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英雄赞歌
王雪奇

一位英雄

就在那片火海诞生

他像一颗不怕烈火的金子

顿时吸引了无数双眼睛

啊
!

英雄

让所有军人骄傲的英雄

让所有周口人及中原人骄傲

的英雄

你的名字就像

春天里的一道霞光

火红!火红

刚刚二十三岁

是那么年轻

你却选择在烈火中永生

想起你"怎能不让人心痛

你的英雄事迹

怎能不把上天感动

那漫天飘飞的白雪

就是上天派来的使者

特意为你送行

那一连几天的大雨滂沱

好似一曲英雄的悲歌

把你的事迹与世人诉说

郑春光啊
!

你的生命虽短

但你的周围却堆满了光荣

你的里程很短

但你的路却用金银铺成

让我们敬仰的英雄

别人选择了欢乐过年

你却选择了火海一片

燃烧自己的青春

把他人生还

你就像天上一颗流星

把所有能量释放在那个瞬间

划破整个夜空

惊呆那一颗颗繁星

轰动整个中原

追忆母亲
高德领

母亲走了!她是与病魔顽强抗争了

"#

个年头后离我们而去的"母亲的仙逝

给我们留下了深深的悲痛和无尽的哀

思"

母亲是一个平凡的女性!

"$%&

年农

历七月初二出生在湛河区荆山村一个

穷苦的蒙古族家庭!兄妹四人中排行老

大" 因家境贫寒!我姥娘去世又早!使她

自幼就养成了吃苦耐劳#勤俭持家的良

好习惯和朴素善良#乐于助人的优秀品

质" 她终生务农#终日操劳!从我记事

起!就常常见她天不亮就起床把全家人

的饭做好再下地干活!晚上还要在昏暗

的灯光下缝补衣服!我半夜醒来总能看

到她那忙碌的身影"

在上世纪六十年代三年自然灾害

时期!国贫家穷!生产队一天的劳动报

酬只有几毛钱" 为了多挣工分!母亲起

早贪黑参加生产队劳动!经常寒夜里跑

十几里到市内拉粪! 回到村里天还不

亮" 为补贴家用!耕作之余还要割野草#

捡菜叶养猪卖钱" 生活困难时期!母亲

精打细算!做每顿饭都要把当时的主食

红薯面称一称! 生怕吃超了接不上顿"

为调节生活! 她一晚上擦一百多斤红

薯!第二天用淀粉打成凉粉!做成$蛤蟆

蝌蚪%&后来才知道叫
!

'! 看我们狼

吞虎咽吃得津津有味! 她开心得笑了"

母亲乐善好施#热心助人!她的善良在

全村是出了名的!人称$大善人%!谁家

有事都肯帮忙!跑前跑后!尽力相助!常

拿出并不宽裕的粮食接济乡邻" 母亲孝

敬老人!我奶奶得糖尿病多年!后期卧

床不起!她端屎端尿!精心伺候!直到送

终" 她与父亲相濡以沫!共度时间!一同

撑起我们虽不富裕但幸福和谐的大家

庭"

"$$#

年父亲遭遇车祸住院治疗了半

年!她在医院无微不至#悉心照料了六

个月" 母亲与人为善!与邻里和睦相处!

从没有听到她骂过人!也没有见过她跟

任何人红过脸#吵过架" 母亲对晚辈更

是精心呵护#关怀备至" 有一年我儿子

做阑尾炎手术!她彻夜不眠!我几个妹

妹家的小孩也多由她一手带大" 在母亲

的示范和带动下!我们家形成了尊老爱

幼#勤俭持家#善待他人#团结和睦的良

好家风" 可以说!母亲身上具有着中国

劳动妇女所有的传统美德!我们为有这

样的母亲感到骄傲和自豪"

母亲是一位伟大的母亲!不仅给了

我们生命! 含辛茹苦养育我们兄妹六

人!还身体力行教育我们好好做人" 记

得小时候随母亲到邻村拾麦时捡到一

个烟袋! 她让我在烈日下等候失主!直

到归还后才离去!还告诉我说($别人的

东西咱不要" %这句朴素的话让我深刻

铭记#终身受益" 还记得那一年大食堂

刚解散!磨面全靠生产队仅有的一头小

毛驴!无奈之下!我和母亲只好晚上去

推磨!磨杠绳突然断了!我的头碰到磨

盘上鲜血直流&至今还留有伤疤'!母亲

抱着我大哭一场!哭罢还嘱咐我说($孩

儿啊!要是你长大中用啦!一定要想办

法让老百姓别再推磨" %

"$'#

年初我担

任了大队党支部书记!上任伊始就到驻

马店确山县购回电动磨面机!结束了全

村磨面靠驴拉人推的历史" 母亲的夙愿

实现了!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 母亲

虽然没有文化!但她用崇高人格和行动

一直在教育着我们#影响着我们#激励

着我们!她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

富" 她是我们的启蒙老师!教会我们如

何做人)她是我们的终身老师!教育我

们如何做一个好人"

