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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瞬间，那黄浊的洪流就飞跃而起，
伴随着滔天的怒吼，跌落在落差四五十
米的石崖之下。从此，平静的流水，再也
不似闺中绣女，一反之前给人留下来的
印象，宛若视死如归的兵士，面露狰狞，
吼声震天！

你可能不曾知晓，这是黄河的另一
种姿态。

从巴颜喀拉山脉出发的涓涓细流，
一路敞开胸怀，接纳着或是荒原，或是
石林，或是沟壑流浪而来逶迤如蛇的枝
枝蔓蔓，一路温暖如春，如佛家般慈悲，
如草原般豁达，如蓝海般旷远。在苍茫
的戈壁之地，你忍受烈日的灼热，默默
无语；在无垠葳蕤的宁夏平原，你沐着
细雨，内敛幽静；在敦厚的黄土高原，你
直面天下，将污浊揽入血液，只身孤
独。一路安然而来，不管周围是瞠目还
是结舌，是欢颜还是愤懑，你都孑然一
身，踽踽而行。

我们的母亲河啊！你健硕的体态之
内，究竟暗藏了多少仁心，多少怜悯，又
有多少的无畏。

你听，那震天响的鼓声在黄河岸边
此起彼伏。持鼓槌的汉子，素面凝重，黝
黑的肌肤之上，青筋凸显，一条炽烈的红
色丝带随风飘曳。一声急似一声，如暴
雨降落，如巨浪嘶吼。着大红大绿服装
的婆娘们，手持彩扇，踩着鼓声，那秧歌
就扭成了一朵朵恣意绽放的牡丹花，朴
素之中见华贵，妥当之中见万变。

有牵驴的陕北老农，头上绾着被岁
月提炼成枯黄的毛巾，拳头大的布疙瘩
就在额头晃悠着，听到鼓声，那毛巾也
似乎要跳出来，在黄河边上舞一舞，跃
一跃。

有噙着唢呐的汉子，鼓着古铜色的
腮帮子，把岁月凝聚成浩然之气，在指
尖的敲击下，吹奏出震人心魄的调子。
那浑朴苍凉的调子，直引得鹰隼在天宇
盘旋，划下无数个同心圆，直引得蓝眼
睛的外国人止步顿足，凝固成一座聚神
的雕塑。

这才看见，那插入天际的石碑之上，
遒劲的笔触记录着黄河在此地威震八方
的大名：壶口。

雄浑的壶口，壮美的壶口，令任何文
字在它面前均显得苍白无力、单薄如
纸。一波又一波如潮水般涌来的观光
者，临着壶口的时候，总是呈现着两种姿
态，他们在短暂的欢呼之后或是安然伫
立陷入久远的沉寂，或是眼睛一酸潸然
泪下。没有人会想到，柔婉的细水竟然
能激荡起如此的蓬勃之势！

就是这一汪浑浊的黄河水，它哺育
着一代又一代炎黄子孙，迎着朝阳，扶摇
而上，永远都傲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就是这一汪浑浊的黄河水，它蘸着
一个又一个四季的轮回，伴着匆忙的时
光，让这块炽热的土地厚重又厚重、深远
又深远。

就是这一汪浑浊的黄河水，它把所

有的凄楚咽下，所有的艰难咽下，所有的
不堪咽下，只待红日喷薄而出的那一刻，
为举世所瞩目。

你定聚集了千年万年的日月精华，
才让黄帝陵的松柏枝繁叶茂，万古长
青。你定是凝结了千般万般的辛酸和辉
煌，才让960万平方公里的大地之上温
润如春，安泰祥和。

不敢去奢求，你的万丈豪情，我等且
不及你的十万分之一。今日，我只愿驻
足于此，受着你的洗濯，受着你的澎湃，
安静地看着你向你致敬，然后安静地匍
匐在地向你膜拜。我曾在很多地方，与
你有过深情的凝视。在河西走廊兰州锈
迹斑斑尽享岁月的中山桥，在腾格里沙
漠边缘的中卫黄沙滚滚的沙坡头，在大
青山脚下包头群鹿追逐的浅滩，在吕梁
山西麓的石楼辛关镇裸露的岩石上……
平视、俯视、临船对视，不同的地方，我采
取不同的方式与你重逢。在兰州你是委
婉的，在沙坡头你是浪漫的，在包头你是
恬静的，在石楼你是瑰丽的。如今，秦晋
之地的壶口，我在饱含温情的午后，正虔
诚地向你行着注目礼……

