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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一条河流的传说
钱良营

������我曾在豫东平原上的一个村庄生
活了 9 年。 那个村庄留给我的印象是低
矮的一座座草房错落、杂乱依附在一片
黄土地上。 村子里散落着高矮不等的柳
树、桐树和杨树。 遇到下雨的日子，狭窄
的村路上布满了泥泞，太阳出来后晒上
五六天，泥泞才会变成干坯一样的土疙
瘩。

1969 年的那个冬天， 我还是个少
年，和父母被生产队的一辆牛车拉到豫
东平原一个叫陶河的村子。 我们不是来
走亲串门， 而是从县城下放到这里种
田。 我们的身份由城镇居民转变为陶河
村村民。 牛车上装着全部家当———一张

破木板床和锅碗瓢盆、铺盖之类的生活
用品。 我们被安排住进了两间草房里。
后来得知， 草房原是生产队的牲口屋，
只因牛马驴繁衍后代过速，便给它们新
盖十多间较为宽敞的新房，而把这两间
狭窄的草房留给了我们。

少年渴望新生活的激情没能持续

多久，贫穷、落后、寂寞、冷酷让一颗火
热的心渐渐冷却下来。 陌生的面孔，陌
生的房屋，陌生的环境，很快让少年失
去了新鲜感，切肤地感受到难耐的寂寞
和孤独。

唯一感兴趣的是村子南边东西走

向的一条河流。 正值冬季，雪覆盖着河
堤、河坡，河岸上的柳枝被雪水结成的
冰凌压弯了腰， 河面上结着厚厚的冰，
似乎与河堤、河岸、河坡融为一体。 在银
装素裹下， 这条小河成了童话般的世
界。 内心彷徨的时候，总会沿着河岸，踏
着积雪行走，河道冰面上有觅食的灰色
鸟雀迅速掠过，一闪即逝，积雪覆盖的

河岸上留下一串深深的脚印。
这个村子有陶、孙、侯三姓村民。 据

说，500 年前或许更早一些，是陶姓人家
先在这条河边落户居住，繁衍生息。 所
以这个村子才叫陶河。 孙姓人家和侯姓
人家是随后在不同时期落户这里，与陶
姓为邻，相濡以沫。 然而，若干年后，陶
姓人口越来越少，且生计每况愈下。 而
孙姓和侯姓人家， 虽然生活也很艰辛，
但人丁兴旺， 呈现人欢马叫的一派气
象。 这让陶姓人家感到孤单与沮丧。 某
年某月的一日， 一位道士云游至此，陶
姓人家盛情款待。 道士为感恩陶家盛
情，授意秘笈。 后陶姓二子分别取名大
鞭、二鞭。 两杆鞭吓得“孙猴”不敢再偷
吃桃子。 又过数年，陶姓人家果然人丁
兴旺起来。

这只是个传说， 是不是真有此事，
并没有文字资料佐证。 但是，却给我留
下了深刻的印象。

冬去春来，冰雪融化后的小河呈现
出它美丽的姿态。 清澈的河水，欢快的
鱼儿在水中戏游，油绿的水草如女人长
长的秀发在缓缓流动的水波中舒展缱

绻，婀娜多姿。 青青的浮萍漂浮在水面，
虽然还没到盛开的花季，但是，盎然生
机展示着它的另一种美丽。 河坡上的野
花野草竞相峥嵘，嫩黄色的柳枝在春风
中摇曳着，播报着春天的气息。

这条小河成为少年的伊甸园。 多年
之后，我曾 6 次游览长江，也曾无数次
踟蹰在黄河岸边，多次领略过大海的博
大和浩瀚，但是，它们的宽广、豪放，却
难以抵消我对那条细细小河的怀念。 小
河的水在石桥下涓涓流淌的形态，在我