过度操劳使母亲多病缠身!年轻时

就常常失眠!靠大把大把地吃药才能入

睡" 过多用药使她脑血管受损!患上了

脑梗塞! 后来又发展成为老年痴呆!

"#

年间卧床不起! 经受了长期的病痛折

磨" 这些年我常常在她病榻前哭泣!为

无法替她老人家分担痛苦而痛心疾首!

却又无可奈何!也常常在心里抱怨老天

如此不公!为什么要让母亲这么好的一

个人!在她本应颐养天年#尽享天伦的

晚年饱受疾病的折磨* 在母亲遗体告别

的那天!室内哀乐响起!室外瑞雪普降!

片刻间大地苍茫" 看来是母亲的善良和

儿女的孝心感动了上天!在为母亲致哀

和祈福吧*

母亲!您尽管放心地走吧* 您在我

们心中永远与天地永恒# 与枝叶长青!

我们会永远想念您的* 我们也一定会照

顾好年迈的父亲! 教育好子孙后代!好

好学习 !踏实做人 !扎实做事 !努力工

作!报效国家!为您老人家争光*

母亲姓马!庚午马年出生 !壬午马

年欠安!甲午马年脚踏彩云#驾鹤西去!

我想这一切都是天意!兆示着她的故土

和她的后人将万马腾飞# 马到成功#兴

旺发达* 相信母亲一定会含笑九泉*

谨以此文献给我敬爱的母亲*

#作者曾任周口市人民政府市长$

瑞雪如愿
马怀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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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久旱不雨甘霖盼"

鹅毛漫舞%破五&天'

玉树琼花竞绽放"

银装素裹沙颍间(

二

禾苗有幸披锦被"

瑞雪如愿兆丰年(

大地净化尘埃除"

亿万人民歌长天(

柳家喜事!河南坠子
!

蔡德龙 创作

柳河岸有个柳家弯"

柳家弯有个柳老汉(

柳老汉今年
(&

岁"

乡里模范好党员(

他没生多男并多女"

有个儿子名志坚(

他家本应该只娶女"

可偏偏"

娶了儿媳又娶男(

要问这事有多稀罕"

咱压根到梢说一遍(

那年志坚十八岁"

志愿参军到海南(

乡亲们送他大红花"

父母嘱托他好好干(

志坚从此理想大"

步步工作走前面(

他是连里好战士"

他是班里好党员(

张张喜报传家乡"

十里八村都称赞(

有个姑娘叫赵小娟"

手捧喜报心里甜(

)这是志坚的心一颗"

海南家乡紧相连( &

那一天"

他们在部队结了婚"

全连战士笑开颜(

从此后"

赵小娟回到家"

又干家务又种田(

冬天给老人送温暖"

夏天给老人送甘泉(

乐得二老合不上口"

逢人就夸赵小娟(

一天出门夸三遍"

从街心夸到街外边(

忽一日"

部队来了电报一封(

说志坚"

在抗洪抢险中把生命献(

他的事迹登上报"

他的牺牲重泰山(

柳家大妈知此事"

心中悲痛泪涟涟(

儿子虽好人已去"

留下老人多孤单(

从今后"

谁能为俺做顿饭*

谁能为俺送件棉*

这是二老心里话"

可没有高声低语对人传'

这一天"

喜鹊登枝歌声高"

小娟又回柳家弯'

带着米"带着面"

带着菜叶和鸡蛋'

进门就问二老好"

)别为志坚太心酸'

志坚人去精神在"

他的爱心我们传' &

大妈说+

)明知儿子已不在"

你就是来"

在这还能住几天* &

小娟说+

)我来你家就不走"

还带来位同志叫松山'

俺们同做一个梦"

都在雷锋志愿团'

天下父母一样亲"

决心来这把家安'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定叫日月换新天' &

柳家大妈听此言"

心窝里掏掉一块砖'

上前紧握小娟的手"

激动的泪水打衣衫'

)老头子"老婆子"

