的不是河南人别的不是河南人，，如宋朝的李煜如宋朝的李煜、、范仲淹范仲淹、、苏苏

轼等轼等，，但凡选取他们创造的成语但凡选取他们创造的成语，，亦是发生亦是发生

在河南境内在河南境内。。

历史典故历史典故。。我们耳熟能详的历史典故我们耳熟能详的历史典故

绝大部分都见诸历史典籍中绝大部分都见诸历史典籍中，，如如《《周易周易》《》《周周

礼礼》《》《尚书尚书》《》《史记史记》《》《汉书汉书》《》《晋书晋书》《》《宋史宋史》》等等。。

从中选取发生在河南的历史故事从中选取发生在河南的历史故事，，可知河南可知河南

历史的悠久和厚重历史的悠久和厚重。。

将这四部分综合成书将这四部分综合成书，，年代从上古时代年代从上古时代

的神话传说开始的神话传说开始，，截至科学文化繁荣的宋代截至科学文化繁荣的宋代

结束结束，，以传统文化中的原典文化和经典著作以传统文化中的原典文化和经典著作

为蓝本为蓝本，，以历史名人为线索以历史名人为线索，，来追踪祖先的智来追踪祖先的智

慧流变慧流变。。纵览本书所选取的纵览本书所选取的300300余条成语余条成语，，

或出自神话传说或出自神话传说，，或出自历史故事或出自历史故事，，或出自名或出自名

言隽语言隽语，，语言简约语言简约、、气韵灵动气韵灵动，，展现了成语的展现了成语的

绵绵魅力绵绵魅力。。它们基本涵盖了河南省所有的省它们基本涵盖了河南省所有的省

辖市辖市，，由成语观照河南历史由成语观照河南历史，，再由历史解读典再由历史解读典

故故，，积珠成串积珠成串，，堪称一部充满现场感的河南历堪称一部充满现场感的河南历

史史；；从多层面从多层面、、多侧面提炼中原文化的众多文多侧面提炼中原文化的众多文

化符号化符号，，堪称一部别开生面的中原文化简明堪称一部别开生面的中原文化简明

读物读物。。

小时洛河小时洛河王来湾的诗意与深情王来湾的诗意与深情

从《成语里的河南》看中原文化

□□曲令敏曲令敏

王来湾是郏县堂街镇的一个行政村王来湾是郏县堂街镇的一个行政村，，依依

山傍水山傍水，，新楼瓦舍新楼瓦舍，，竹映树掩竹映树掩，，百鸟来栖百鸟来栖，，更更

兼质朴暖人的乡情和风味独具的美食兼质朴暖人的乡情和风味独具的美食，，如今如今

已成为众多摄影家和观光客的旅行打卡地已成为众多摄影家和观光客的旅行打卡地。。

偶然走近偶然走近，，那村那村、、那人那人、、那事那事，，云影一样云影一样

落在心头儿落在心头儿。。

百草园百草园
百草园是筎园管理者和来访者的菜园百草园是筎园管理者和来访者的菜园

子子。。一道山岭一道山岭，，上下辟为三阶上下辟为三阶，，如同三卷如同三卷