心头注入了太多的思索和眷念，让我难
以忘怀。

一个雷雨交加的黄昏，我目睹了一
名女子投河抗婚的悲剧。 女子叫小启，
住在距我家不远的一个破茅草屋里 。
小启那年 17 岁，长得很秀气，她的眼睛
很清澈，很纯净。 小启的父亲要把她嫁
给一个煤矿工人。 这个煤矿工人已经
40 多岁，他的妻子患病去世，撇下一男
一女两个孩子。 小启的父亲接受了男
人 500 元的彩礼钱，一手包办了小启的
婚姻。 在那个时代，500 元让小启的父
亲从一贫如洗变成村里的富翁。 男方
接亲的日子， 小启穿上一件只有过年
才舍得穿的水红色上衣， 躲过家人的
目光，独自去了小河边。 当有人发现她
的尸体在小河中飘浮时， 夜幔悄悄降
临。

小启的悲剧震惊了我的灵魂 。 原
来，贫穷可以夺走一个花季少女的青春
和生命！

后来才知道， 那条小河不叫陶河，
它有一个令人沮丧的名字———枯河。

是枯河，还是哭河或苦河呢？
恢复高考后的 1977 年底， 我考上

了一所师范学校， 从陶河走进了城市，
从贫穷逐渐走向富足。 但是，无论是读
书期间，或者是参加工作之后，陶河，那
个贫困的乡村，枯河，那条流淌着涓涓
溪水的河流，那个给了我无尽痛苦和煎
熬的地方，那个给了我无限憧憬和渴望
的地方，却成了永久的回忆。

40 多年后的一天，我终于回了一次
陶河。但是，那个令我魂牵梦绕的地方已
经完全变了样子。低矮的茅草屋不见了，

取而代之的是一座座青砖红瓦的小楼；
泥泞狭窄低洼不平的村路不见了， 取而
代之的是平坦宽阔的水泥路； 村头堆积
的垃圾， 以及积攒的各种牲畜的粪便不
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乡村文化广场；田野
里耕作农事的牲畜不见了， 取而代之的
是轰鸣的机械化耕作。 只有村外的那条
小河，还在一如既往奔流着。 不过，它的
形态犹如阅历了岁月沧桑的老人， 显得
更加深沉、厚重。

我伫立在河边， 眼前突然闪现那双
清澈、纯净的眸子，泪水一下子涌满了眼
眶！

在小河边文化广场的树荫下 ，几
个老人在聊天。 沧桑虽然写在他们的
脸上，但是，却掩饰不住从内心里流淌
出来的幸福和满足。 仔细辨别后，还能
依稀记起他们当年面朝黄土背朝天的

身影。 他们也认出了我，站起身来，像
久别的亲人一样拉着我的手嘘寒问

暖。
在我迷上用文字打发时光时， 陶河、

枯河、 哭河或苦河成了我笔下流淌的激
流。 我先后写了一批以陶河为素材的作
品，我写了陶河人的质朴和憨厚，写了陶
河人的贫穷和愚昧，写了陶河人的情仇和
爱恨，写了陶河人的希望和追求，写了陶
河人的过去、现在还有将来。

看到陶河村翻天覆地的变化，领略
了陶河人在脱贫攻坚战中不畏艰辛 、
勤劳奋进，甩掉了贫穷落后的帽子，实
现了小康社会的梦想， 过上了幸福美
满的生活。 我的心一下子热了，我为他
们的快乐而快乐， 也为他们的幸福而
幸福。

散 文

把酒话桑麻
王福周

������夜来南风起，小麦覆陇黄。
时值五月， 田野里已是一片金

黄， 炽热的阳光把麦芒炙烤得根根
竖起，麦仁挣脱麦穗的怀抱，跳到脚
下的黄土地上。

夜幕四垂，向晚的风里除了丝丝
凉意，隐隐约约还裹挟着一缕小麦秸
秆的清香。 晒干了的小麦秸秆可以编
成戒指、草帽，还可以插到酒瓶里当
作吸管，去喝那泡了薄荷叶和冰糖的
凉开水。

父亲是个干农活的好手，割麦子
时大手一拢， 镰刀向前一挥，“刷”的
一声， 一拢小麦便偎在了他的大手
里。 儿时，我曾试着模仿父亲割麦的
姿势，穿着崭新的凉鞋，拿着母亲特
地给我买的小号镰刀， 兴冲冲一镰
刀下去， 便在大脚趾上划出一个口
子。 于是，那个麦忙季我只能整日一
瘸一拐在地头和麦场边的梧桐树下

