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往事如烟
吴浩雨

曾经固执地认为，乡村是人类文明

的起点。其实不然，城市才能使人类文

明得以集中、延续。抚摸一个古老的城

市，就是抚摸人类的兴亡史。

站在城市之上观望，知其始，知其

止。与这个城市耳鬓厮磨二十余年，日

久情愫渐生，尤其看到东城河滚动流

淌，西河坡临河而悬的房屋，或明或

暗，穿越里巷街道，不得不让人心生

敬畏。

河是一种自然形成的水道，人类活

学活用，通过移花接木为城市构筑起一

道安全的屏障，便成了护城河。我们常

用“固若金汤”形容一个城市防御严

密，城墙像用金属铸造的那样坚固，护

城河像注满滚烫的水那样难以逾越。历

代城市的主人，从有效防御敌兵的目的

出发，尽可能做到池深而广、城坚而厚。

历史不断推演，数千年前，诸侯争

霸从未停息。南阳早期护城河的发现，

让现代南阳人愕然、赞叹，它见证了南

阳城池的变迁发展。

南阳古城，即古宛城。西汉时，南

阳为天下五大都会之一；东汉时，南阳

曾作为陪都为中国第二大城市；明代重

修和兴建，是我国著名的古城之一。护

城河上的吊桥、城门早已被拆毁，人们

只能从留下的残碑断额中查找痕迹。

南阳从战国开始，留下城址很多，

著名的有宛城、方城和白羽城。据考古

调查和文献记载，南阳汉代宛城遗址位

于今南阳防爆电气研究所附近，现仅残

存古宛城东北角一部分以及一段护城

河。当时楚国为了防御秦、齐大国势力

南下，曾在丽阳东部、北部和西部筑起

了一道长城。宛城的护城河，显然突出

了那个时代防御敌人的构想。

南阳的争锋在三国时代变得更为明

显。荆州作为天下大州，成为角力中

心。南阳郡作为荆州北大门，与荆州南

郡形成南北夹持，是确保孙吴、西蜀和

曹魏鼎立的关键。南阳失手或得手，关

乎南下争夺成败。在每一次的历史关

口，护城河一次又一次在战争间隙被拓

宽、掘深。

一个城市像一个婴儿，出生之后，

起名字是大事。

目前环绕南阳的护城河，北部与梅

溪河相接，南部与温凉河汇流，整个河

道呈环形包围，依次称为东城河、西城

河、南城河、北城河，总长 4.5公里。护

城河之上，设四关，开四门。东门曰

“延曦门”，额曰“中原冲要”，内额“楚

豫雄藩”；北门曰“博望门”，额镶石刻

“星拱神京”，内额“源溯紫灵”；西门曰

“永安门”，额镶石刻“控制秦关”，内额

“吕城肇封”；南门曰“淯阳门”，额镶石

刻“车定指南”，内额“荆襄上游”。有

了护城河，宛城气冲斗牛。门额的每一

个词，要么包含寓意，要么就是一段南

阳的历史。

“延曦”，东汉许慎 《说文》：延，长

行也。曦，清晨的太阳光。清代诗人查

慎行 《闲咏》：“延曦开竹阁，向晦掩柴

关。”“博望”，南阳城北博望坡，遗址位

于方城县西南 30 公里处，北负伏牛山，

南面隐山，西倚白河，为伏牛山延伸于

此的漫岗，地势险要，为古“襄汉隘

道”之通衢，素为兵家必争之地。而

“博望”一词，也有取得声誉之意。“永

安”，祈求太平。“淯阳”，白河南阳段叫

淯阳河。

闲暇时光，沿着一座城市的护城

河，不停走下去……它有说不尽的历

史，它与一座古城骨肉相连。古城一如

舟楫，在历史洪流里前行，也在一条环

绕的护城河里沉浮，不断孕育、生死、

漂流、蜕变…… ⑮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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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小说
徐建军