咱快整新房迎新人"

欢迎小娟和松山' &

这真是"

社会主义新风尚"

柳家喜事万家传,

寒夜寄怀

薛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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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欣闻雀噪望长空"

尤叹西风侵树声'

漫道天边霞渐远"

临窗乐取一寒星'

二

寒烟冷雨愈黄昏"

独步风中欲断魂'

无奈临溪寻雅赋"

词工暗问醉何人*

三

轻舟渐远桨声遥"

梦里依稀闻碧涛'

回望滩头烟雨至"

北国何处雪花飘*

四

堤岸谁人调玉筝"

声声哀诉古今情'

长歌不忍付流水"

骤起关西杨柳风'

五

轻轻步入梦中来"

十里香飘花渐开'

星汉迢迢终有路"

仙云飞度莫徘徊'

六

听凭冷雨打疏窗"

一夜幽思留念长'

遥想孤山云欲散"

无边风月话沧桑'

沙颍文艺组版编辑"李硕 实习生"王婷婷 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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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深处看周口
郭志刚

沙河#颍河#贾鲁河从西北方向奔

流而下! 在广袤的豫东平原聚合在一

起!成三川交汇之势"

明朝初年!这里的农民为了交换生

产和生活用品! 在沙河两岸形成集市"

由于沙河横隔!交流不便!乃冲子午街

&今老街'处辟一埠口" 其时!有一周姓

船户往返摆渡" 因之!取名周家渡口!周

家口由此得名"

明永乐六年!朝廷开辟淮河#颍河#

沙河漕运!周家口成为漕运要道!逐渐

繁荣起来" 至清康乾!周口的商贸臻于

鼎盛" 当时!周口的人口达到
#&

余万!

城市依沙河东西
"&

华里!三面夹河!舟

车辐辏 !北通燕赵 #南达江楚 #西连秦

晋#东通泗淮!成为中原大商埠!与朱仙

镇#道口镇#赊旗镇齐名!合称河南的四

大名镇" +周口史志,记载(沙颍河中桅

樯林立!烟火万家!河岸上水陆交汇!财

货堆积如山" 白天!千船竞发!布满河

道!搬运装卸货物者!来来往往)晚上!

渔火点点!歌声阵阵--明朝翰林学士

熊庭弼过周口! 感其繁华! 欣然赋诗(

$万家灯火侔江浦#千帆云集似汉皋" %

在周口市区沙颍河北岸!坐落着一

片金碧辉煌的宫殿式古建筑群" 它就是

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周口关帝

庙"

%&&

多年来!他像一位历史老人陪伴

着静静东流的沙颍河!见证着周家口商

贸的繁荣和鼎盛" 关帝庙始建于清康熙

三十二年 &

"($%

年 '!至咸丰二年 &

").#

年'全部落成!历时
".$

年" 据说是一怒

之下的千古杰作" 当时!在周家口南岸

有一座关帝庙!由于交通不便!沙河北

岸的山陕商人往往因为烧不上第一炉

香而与沙河南岸的山陕商人发生矛盾"

一怒之下!北岸的山陕商人便在北岸建

造了一座更大的关帝庙!就是现在保存

下来的关帝庙" 这是目前河南省最大的

关帝庙" 庙内最有艺术价值的是木雕和

石雕!上面精雕细刻了$五福捧寿%#$加

官晋爵%#$金玉满堂%等吉祥图案及$鲤

鱼跳龙门 %# $喜鹊闹梅 %# $马上封猴

&侯'%等传说故事" 其中有一扇浮雕非

常有意思!画面上!前面一人骑马!中间

一人骑驴!后面一人挑担!意为$别人骑

马我骑驴!后面还有挑担哩%" 教育人们

比上不足#比下有余!要知足常乐!个中

道理!值得反思"

"$$%

年!周口关帝庙迎

来了两位尊贵的客人!他们是中国古建

筑专家罗哲文和郑孝燮" 其时!周口正

为关帝庙申报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而

积极努力!这两位堪称泰斗级的人物是

应邀前来鉴定的" 看了这些精妙绝伦的

雕刻艺术!梁思成的关门弟子#清华土

木工程系主任#当下最具权威的文物考

古学家罗哲文老先生说了一句话($这

是真正的国宝* %

关帝庙的前身是山陕会馆!是商人

们联系业务#交流信息#聚会或寄居的

地方" 而在其上游
.&

里处!还有一处与

商人有关的古建筑群! 它就是被称为

$民间故宫%的叶氏庄园" 叶氏庄园位于

商水县邓城镇&邓城!因三国名将邓艾

在此屯兵而得名'! 始建于清乾隆六十

年 &

"'$.