打杂。
每至农历八月，会有一个独属于

农村孩子的假期———秋假。 那时没
有播种机、收割机，没有而今一切现
代化大型机械。 那时的秋收是怎样
的呢？ 它一点一点在我的记忆里活
泛起来……

花生叶子渐渐泛黄，它们脚下的
土地被果实高高拱起， 不需深挖，用
手拨开表层的土， 就能牵着它的须，
拉出白白胖胖的花生。 那时，心急如
我， 连壳上的土也顾不得擦干净，就
把花生剥开。 花生的白袍子里是粉红
色的内衣，轻轻揭开，便是它白亮亮的
仁儿，嚼在嘴里，脆生生香甜无比。 在
花生叶子将要变黄的时候，秋收便真

正开始了。
玉米被我们一个一个掰下来，带

回家，午后和晚上，便是一家人坐在
一起剥玉米皮儿的场景。 玉米如小
山，一家人各战一方。 彼时，鼻端都是
玉米的清香，耳际萦绕的是单田芳或
者袁阔成，再或者刘兰芳的抑扬顿挫
之声，白眉大侠、薛丁山樊梨花、童林
传……

玉米秸秆有的像甘蔗一般甜，当
然， 这也是千百次实践后才发现的。
收了玉米，收了花生，便到了秋收之
中我最喜欢的环节———翻耕土地 。
老家的土是略带沙质的，当那黄褐色
的土被一层一层翻过来后， 我脱了
鞋，光着脚踩上去，凉、软、细腻而熨
帖。 土里还时不时会有一块遗落的
红薯或几个落下的花生，我和哥哥拿
个小篮子寻宝一般找寻， 每发现一
个，都高兴地尖叫，那时的快乐就是
如此简单。

犁完耙完后，便要“打畦岗”了，
于我，这是难忘的一件乐事。

平坦且细腻柔软的土地在我眼前

伸展，父亲和母亲各站一端，他们手中
拉着一根长长的彩色的细绳，拉直，蹲
下。我和哥哥各从一端开始，沿着那细
绳踩过去，脚下是微凉而柔软的土壤，
还有那根彩色的细绳。哥哥越走越近，
阳光把他的影子拖得长长的， 迈着欢
快的步子，一步一步走在我童年的记
忆里……

闭上眼 ，好似还有此起彼伏的
秋虫鸣唱 ， 还有泥土的微凉和芬
芳 ， 还有我们被晒得黑黑的带笑
的脸庞 。

��������周末小醉意正酣，
偷得浮生半日闲。

莫道人世多沧桑，
心宽无处不桃源。

（一）

（二）

灯 塔
刘蕴涵

��������在这个美妙的城市里
我寻着你的声音

寻着你的足迹

握着你那温暖的大手

毕竟我太恐惧那种走失的假象

从那座村庄离开后

灯塔熄灭了很长一段时间

我感觉无穷无尽的海水

把我围起来

我向四周望去

没有光亮

只有一片黑暗的乌云在天上飘

雷声震耳欲聋

带子似的闪电一瞥

雨像豆点儿般打下来

没有你我该如何靠岸

苔藓埋没了大海

狂风吹倒了树木

就在这风号浪吼的时刻

灯塔

一直伫立在那里

从未移动半步

树可以倒下

水可以流光

火可以灭掉

但灯塔

不可能熄灭

��������三川远眺似画廊，
风吹暑气日渐长。

鹤舞晴空来自去，
桃花流水送暗香。

夏日抒怀
史学杰

周口书画名家作品鉴

千年白果树
戚富岗

��������也许是因了一个不渝的誓约
那千年后的相拥

一棵树和一个传说

树已越千年

传说亦已越千年

在那个已越千年的传说里

刘秀饰演了主角

在树前只一脚

就踏出一片不灭的记忆

然后

真诚的白果树

质朴的白果树

痴情的白果树

用绿叶扩展阳城的厚重

用根系汲取历史的深邃

用年轮放大岁月的沧桑

用苍劲的枝条把那个风里的

故事

延伸再延伸

拉长再拉长

冯剑星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