院子里，两个女孩在闲聊。

一个盲人正在用棍子敲打着地面，

他摸索着缓慢地一步一步向前走着，走

着……

忽然，盲人似乎被脚下的石块绊了

一下，身子一趔趄，差点儿摔倒。

盲人用手扶了扶眼镜框，定了定神，

继续向前走去。

大概走了十多米，一阵“哗哗哗”的

声音隐隐约约传来。

盲 人 停 止 脚 步 ，谛 听 起 来 …… 没

错……是流水的声音，“可能是水龙头没

有拧紧”，他想。

盲人顺着声音的方向摸去，五米，四

米，三米，二米，一米，到了。

盲人伸出布满老茧的手，把水龙头

拧了个紧紧实实。

水不再流了，“哗哗哗”的声音也不

再响了。盲人长出了一口气，脸上露出

欣慰的笑容。

准备转身离开时，旁边正在聊天的

两个时尚女子看到了他。

一个说：“他原来是个盲人。”

另一个说：“我早就看见了，他是个

盲人。”

盲人听到后，微微一笑，什么话也没

说地走了。⑮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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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县城是会老的。老了，就被人们叫

作老县城。

陕西潼关老了，就叫老潼关。新潼关县

城，已经不在老潼关了。

我去潼关，去的是老潼关，是那个在黄河

南岸，和历史一样恒久的老潼关。

老潼关有老城墙。陕北黄土高筑的城

墙，被数不清的风霜雨雪染成了比岁月更加

深沉的黑灰色。

一个人说：不去摸摸老潼关深色的城墙，

就等于没有去过潼关。

摸着老潼关的城墙，谁也不会老的。因

为城墙太老了，谁也活不过潼关的老城墙。

在老潼关老城墙下，是一条很古老的巷

道，叫水坡巷。

一条街巷，顺着山坡的倾斜度，依势而

建。曾有水沿着巷道中间流淌而过，一北一

南老房子里的人家，白天静下心，能听见水

声，半夜醒来，也能听见水声。很老的枫杨

树，从巷道北边跨过倾斜的水声，把枝丫伸展

到南边。南边的皂角树，也跨过倾斜的水声，

把枝丫伸展到北边。

枫杨树很老，皂角树很老，老潼关和水坡

巷也很老。

因而，水坡巷的房子很老。一块砖头，可

能是秦朝的。一片瓦当，可能是汉朝的。

住在这些老砖老瓦房子里的人，是今天

的人。在他们的门口，你会看见木雕的门当，

很斑驳的皱纹，如同时间的纹路，诉说宋朝或

是唐朝的往事。走进他们的院子，墙上的砖

雕和柱顶石的石雕，风化的日子，连这些石头

也数不过来。

坐在水坡巷一个老院子里，一个老人说：

我们这条巷子啊，原来叫斜坡巷。为啥？沿

着斜坡，把房子从坡根盖到了坡顶。明朝之

后，叫血坡巷。李自成攻开老潼关之后，屠城

三天。斜坡巷中间的小溪，流淌的不是水，是

血。过了一些时间，人们慢慢地对李自成的

屠城麻木了，就试图彻底忘掉这些往事，想把

血坡巷改改名字。老潼关的知县也同意改去

血坡这个名字，就说：一条巷道中间有条小溪

流过，就叫水坡巷吧。一直到现在，就叫水

坡巷。

我来到水坡巷，是黄土高原干旱的冬天，

没有见到水坡巷中间倾斜的坡沟里有一滴

水。见到的，是水坡巷每一家门口的门牌上，

写着水坡巷某某号。在蓝色的门牌上，似乎

看到了水，也似乎听到了水声。不然怎么会

叫水坡巷呢？

在一棵老枫杨树后边，有一座老院落，是