书书。。高树高树、、浅花浅花、、低草低草、、菜畦菜畦，，野生的野生的、、人种人种

的的，，数百样草木编排其中数百样草木编排其中，，别样的文字别样的文字，，灵动灵动

丰盈丰盈。。阳光温暖阳光温暖，，半片明月挂在杨树梢半片明月挂在杨树梢，，与与

明艳的太阳对望明艳的太阳对望。。风声来去风声来去，，人在其间人在其间，，松松

爽爽、、空明空明。。

最下面是果园和菜园最下面是果园和菜园，，更兼花园更兼花园。。

石榴石榴、、苹果苹果、、桃桃、、杏杏、、李李，，还有柿子和无花还有柿子和无花

果果。。棠梨花谢了棠梨花谢了，，红果挤疙瘩成串红果挤疙瘩成串。。金黄的金黄的

柿子压弯了枝柿子压弯了枝，，桂花已开过桂花已开过，，柔条大叶的桑柔条大叶的桑

树清莹莹把心思引向时光深处……树清莹莹把心思引向时光深处……

我喜欢丝瓜我喜欢丝瓜、、瓠瓜和葡萄瓠瓜和葡萄，，它们与开花它们与开花

正艳的凌霄相映正艳的凌霄相映，，浪漫又朴实浪漫又朴实。。竟然还有云竟然还有云

南白药南白药，，枝头花枝头花，，一两朵一两朵，，果实像长肥的秋果实像长肥的秋

葵葵。。脚下的草路脚下的草路，，镶着蜿蜒不已的鲜花镶着蜿蜒不已的鲜花，，红红

红黄黄红黄黄，，笑眼如眸笑眼如眸。。蒲公英一路相随蒲公英一路相随，，竟然竟然

长到瓦盆大长到瓦盆大！！

佛家有衣钵佛家有衣钵，，乞食于万众乞食于万众。。衣与钵衣与钵，，穿穿

和吃和吃，，原本就是人生大事原本就是人生大事。。百草园里亲到骨百草园里亲到骨

子里的子里的，，是菜蔬是菜蔬。。韭菜韭菜、、香菜香菜、、白菜白菜，，葱葱、、紫紫

苏苏、、白莲白莲、、木耳菜木耳菜，，还有甘蔗还有甘蔗，，还有鱼……还有鱼……

中间一层迭起中间一层迭起，，野树野藤从土崖上垂下野树野藤从土崖上垂下

来来，，各色花和果树之间有一溜玉米篓各色花和果树之间有一溜玉米篓，，金色金色

的玉米棒子的玉米棒子，，收拢着满园秋光收拢着满园秋光。。花脸长耳的花脸长耳的

母山羊咩咩呼唤着它的孩子母山羊咩咩呼唤着它的孩子，，小羊羔怕晒小羊羔怕晒，，

躲进圈舍躲进圈舍，，千呼万唤不出来千呼万唤不出来。。与羊舍相邻与羊舍相邻，，

还有黑猪还有黑猪、、鸡和鹅……这是百草园生态循环鸡和鹅……这是百草园生态循环

中的一环中的一环。。

最上面是药草最上面是药草，，离杨树梢上欲融未融的离杨树梢上欲融未融的

半片月很近半片月很近。。人没上去人没上去，，风把茵陈的香味吹风把茵陈的香味吹

下来下来，，浓浓的都是童年和老家的味道浓浓的都是童年和老家的味道。。

园主人告诉我园主人告诉我，，祁建华出生的窑洞就在祁建华出生的窑洞就在

园门西侧园门西侧，，掩藏在绿树长藤下掩藏在绿树长藤下。。这一园子繁这一园子繁