年 '!于同治七年 &

")()

年 '建

成!历时
'%

年!耗白银百余万两!有楼

房
/&&

多间!占地
"&&

多亩" 叶氏庄园

的建设有一个十分传奇的故事" 叶氏先

祖叶绍颐!明末移民时从山西洪洞县迁

居此地" 当时沙河航运发达!邓城镇与

沙河毗邻! 行旅商贾多在此留宿中转"

叶绍颐夫妇便在沙河码头边开小饭店

维持生计!一天晚上!有一陕西珠宝商

乘船来到邓城!宿于此店" 第二天早晨

珠宝商仓促开船西去!遗忘一包裹于店

内" 叶绍颐发现后原封不动地把包裹放

置起来!以待客商来取" 第二年!该珠宝

商又宿于此店!叶绍颐将包裹取出完好

无损地归还珠宝商" 珠宝商异常惊讶地

说($此包裹遗失何处!我已忘记!没想

到今日失而复得" %商人将包裹打开!光

芒四射!满屋生辉!珠宝玉器无一遗损"

珠宝商深为叶绍颐的忠厚诚实所感动!

遂与叶结为异姓兄弟!后赠巨款为叶氏

置田建宅!并资助其经营" 加之叶绍颐

夫妇勤劳朴实!善于经营!遂成当地巨

富!才有了后来的叶氏庄园" 这则故事

也说明周口历史上就民风淳厚!具有诚

实守信#拾金不昧的美好传统"

周家口历史上主要是商业重镇!但

其同时又是兵家必争之地" 清同治四年

&

")(.

年'!两江总督曾国藩为了镇压捻

军 !设四镇重兵 !以安徽临淮 #山东济

宁#河南周家口#江苏徐州为老营" 四镇

之中!以周家口最为重要!曾国藩亲自

率骑步各营驻扎周家口" 为增补战马!

驻军每年专程到内蒙# 张家口置办马

匹!一次购回数千匹!沿途浩浩荡荡" 自

此!打开了南北两地贩马的通途!内蒙

一带的马贩来周贩卖!周家口一带的客

商往张家口贩卖!牲畜及皮毛交易业从

此兴旺" 遂有$北有张家口#南有周家

口%之称"

"$%)

年
$

月!淮阳沦陷后!日

军为了控制整个豫东! 威胁平汉铁路!

于同年
"&

月! 对周口发动了持续数天

的猛烈进攻" 当时由于北大堤挡住了汹

涌的洪水! 周家口以北变成了宽达
#&

余里的水乡泽国...黄泛区" 泛区以北

各县相继被日寇占领" 周家口正处在洪

水南岸!为国共两党军队控制地区的边

缘!又居豫皖水陆通道中枢!在军事#交

通等方面的地理位置非常重要" 在新四

军四师师长彭雪枫的领导下!国共联合

抗日!终于击退了日寇!自此一战!历时

六载!日军不敢再犯周家口"

"$/'

年
'

月!刘邓大军强渡黄河!千里跃进大别

山!路经沙河" 蒋介石统领大军!妄图把

刘邓大军一举歼灭在沙颍河北岸的黄

泛区" 后来!在周口人民的大力支援下!

刘邓大军顺利通过黄泛区! 抢渡沙颍

河! 像一把尖刀插入国民党统治的心

脏!拉开了解放战争战略反攻的序幕"

三川交汇#一河穿城不仅带来了商

业的繁荣!也造就了周口的美" 不说现

在!就是在清代就有颍岐春晓#浪里桃

花#翠阁映霞#普济钟声#禹殿水云#太

岸霁雪 #瓷坊耀彩 #桅杆晚照 $周口八

景%之说" 当时!三岸巨柳成行!间植桃

李 !每逢阳春三月 !莺飞燕舞 !晓雾

!绿柳垂丝!桃李争艳!沙颍河中船舶

片片!白帆点点!不时传来纤夫的号子#

打鱼者的歌声" 关帝庙春秋阁在朝阳晚

霞的照耀下!远处眺望!五光十色!金碧

辉煌!气象万千!间有普济寺悠扬的钟

声!禹王宫弥漫的薄雾" 到了夏天和秋

天!河水极为清冽!人们在上游取水饮

用!在下游淘菜#洗衣" 最活跃的要数鸭

子! 它们一会儿排成队一齐游来游去!