潼关抗战司令部。隔着一条黄河，潼关这边

是陕西风陵渡的渡口，那边是山西风陵渡的

渡口。一九三八年农历三月初七，山西风陵

渡那边的日军开始炮击潼关，轰炸潼关，一直

到 1945年 8月 15日，日本无条件投降，日军

无数次试图攻破潼关，都没有成功，和这座老

院子有着极大的关联。七年多时间，老潼关

这边的黄河岸上，三十米一挺重机枪，击碎了

日军橡皮艇南渡黄河进入潼关的白日美梦。

在老潼关，150毫米口径的德国大炮有 8门，

曾经很多次摧毁了河对岸日军的炮兵阵地和

弹药库。

时间过去八十年之后，水坡巷的一个老

者说：日军攻破了南京，攻破了武汉，但是他

们没有攻破潼关，我们老潼关，有黄土高原的

庇护啊，有黄河的庇护啊。

老潼关水坡巷抗战司令部的那座院子，

住着一户人家。除了挂着一个蓝色的门牌

号，还挂了一个红色的文明家庭的牌子。门

外一棵老皂角树，枝丫一半伸进院子，一半在

院外。老皂角树下，一个当地人说：从一九三

八年农历三月初七，日军向老潼关打第一炮

开始，到抗战胜利，日军一共向老潼关打了一

万七千六百七十发炮弹。

我问：这么详细，谁数过？

他说：水坡巷有个老人，叫马国胜。

我惊诧：真的？

他说：日军朝潼关打一炮，马国胜就朝一

个碗里丢一颗白豆。碗里丢满了白豆就把白

豆倒进一个罐子里，腾出空碗，继续丢白豆。

日军离开风陵渡，不再打炮了，马国胜数了

数，是一万七千六百七十发。

一颗白豆，就是一个对于战争的记忆。

一个老人可能不会打重机枪，也不会开大炮，

但是在他的抗战历史里，就是朝碗中丢白

豆。七年多的耐心，七年多的从不忘记，大概

和重机枪的威力差不多，和 150毫米口径德

国制造的大炮差不多。

一个民族，大概需要很多这样有耐心做

着一件事情的人。哪怕他做这件事的时候，

是没有任何原动力的，也是没任何目的的，但

是他这样的做事方式，就像金子一样珍贵。

很多年过去，在老潼关，我记住了一个人，抗

战时期老潼关的一个老人，他的名字叫马国

胜。尽管我不知道马国胜老人活着时住在哪

间房子里，去世后埋葬在潼关的哪座山坡上，

然而我相信，一个人要活得很久，就要有一件

事情是特立独行的。他活着被人念诵，是因

为这件事情，他去世了被人记忆，还是因为这

件事情。一个地域的人都记住这件事情，那

就是他的纪念碑。

走尽水坡巷，爬上了老潼关的老城墙，南

望黄河，浪花和冬日的河冰，都沉浸在夕阳的

宽阔里。陈忠实《白鹿原》里记忆了陕西冷娃

出潼关抗战的历史片段，那三万个杨虎城将

军留下的西北军班底，就是从风陵渡过的黄

河。三万个陕西冷娃，回到陕西的不多，他们

的生命长久地留在黄河那边。在傍晚，阅读

老潼关，阅读水坡巷，阅读老城墙外的黄河渡

口风陵渡，就是阅读一部陕西冷娃抗战的老

历史。

老潼关的老城墙，有个巨大的城门。潼

关县城从老潼关迁走之后，这座城门就慢慢

荒废了，城门之上的黄土表层，就长出了一些

酸枣树。在城墙山边，寻找老城门，找到的是

一个人家的院落。水坡巷的一个老人说：老

潼关的老城门，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期，被

一个来老潼关闯生活的人在南边的城门口垒

了一道墙，在北边城门口安装了门窗，这个城

门就成了一个很坚固的窑洞。三十多年间，

在老城门北边，这家人修建了一个院落，装上