茂的草木茂的草木，，都是祁建华生命的转换吧都是祁建华生命的转换吧？？

祁建华祁建华
祁建华是王来湾清香远扬的人物祁建华是王来湾清香远扬的人物，，是这是这

片钟灵毓秀之地孕育出来的人类生命的人片钟灵毓秀之地孕育出来的人类生命的人

参果参果，，千百年一遇千百年一遇。。

能成圣贤能成圣贤，，自有他的清佳处自有他的清佳处。。有句话有句话，，

看清了生活真相之后看清了生活真相之后，，依然热爱生活依然热爱生活，，还有还有

一句话一句话““虽千万人我往亦虽千万人我往亦！”！”只是只是，，这两种境这两种境

界大都是教化的结果界大都是教化的结果，，这两种人都怀有清醒这两种人都怀有清醒

的悲壮的悲壮，，咬牙坚持用力咬牙坚持用力。。祁建华祁建华，，这个贫民这个贫民

的子弟的子弟，，他自带柔韧他自带柔韧，，就像稻麦要结果就像稻麦要结果，，就像就像

汝河水千回百转东流去汝河水千回百转东流去。。这是一种源自生这是一种源自生

命本初的情和痴命本初的情和痴。。生而为黄土大路上的草生而为黄土大路上的草，，

哪怕被踩进马蹄印里哪怕被踩进马蹄印里，，也要开出自己的花也要开出自己的花，，

结出自己的果结出自己的果。。

祁建华让我想到五四诗人徐玉诺祁建华让我想到五四诗人徐玉诺，，活着活着

的时候的时候，，背着箩头拾粪背着箩头拾粪，，卑微得如同草虫卑微得如同草虫，，被被

人讥讽为人讥讽为““神经病神经病”。”。如今人已逝如今人已逝，，他们光华他们光华

四射的传奇却惊艳了历史和众乡邻四射的传奇却惊艳了历史和众乡邻。。

祁建华出生的村落叫王来湾祁建华出生的村落叫王来湾。。一位名一位名

叫王来的人叫王来的人，，从山西洪洞大槐树下迁此居住从山西洪洞大槐树下迁此居住

而得名而得名。。王来湾原本是一个山村王来湾原本是一个山村，，北汝河转北汝河转

头向北头向北，，绕行阴山下绕行阴山下，，一年又一年一年又一年，，滔滔水浪滔滔水浪

舔着村庄的脚跟舔着村庄的脚跟。。打从祁建华出生那年起打从祁建华出生那年起，，

河水开始向西滚河水开始向西滚，，淤出村下数百亩一湾好淤出村下数百亩一湾好

地地，，从此五谷兴旺从此五谷兴旺，，百鸟来朝百鸟来朝。。

这是祁建华的气息在人们心里生成的这是祁建华的气息在人们心里生成的

新的神话新的神话。。

神话是迟来的拥戴神话是迟来的拥戴。。在新中国成立初在新中国成立初

期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文化大练兵中期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文化大练兵中，，祁建祁建