深居林立的楼林间，曾经弥散于耳
际的聒噪，让我心烦意乱，寝食不安。我
从没想过，聒噪也可以是一种大美。

我们的母亲河，在壶口一改平日的
慈眉善目，端雅谦慧，如虎啸般响彻瀛
寰，震动宇宙。这不正是千百年来泱泱
中华的性格吗？平静，是因为我们热爱

生活，但绝不代表我们软弱可欺。我们
珍爱和平，守护和平，但从不惧怕凌驾
于和平之上的饕餮外敌。当我们的土
地无情地被践踏时，我们定会同仇敌
忾，哪怕只剩一副血肉之躯，也要勇往
直前。

这是一种无所畏惧的精神，亦是一
种傲雪凌霜的气魄！

有人说，如果你想了解中国，那就看
一看黄河吧！是啊，作为华夏儿女母亲
河的黄河，正是我中华民族的精神脊
梁。它曾辉煌过，它曾流血过，它亦曾哭
泣过，但它从未放弃过。尤其是十九世
纪末二十世纪初，当我们的大好河山被
侵略者践踏，炮火连天，满目疮痍。黄
河，连同亿万万人民，却流溢出坚韧不屈
的豪迈气概！

水花四溅，昂然向前。黄河壶口，壶
口黄河，你是盘桓在华夏大地的一首大
歌，唱响整个世界。你听，那让敌人胆战
心惊的《黄河大合唱》，在雄奇的壶口瀑
布的伴奏下，正豪情万丈，起伏跌宕，无
往不胜：

……
啊，黄河！
你伟大坚强，
像一个巨人
出现在亚洲平原之上，
用你那英雄的体魄
筑成我们民族的屏障
……

母亲不种地很多年了，
但时常笑说她就是一老农，就
喜欢干点农活，侍弄庄稼。我
也会笑着回应母亲说：“等有
钱了，咱就在城周围买几眼
窑，置几晌地，有个院子，你想
种啥就种啥。”说笑终归是说
笑。“八零后”的母亲自有她的
能耐，这不，母亲在阳台上种
的金瓜苗，居然奇迹般地结了
一个大金瓜。

我家的阳台是母亲的乐
园，母亲种的油菜、香菜、韭菜
还有五姨送来的芹菜苗长得
正旺，花盆里掐掐花单层的、
双层的，五颜六色竞相开放，
几样叫不出名的花，正蓄意待
发，阳台上一片生机勃勃。

每天早起第一件事，母
亲便是在阳台前，给这个洒
点水，给那个除除草。慢慢
地，我也习惯性地起来先在
阳台上报个到。不知谁又送
了母亲几粒金瓜籽和丝瓜
籽，一次性纸杯里生好芽，埋
进土里，剩下就需要耐心等
待。种子破土而出，长出小
苗，不起眼的两片胎叶，但母
亲每天精心照料，浇水、松
土，怕瓜苗受伤，就拿牙签划
拉。待小瓜苗再长大些，母亲就把黑
豆钱钱捣碎埋在瓜苗的根部，为它们
增加营养。我常说这些花啊草啊享福
了，它们都像是母亲宠爱的孩子。