了一个大门，老潼关老城墙的城门，就成了他

们一个安稳的家。

如今水坡巷在恢复古老的面貌，把残破

或是废弃的老院子修旧如旧，走进来就是元

明清的感觉。自然就想到了老潼关老城墙和

老城门。住在老城门的人，也老了。谁也没

有办法让他从老城门里搬出来，他倒是有个

理由把所有的人拒之门外。他说：这个老城

门，幸亏我住进来了，要不，城门上的老砖头，

早就被人们拆走垒墙垒院子了，你们今天就

找不到老城门了，也找不到老城门上这些比

明朝还老的砖头了。

老人说得很有道理。他把城门垒砌成窑

洞，是为了自己在老潼关有个遮风避雨的地

方，原意绝对不是为了保护老城门，但结果却

是出人预料的，把一座老潼关的老城门保护

得完好无损。其实我想，这座老城门不打开

也很好，让老人继续居住在里边更好。总有

一些东西是要和人在一起才更具有价值的，

老潼关水坡巷的老城门就是如此。

去敲这家人的大门，里边一个女人说：这

是我们的家，不是景点。

隔着门缝，能看见老城门砌出来的窑洞

大门和窗户，也能看见去年的对联，还能看见

院子里的人在忙碌着生活。只好从另一家的

楼梯上去，站到房顶看看老城门里这户人家

院落的全貌。生活大概就是如此，住在城门

里的人，不知岁月已更迭，不知明清已遥远，

乐陶陶地过着日子，不亦乐乎。

始终没有见到把老潼关老城门垒砌为窑

洞的老人，我却对他充满敬意，如同对听见日

军炮声就把一个白豆丢进碗里的马国胜老人

的敬意。他们有意无意地，在帮助我们记忆

历史的某些章节。有了他们，就让历史的某

个章节生动起来，现实起来。

两位老人和水坡巷的老房子一样，都是

珍贵的财富。然而，老房子的珍贵，是过往的

岁月和日子的珍贵，两位老人的珍贵，却是说

不出来的珍贵。或许，有些珍贵就是说不出

来的吧，都被说清楚了，珍贵也就索然无味了

吧？⑮2

春天来了，最明显的感觉是风暖了，一

天一个样的暖。冬天的厚棉袄越来越显沉

重，衣扣频频被松开，捂了太久的身体要在

春风中被吹醒，骨骼在冷风中拘束了太久，

要重新恢复它应有的高度。

春天是个生长的季节，万物的生长都似

靠这春风吹醒。村里光秃秃的树上，嫩节透

出，黑灰色的树体上忽然一夜间点缀出了

绿色。

满树的洋槐花成串挂在密密实实的枝

杈间，香气随风飘散。洋槐花是春天的美

食。准备一个长竹竿，绑上一个镰刀，勾下

一两个树枝，摘下一串串洋槐花，在水里一

洗，开水一焯，沥水，晾凉，可炒可蒸。

不光洋槐树，各种树在春天都给村庄奉

献绿色，奉献清香。桐花，榆钱，香椿，一批

批地在人们的餐桌上登场。

村里的生机还在一阵阵久违的鸟声

里。鸟儿掠过头顶，人们听见它们的只言片

语，虽不懂，但也替它们快乐。

一只母鸡正领着一群刚出壳不久的小

鸡在麦秸垛边觅食。一只肥头肥脑的小狗

飞快地跑着追逐一只蝴蝶，蝴蝶飞高了，小

狗也未见失望，又摇摆着尾巴去寻找新的

快乐。

草们默默地生长，它们是从死亡的泥土

里重生的。许多动物，挣扎了一生，都回归

泥土。在村庄里的每一块空地上，只要人们

不常走过，草们就填补了空白。草们不争，

它们只是填充大地的空白，像勤劳的农民。

春天里，村人们最不怕饥饿了，围绕在

绿色村庄外的是绿色的田野，大地再一次的

轮回，给村人带来了丰收的希望。哪怕是最

贫穷的家庭，粮仓里已无一颗粮食，只要有

一方田野，邻居们谁怕借出粮食不能收回

呢？在田野里，即使抽一把路边的青草，用