华创造的华创造的““速成识字法速成识字法”，”，让一个不识字的让一个不识字的

人在人在3030天内熟练读写和使用天内熟练读写和使用30003000多个汉多个汉

字字。。他的他的““速成识字法速成识字法””曾帮助曾帮助 50005000多万多万

人摘掉了文盲帽子人摘掉了文盲帽子。。普世的价值普世的价值、、惠民的惠民的

伟业伟业，，不是神话是什么不是神话是什么？？祁建华以祁建华以““中国现中国现

代著名文字研究专家代著名文字研究专家”“”“文化教育学者文化教育学者””的的

身份身份，，走进了中华文明的史册走进了中华文明的史册。。

祁建华和他的祁建华和他的““速成识字法速成识字法””载入了载入了

《《世界名人大词典世界名人大词典》。》。

祁建华纪念馆祁建华纪念馆
出百草园向东上一个坡出百草园向东上一个坡，，是落成于是落成于

20212021年年1010月的祁建华纪念馆月的祁建华纪念馆。。

这是王来湾一个名叫王谦的后生投资这是王来湾一个名叫王谦的后生投资

百万元建成的百万元建成的。。

人与人相见相知人与人相见相知，，用的是心灵之眼用的是心灵之眼。。

光阴如水光阴如水，，人就是无名的河砾人就是无名的河砾，，冲来撞去挤冲来撞去挤

拥在河床里拥在河床里。。大多时候大多时候，，如同一锅熬成粥如同一锅熬成粥

的米的米，，熙熙攘攘熙熙攘攘，，为利来为利来，，为钱往为钱往，，对面相逢对面相逢

不相识不相识。。只有从眼睫毛下的鼻尖上抬起头只有从眼睫毛下的鼻尖上抬起头

来来，，才能看见山河才能看见山河，，看见同样抬头望天光的看见同样抬头望天光的

同类同类。。这样的人得气于天地造化这样的人得气于天地造化，，他们的他们的

生命是不断成长生命是不断成长、、不会枯朽的不会枯朽的。。纵然命若纵然命若

舜花舜花，，也要像小麦一样活着也要像小麦一样活着，，像大杨树一样像大杨树一样

活着活着，，一辈子生机勃勃一辈子生机勃勃，，最终因结籽饱满最终因结籽饱满，，

让短暂的生命有了意义让短暂的生命有了意义。。

我与王谦初相识我与王谦初相识，，尚不敢把他定位到尚不敢把他定位到

这样的高度这样的高度。。但我知道但我知道，，他是清流他是清流，，他是气他是气

场与历史与山川相通的人场与历史与山川相通的人。。

下海创业下海创业，，几起几落几起几落，，终成事终成事。。值得庆值得庆

幸的是幸的是，，他和祁建华出生在同一片山水他和祁建华出生在同一片山水

间间。。祁建华在白象山上拾过柴祁建华在白象山上拾过柴、、开过荒开过荒，，他他

也在白象山上割过草也在白象山上割过草、、采过槐花采过槐花、、扒过蝎扒过蝎

子子。。少年仰慕的眼光对上了智者的星眸少年仰慕的眼光对上了智者的星眸，，

有种令人神往的交流和相通有种令人神往的交流和相通。。

为了那一缕魂牵梦绕的仰慕为了那一缕魂牵梦绕的仰慕，，王谦和王谦和

祁建华的女儿一起祁建华的女儿一起，，悉心搜集祁建华尚在悉心搜集祁建华尚在

的遗迹遗物的遗迹遗物，，把他把他8080多年的人生踪迹拓印多年的人生踪迹拓印

下来下来，，存放在拙朴如祁老生时的纪念馆存放在拙朴如祁老生时的纪念馆

里里。。古色古香的黛瓦白墙古色古香的黛瓦白墙、、竹树院落竹树院落，，室内室内

室外室外、、壁上案头壁上案头，，都是祁建华曾手泽心润的都是祁建华曾手泽心润的

物品物品，，珍贵的旧照片珍贵的旧照片、、教科书教科书、、作业本作业本、、往来往来

信件信件，，默默地讲述他的传奇人生默默地讲述他的传奇人生。。

纪念馆落成后纪念馆落成后，，8080多岁的老人来了多岁的老人来了、、2020

多岁的青年人来了多岁的青年人来了，，他们从广州来他们从广州来、、从北京从北京

来来、、从全国各地来从全国各地来，，只为对祁建华发自内心只为对祁建华发自内心