在母亲的精心照顾下，小瓜苗使足
了劲往高长，嫩绿色的叶子很像一把把
圆形的扇子，有大有小。为使瓜苗有足
够的生存空间，母亲忍痛割爱，拔掉其
他的瓜苗，只留下两棵最壮的苗。绿色
的瓜蔓在初春的太阳下长高了，壮实
了，瓜蔓上又长出几根纤细的卷须，像
爬山虎的脚一样。这时，母亲就开始搭
架子了。两根竹竿，一根竖插，一根横
担，交叉处用布条绑住，再把瓜蔓绑在
竖着的竹竿上。瓜蔓顺着竹竿往上长，
到顶端后，就沿着横竿向前爬，那嫩绿
的瓜蔓顶头，每天无时不回旋向上。渐
渐地，横竿还是短了些，再缠上根细绳
子，那金瓜蔓就缠着绳子疯长，竟爬满
了半个阳台。瓜蔓一边爬一边还开着
金黄的花，花很艳丽，状如喇叭，里面包
着一些小小的、黄黄的、嫩嫩的花蕊。
偶尔一朵花结出个小金瓜，也是没长几
天就会干枯朽掉，可母亲总是笑笑，说，

光是看花也挺好的。
对呀，绿色的叶子，金黄

的花，不仅给我们带来视觉
享受，还让母亲得到精神上
的慰藉。家里来了客人，母
亲会乐呵呵地领着客人到阳
台前观赏；下班回来，母亲总
是如数家珍，哪根瓜蔓上又
长了新叶啦，又开了几朵花
啦。我们和母亲也多了聊天
的内容，驻足阳台前，快乐从
心底溢出。那瓜架下好像藏
着许多绿色的小精灵，悄悄
地看着我们，藤藤蔓蔓，攀杆
援绳，匍匐前行。

一天下班回家，母亲招呼
我们，一朵花下面又长出一个
小金瓜。赶忙凑近去瞧，如玻
璃球大小的金瓜青青的，还有
细细的绒毛，好可爱的样子。
再仔细观察，发现金瓜上面的
花瓣里，小蜜蜂和许多不知名
的虫子正在忙忙碌碌。我先
生说它们都在忙着给花授粉
呢。好啊，这次一定能结个大
金瓜。我安慰母亲说，其实更
像是安慰我自己。这个小金
瓜长势越来越好，成了我们一
家人关注的焦点，也成了我们
一家人最大的希望。

烈日炎炎的夏天，小金瓜依然顽强
生长。中午的太阳火辣辣地照射着大
地，就像一个大蒸笼，阳台前防盗窗上
的铁栏杆被晒得滚烫滚烫的，瓜蔓被晒
得从它攀爬的绳上脱落下来，瓜叶耷拉
着，小金瓜无精打采，一副可怜的样
子。午休起来的母亲发现了，赶紧用报
纸为小金瓜撑起“大伞”，挡住火辣辣的
太阳。此后，每天中午，母亲都会像呵
护孩子般悉心照料，用小夹子把报纸的
四个角夹起来，给小金瓜撑起“帐篷”，
让小金瓜安然无恙躲过太阳的炙烤。

七月七的阳台上，金瓜架上瓜叶儿
浓、瓜蔓儿长，一朵接一朵的金瓜花次
第点缀其间，那唯一的小金瓜变成了橙
红色的大金瓜，凑成一幅叶绿果红花黄
的画。

看着母亲每日自得其乐，种菜、养
花、做针线，忙碌充实，令我动容。等我老
了，有一方阳台就够了，选自己最爱的花
草伺弄，跟花草一起晒晒太阳，喝口茶，赏
赏景，要是再捧上一本书，呵呵……

假如有这样一个角落，又何必去羡
慕那些诗和远方呢。

华灯初上

小城电线杆上

燕子栖成一首歌

五线谱的

音阶密集

月悬楼角 市声渐小
城脚
河白如练
夏夜曲
清凉如水

燕子栖成一首歌
杨爱标

没有风的今夜
冯琼

没有风的今夜
星光灿烂 月明如水

没有风的今夜
到处都是柔和 安静

没有风的今夜
我和你肩并着肩
一起走着
我们的脸上
都洋溢着一种惬意
我们的心
就像一条随意远去的
白色小路

我们走着
穿过一片幽静的树林
那里 有一条清澈如玉的小溪
多好啊——
溪水演奏着大自然的音律
月亮和树林
倒映在这清凌凌的水中
小鱼自由自在
快活地嬉戏在其中
一幅自然 和谐 美妙的山水画
油然而生