嘴一咬也是甜的。

春天到了，人们轻松地走在希望里，走

在新一年的轮回里。春天的村庄，也正走在

新一年的轮回里。⑮2

春天
的村庄

似水流年
李海波

霸王山霸王山，，
春天春天的的请请柬柬

□曹洪波

这个春天如约而至

如约而至地来到了霸王山

是一位种树的老人

早早发出的请柬

他把春风邀来

春风吹拂过每一块石头

一个荒芜了千年的山端

他把春光邀来

春光把这面山坡洒遍

霸王山的春天和山外

很久很久不在一条风景线

老人总是怕山外的山

把春天隔在了山的那边

于是，他用了一生积蓄

精心打造了这张请柬

以耄耋之年去约会这个春天

用一把铁镐，一腔执拗

一副箩筐，一双肉肩

一副单薄的身躯

钢钢的铁骨

四载劈山造林

四载引水上山

留下铮铮誓言

人不在了青山在

雄心壮志，豪迈凛然

为勤劳者塑起雕塑

耸立起阳光的丰碑

霸王山上永不凋谢的春天

述说在述说在
春天春天的的阳光阳光下下
□苗 子

草 花 树木

一切植物

河流 村庄 山峦

灵性的万物

按部就班地表达

源于大地和季节的物语

日渐苍老的我 欢欣鼓舞

为这个终于到来的春天深深祝愿

为一切的执着 坚韧

一切成长的艰辛喝彩

静观花开 静闻花香

静聆万籁之外春的问候

与万物同醉

共享时光的快乐

阳光明媚 春风十里

桃花盛开 请听我豪放磊落的述说

述说在大庭广众之下

述说在这个明媚阳光下的春天……

倒春倒春寒寒
□杜思高

黑鹰扇动翅膀

啄下了多余的花朵

谈兴正浓的话题被大雨浇灭

一场寒凉

让春天过度膨胀的腰身紧束了一下

不胖不瘦 健康窈窕

倒春寒删去多余的春光

像一个人的青春在磕磕碰碰中成长

油菜油菜花花
□齐川红

女人就是菜籽命

撒在哪儿就在哪儿发芽

你撒在村外的荒滩

在严冬做一个美丽的梦

你对谁也冷淡不起来

报以坦诚的笑

你把金色的体己铺展开

让风在上面跳舞

忘了自己也想当谁的新娘

寂寞时和旁边的荠菜聊天

谈论一下城中桃李的妖艳 ⑮2

诗歌

阳春三月，白河岸边，紫荆花开。

枝头树根，紫红浓淡，簇簇串串，竞

相开放。花满树，树满花，刚柔相济，嫣

然而立迎游人。

远眺，红红火火，如花冠似彩霞；近

望，红中有紫，紫里透红，紫红粉淡恰相

宜；花下，花映人，人如花，人花相依心

飘逸。

紫荆花是清华的校花，花开时节满

园红。这红，路边、林间随处可见，图书

馆、实验室、教室、体育场皆被浸染。一

树树静立的紫荆花间，身着紫荆花校服

的莘莘学子，或安静一隅捧书阅读，或驰

骋操场健身强体，他们是清华园奔走的

火炬，是祖国生生不息的动力。这红，让

青春萌动，血流奔涌；这红，让年轻的心

凝聚生力，根扎大地；这红，让国人骄傲，

世界惊羡。

紫荆花开别样红。紫荆花香里洋溢

着家国情怀、民族精神；紫荆花香里涌动

着喜乐安康、和谐欢畅。丛丛紫荆如一

个个小家，相亲相爱，相搀相扶，家和万

事兴；丛丛紫荆，如五十六个民族，骨肉

相连，手足情深，和睦相处，团结一心。

紫荆花开，热烈，奔放，向上。⑮2

紫荆花开紫荆花开

心香一瓣
吕炳华

王俊义

作家走笔作家走笔老潼关老潼关··
水坡巷水坡巷

往事绚烂往事绚烂 碧碧 娟娟 摄摄

水乡古韵水乡古韵 碧碧 娟娟 摄摄

春日之声春日之声 周周 聪聪 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