的感恩和敬仰的感恩和敬仰。。来得更多的是阡陌相连的来得更多的是阡陌相连的

邻县人邻县人，，他们骑着自行车他们骑着自行车、、电动车电动车，，或是让子或是让子

孙辈开着农用车孙辈开着农用车，，数十上百里数十上百里，，为了曾经被为了曾经被

滋养的心灵滋养的心灵，，连结起传承的绵绵青藤……连结起传承的绵绵青藤……

白象山白象山
这座海拔不足这座海拔不足 200200米的山米的山，，地处汝河地处汝河

右岸右岸，，得名阴山得名阴山。。传说楚庄王的女儿妙颜传说楚庄王的女儿妙颜

大皇姑大皇姑，，曾骑白象来这里修行曾骑白象来这里修行，，又名白象又名白象

山山。。

祁建华小时候在山上放羊祁建华小时候在山上放羊、、割草割草、、砍砍

柴柴，，长大后又在半坡的山洞里精心研读长大后又在半坡的山洞里精心研读1111

天天，，背熟一本旧字典背熟一本旧字典，，悟出了独树一帜的悟出了独树一帜的

““速成识字法速成识字法”。”。被错划被错划““右派右派””后后，，他在山他在山

上挖土洞独居上挖土洞独居，，挥镢刨石挥镢刨石、、开荒种地开荒种地。。清清清清

凉凉的星光凉凉的星光，，慰藉过他的孤苦吧慰藉过他的孤苦吧？？雨过天雨过天

晴的日子晴的日子，，放眼四外田川村落放眼四外田川村落，，也曾拓展过也曾拓展过

他的心域吧他的心域吧？？俯仰天地俯仰天地，，呼吸草木呼吸草木，，成就了成就了

一个柔韧而美丽的灵魂一个柔韧而美丽的灵魂。。

怀着朝圣的心怀着朝圣的心，，一路上行一路上行，，扑面相迎的扑面相迎的，，是是

山石草木的气息山石草木的气息。。家常的榆家常的榆、、杨杨，，熟识的荆熟识的荆、、

棘棘，，黄果的柿子黄果的柿子，，红珠果的山葡萄红珠果的山葡萄，，还有核桃和还有核桃和

大枣大枣，，还有不知名的藤花还有不知名的藤花，，默默摇风的白草和默默摇风的白草和

茅草茅草。。祁建华的归息地祁建华的归息地，，就这样被众多生灵捧就这样被众多生灵捧

护着护着，，寂寂在山腰寂寂在山腰。。朴朴素素一抔土朴朴素素一抔土，，墓碑上墓碑上

只有五个字只有五个字：：祁建华之墓祁建华之墓。。

站在白象山山顶站在白象山山顶，，看北汝河北去又南来看北汝河北去又南来，，

一个几字大湾一个几字大湾，，圈起圈起1313个村庄个村庄，，楼台村镇楼台村镇，，五五

彩斑斓的田园涌向天际彩斑斓的田园涌向天际。。山脚下隐隐一痕山脚下隐隐一痕，，人人

称马岭称马岭，，朋友说朋友说，，这里曾是往来货船停泊的码这里曾是往来货船停泊的码

头头。。北汝河还是汝海的年代北汝河还是汝海的年代，，从马岭向北数十从马岭向北数十

里到大留山里到大留山，，曾是一片汪洋曾是一片汪洋。。大禹治水大禹治水，，劈开劈开

龙门口龙门口，，水国变成了桑田水国变成了桑田。。

转眼曹操又来养马屯兵转眼曹操又来养马屯兵，，留下摩陂留下摩陂、、回军回军

庙庙。。

眼见他拆庙建学眼见他拆庙建学，，眼见他小高楼替换了土眼见他小高楼替换了土

坯房坯房、、拉力桥取代了古渡船拉力桥取代了古渡船。。机械耕作让犁耙机械耕作让犁耙

锄头变成了文物锄头变成了文物，，再一眨眼再一眨眼，，手机上点几下手机上点几下，，人人

在地球那一边在地球那一边，，就轻松改变了作物的密度和土就轻松改变了作物的密度和土

地的湿度……地的湿度……

““黄尘清水三山下黄尘清水三山下，，更变千年如走马更变千年如走马。”。”抓抓

起这个几字形河湾抖一抖起这个几字形河湾抖一抖，，会掉落多少人烟故会掉落多少人烟故

事事、、神话传说神话传说、、文化瑰宝文化瑰宝？？崆峒山崆峒山，，钧天台钧天台、、风风

穴寺穴寺、、三苏园三苏园，，张良张良、、刘秀刘秀、、诸葛亮诸葛亮，，李白李白、、杜甫杜甫、、

刘希夷……刘希夷……

““汝水无浊浪汝水无浊浪，，汝山饶奇石汝山饶奇石。。大贤在此居大贤在此居，，

佳士来如鲫佳士来如鲫。”。”