我和你静静地看着
我们也走进了画中

我们静静地
相对微笑着
为明天的憧憬醉了

山行忘归（外一首）

肖艳

寻花忘路忽时暮，
送客闻钟已月明。
纱笼群山增秀色，
风拂高树寄深情。
星辰欲下留人饮，
萤火频炫惹鸟惊。
待到退休无事季，
何妨大醉卧长亭。

农家行
烈日多情火满天，
蝉鸣乱奏泻飞泉。
无边碧草织茸毯，
万顷熏风醉麦田。
燕子人家桑梓茂，
小桥流水橹船闲。
几声黄犬儿童返，
青瓦频频笑语喧。

壶口大歌壶口大歌
萧忆

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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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县城的夜晚，透露着一片静谧与
祥和。黑压压的楼房群里，独有公安大
楼的灯火迟迟不熄灭。

正想着走出值班室透透气，抬头瞥
了一眼挂在墙上的时钟——凌晨1点10
分。窗外是缓缓的黄河水，被月色覆上
一层银黄色的薄纱，似乎隐约可以听见
黄河流淌过的声音。出了电梯，来到河
滨路上，偶尔拂过潇洒的风，拨弄着路边
的花草树木，它们缓缓摇晃起来，那淡淡
的清香便洒散开去。此时的马路上，毫无
昼日里行人如织、车水马龙的喧嚣，在破
晓的黎光到来前，两旁的路灯发出弱弱的
灯光，守护着这个夜晚。显然，我已经习
惯甚至有些沉迷于这幽深的夜。每次深
夜中途休息时，我都喜欢独自置身于静
静的夜，享受着这种黑黑的宁静和孤独，
凭其稀释浮躁的心，好生一番思索。

大学毕业后，曾到各个地方工作过，
可我仍然不能忘记我的初心，渴望圆了
从小的警察梦。功夫不负有心人，2013
年我当上辅警，终于成了这个队伍的一
员。当有人问，你为什么执念于警察？
可能是喜欢吧！或许成为一名警察的理
由不必高尚和伟大，即使纯粹的热忱亦
足矣。而今，已匆匆6年，追忆逝去的时
光如指间流沙，似乎未留下任何痕迹，却

不觉掏出些许碎片。
还记得那年初到局机关报到，大概

是12月份的某个冷冷的天，凛冽的风
“呼呼”地咆哮着，用他那粗大的手指，蛮
横地抓挠着行人的头发，像钢针一般刮
刺着行人的肌肤。一进办公室，我就被
窗外涓涓而去的黄河水深深吸引，内心
狂喜，啊，我的“河景房”！爱上这里的一
切，也许是缘分使然。

我越来越深刻地领悟到，警察是个
无比光荣的职业，不仅仅在于身着威武
的警服，头顶灿烂的国徽；更源于一颗赤
子之心，两肩担负着国家的安危和人民
的利益，将满腔沸腾的热血，挥洒于责
任、奉献、牺牲之中，编织着千家万户的
欢乐祥和。我们就像一群永不栖息的
鸟，街头巷尾，寒来暑往，昼夜不知疲倦
地穿行。

彼时，思索正深，突然被同事的招呼
声拉回了现实。走进办公楼，不觉又瞥
了一眼时间——凌晨2点40分，我浅浅
地一笑，上了电梯。

一天天一夜夜，我重复着这样的日
子，这已经是六年来最为平常的一天。
窗外，夜依旧那么静，黄河的协奏曲变得
平缓厚重，路灯坚守着光明，公安大楼的
灯火依然通明……

静夜思
李香陶

荞麦花开荞麦花开（（摄影摄影）） 乔雄波乔雄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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