好像在举行游泳比赛)一会儿一个个把

头扎进水中!然后又抬起来!抖动全身!

把静静的河水掀得浪花四溅" 还有淘气

的孩子在河里捉鱼#抓螃蟹!困了就在

柳树成荫的岸上!随处找一片绿草地打

起盹来!任树梢的蝉儿叫个不停" 每逢

冬季大雪初晴! 整个周口银装素裹!登

上太岸亭遥望三岸! 万瓦鳞次之房舍!

尽为皑皑白雪所覆盖!晶莹透亮!好一

个琉璃世界"往事越百年!换了人间"今

天市委# 市政府打造沙颍河景观带!进

行了科学规划!修建了许多自然景观和

人文景观!成为市民休闲娱乐的重要场

所!古老的沙颍河正变得越来越美丽"

水赋予周家口灵性!河是周家口的

命脉"有水则灵!有水就有文化"三川大

地文化气息十分浓厚" 早年!随着周家

口航运的发达和商业的繁荣!曲艺文化

最先发展起来" 高跷#旱船#八单#肘阁#

驮阁#竹马#盘叉丰富多彩!尤其是$大

调曲子%#$八音楼子%#$抬杠箱%#$盘叉

舞%#$一把鞭%等更是远近闻名!现在这

些曲目已被报批为非物质文化遗产" 其

后戏剧文化在周口繁荣起来! 豫剧#越

调#曲剧成为周口三大剧种" 尤其是越

调作为周口特有的剧种!更是在整个戏

剧界独树一帜!越调大师申凤梅在+收

姜维,中把诸葛亮演得惟妙惟肖!活灵

活现!被周恩来总理誉为$活诸葛%" 时

至今日!其关门弟子申小梅担纲主演的

+老子,更是获得了全国$文华奖%!把周

口的戏剧文化弘扬到全国各地" 今天!

总有许多自发组织的团队活跃在滨河

公园#人民公园和五一广场等地!尽情

地演唱" $一元剧场%面向老百姓!成为

周口在全国的文化名片!受到群众的热

烈欢迎"

在书画收藏界 ! 周口的名气也很

大"

#&&)

年!周口成为继浙江义乌#广东

顺德#山东临沂之后的又一处书画收藏

品集散地" 现在!仅川汇区就有书画古

玩市场
/

个!经营店铺逾百家!经营商

"&&&

多人"在周口从事书画创作的队伍

非常庞大! 仅中心城区就有穆仁先#张

文平#游保峰#戴凤钦#毛继宏#李辉#王

猛仁#李鸣泉#杜忠义#段忠勇等
/&

多

名国家级会员!每办一次书画展都有上

千人参加" 还有以刘庆邦# 陈廷一#邵

丽#柳岸#孙新华为代表的周口作家群!

在河南乃至全国都有较强的影响力!成

为三川文化一道靓丽的风景线"

沙颍河是周口的母亲河!他哺育了

勤劳勇敢的周口人民!但河水也有桀骜

不驯不听话的时候" 明清时期!流经周

口的沙颍河!每逢汛期河水暴涨!往往

泛滥成灾" 清光绪
/

年&

")')

年'!人们

铸造了一尊铁水牛! 安置在北岸火星

阁" 铁水牛全身平卧!头向西南!大有喝

水之势" 从此!它便作为记载周口水位

涨落#汛期报警的标志" 由于它高出上

下游堤岸! 当河水涨至铁水牛嘴边时!

上下游便可能决口" 铁水牛周围水位下

降!周口即转危为安" 所以!当时群众曾

有$水牛喝水#上游决堤%的传说!把铁

牛誉为$吞洪镇水%的$神牛%" +天下景,

一书中载有$周口有个铁水牛!亳州有

个花戏楼%的诗句!可见周口铁水牛也

算天下美景之一" 不但如此!新中国成

立后! 铁水牛还逐渐成为周口的标志!

代表着周口的形象" 改革开放后!市里

建设滨河公园时! 在中州路桥南头东

侧!又新铸了一尊更大的铁水牛!头向

西北!低头弓腰!呈拉车之势!显得力大

无穷! 象征着周口人民勤劳# 勇敢#奋

进#团结向上的精神"

编后语"三川交汇"一河穿城不仅

让周口的历史文化源远流长"也让周口

的城市建设清新自然' 我们的三川大

地"有说不完的故事"道不完的美' 无数

三川儿女在这块肥沃的土地上繁衍生

息"创造奇迹"奋力实现周口崛起'

木子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