祁建华和祁建华的传承者祁建华和祁建华的传承者，，正为这条文化正为这条文化

长链添加着一段又一段璀璨迷人的故事长链添加着一段又一段璀璨迷人的故事。。

筎园筎园
过去不久的中秋节过去不久的中秋节，，来自北京来自北京、、南阳南阳、、洛阳洛阳

和平顶山的数十名诗人和平顶山的数十名诗人、、文友文友，，在祁建华纪念在祁建华纪念

馆近旁的筎园聚会馆近旁的筎园聚会。。与空明的月光竹影同坐与空明的月光竹影同坐，，

品鉴森子的诗歌品鉴森子的诗歌。。

竹林隔开了尘嚣竹林隔开了尘嚣，，美酒洗净了尘心美酒洗净了尘心，，琴语琴语

切切切切，，唤起来自唤起来自《《诗三百诗三百》》的雅韵的雅韵，，鸟虫唧唧鸟虫唧唧，，氤氤

氲着如梦的浪漫氲着如梦的浪漫，，一粒粒人一粒粒人，，笑语宴宴笑语宴宴，，把酒言把酒言

诗诗，，忘记了今夕何夕……忘记了今夕何夕……

火焰的舞蹈起自焦黑的木炭火焰的舞蹈起自焦黑的木炭，，这一片升腾这一片升腾

的诗意的诗意，，少不了灯光少不了灯光、、碗盏碗盏、、台桌和台布台桌和台布，，美酒美酒、、

瓜果瓜果、、冷餐冷餐、、热汤热汤，，这温情的支撑这温情的支撑，，让我记住了让我记住了

诗会的组织者王谦诗会的组织者王谦。。

他说他说：“：“站在田间站在田间，，鸟儿打着胡哨从头顶飞鸟儿打着胡哨从头顶飞

过过，，感觉天空并不是高不可测感觉天空并不是高不可测，，神灵就在不远神灵就在不远

处跟你挤眼做鬼脸处跟你挤眼做鬼脸。”。”

他说他说：“：“岁月在精神层面的慰藉才是真正岁月在精神层面的慰藉才是真正

的奢华的奢华。”。”

我的理解我的理解：：岁月的精神是情与思岁月的精神是情与思、、诗与美诗与美，，

也包括它们的块根也包括它们的块根——日复一日的劳作和回日复一日的劳作和回

味中的苦难吧味中的苦难吧。。

因为对诗与美与桑梓之地的热爱因为对诗与美与桑梓之地的热爱，，这些年这些年，，

王谦把心中的诗与画立体在了这片土地上王谦把心中的诗与画立体在了这片土地上。。

王谦专业学的是绘画王谦专业学的是绘画，，却酷爱诗却酷爱诗。。他创办他创办

公司公司、、建学校建学校。。心心念念的是心心念念的是““流淌的文化流淌的文化””

““凝固的音乐凝固的音乐”。”。有了收益有了收益，，回乡创业回乡创业，，流转流转

800800亩土地亩土地，，建起这个筎园……建起这个筎园……

竹尾扫云竹尾扫云，，天籁潇潇天籁潇潇，，筎园的竹子已有筎园的竹子已有4040

多种多种。。全国有全国有500500多种竹子多种竹子，，王谦打算把适生王谦打算把适生

的品类种全的品类种全，，成就一处竹文化博览园……成就一处竹文化博览园……

王谦说王谦说：“：“你看水边的马和羊你看水边的马和羊，，羊的样子多羊的样子多

善良善良！”！”

靠近汝河种的靠近汝河种的100100多亩竹子被水淹了多亩竹子被水淹了，，又又

栽了柳树栽了柳树。。沙土湿地沙土湿地，，长草浅草长得旺长草浅草长得旺，，成群的成群的

鸟盘旋鸟盘旋，，越发显得天蓝得深越发显得天蓝得深。。白鹭戏水白鹭戏水，，拨乱了拨乱了

云影云影，，野鸭打出成串的水漂野鸭打出成串的水漂，，被脚步惊起的长尾被脚步惊起的长尾

巴雉鸡巴雉鸡，，扑棱棱飞起来扑棱棱飞起来，，成双成对……成双成对……

孩子们会来的孩子们会来的，，有闲心有诗心的人也会来有闲心有诗心的人也会来

的的。《。《诗经诗经》》不远不远，，就在这凡常的民间就在这凡常的民间。。

《成语里的河南》封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