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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己经认识很久了。
她是一个极其平凡的人，平日里沉默寡

言，深居简出。不知道内情的人还以为她自
恃清高，目中无人，也有人说她是孤芳自
赏、傲然不群。其实不是这样，一个人如果
总把精力着重在一个方面时，难免会在其他
方面留下许多疏忽，这种疏忽往往会涉及家
人、朋友以及自己最基本的生活状态。

每年的仲秋是她最活跃的一段时间。此
时的太行山，峻岫于苍茫之间挺拔入云，五
颜六色的丛林如诗如画，精彩纷呈，尤其是
满山遍野的红叶，如霞似火，妖娆出的姿色
铺天盖地，美不胜收。她是绝不会误此良
机，总是深入其间，精心采撷最美的那一
片，收藏在准备好的册页里。而此际的黄
河也从汛期的汹涌里日渐平缓，慢慢吐出
一片片金色沙滩，那种长河落日的华灿与
星月浮波的恬雅，让人流连忘返。此时的她
又会倾心于河道，乐此不疲地挑选中意的黄
河石收入囊中。我曾经问过她，你收这么多
的红叶和黄河石干什么？她只是莞尔一笑，

并无多言。
记得有一次，我们几个人坐在黄河大坝

上聊天，当谈到焦作的人文地理时，她却一
反常态，第一次打开话匣，毫不经意地为我
们上了一课。她说，焦作的地理人文景观都
是华夏一绝，民族骄傲。北边的太行山在这
里耸起高峰，一脉雄奇毓秀间不仅风景宜
人，而且蕴藏着许多神话传说和动人故事，
更不用说云台山之灵秀、神农山之奇险、青
天河之澄澈。南边的黄河作为中下游平原的
起点，由此向东一马平川，孕育的万顷良田
让无数百姓世代丰腴。百家岩的竹林七贤从
冰河铁马的乱世亮起一缕清朗，遗世独立的
魏晋风骨于酒气和田园的琴鸣中，自由而奔
放地飞扬。韩愈“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
之溺”，在唐宋八大家的旗帜上标榜出领袖
风采。“诗鬼”李商隐在无情的世界里以多
情的自伤，为大唐诗歌的辉煌平添一抹最后
的亮丽。“乐圣”朱载堉推算的“十二平均
律”，把人类的音乐推向一个空前绝后的巅
峰。还有起源于温县陈家沟的太极拳，世界

唯一一个家族将一个拳种传承600年，现成
为数亿人强身健体的首选……这一席滔滔不
绝、如数家珍般的发言，着实让我们大吃一
惊，不曾想一个平日半句嫌多的人竟有如此
丰厚积淀，让我们这些还算有点墨水的人陡
生几分汗颜。之后是长时间的沉默，纷纷陷
入惊疑且又刮目的情绪之中。

许多年过去了，我们有机会再次相见。
她住在市郊并不起眼的一座小院里，院子里
的小花园五彩缤纷、清香袭人，她可以约花
蕾与期许同时开放，也可以邀明月与身心共
浴妙香。汲露水仙、和雨牡丹、踏霜黄、沐
雪红梅，这些都是闲情，真正始料未及的是
她满屋的风光。大大小小的黄河石上描绘的
焦作山水，烟云丘壑，气象万千，身临其
境，仿佛别有洞天。还有那一沓沓夹在册
页、嵌在锦框的红叶上，焦作的名人名言、
历史典故无一不散发着文化的光芒，直接闪
亮双目，冲击着思维的绝岸，庸常的心境在
自惭中同时享受着丰富的收获。此时你陡然
觉得坚韧的力量如此强大，能超越时空和想

象呈现出无限惊奇。至此我才明白她遍采太
行红叶、屡搜黄河奇石的真正用意，她是在
以自己的行为方式亲近和拥抱这片土地，用
自己特有的坚韧不拔去完成这片土地赋予她
与生俱来的使命。

天色渐晚，西天收尽余晖。我们又一次
来到北山的高处，头顶是上永恒不变的灿烂
星空，眼前是与日俱增的万家灯火，谁敢料
想百余年前的焦家作坊，如今发展成百万人
口的城市，这空前的变化背后一定会有一股
强大的力量推动，而这股力量就是生活在这
里的人一个个美好的梦想。

感慨之余，我问她：“你倾注多年心血
的那些石头和红叶到底怎么办？”她似乎早
己成竹在胸，轻描淡写地说：“我期望若干
年后，那些石头能挺拔成一座座山峰，镇守
着这块富饶的土地，那些红叶能飞扬成漫天
彩霞亮丽着这片明澈的天空。”

她说的，我相信。

人生无白
□老 汤

惊蛰故乡明，
游子何融融。
古桐归旧燕，
老宅踪影空。
漫步遗址记如昨，
心海涌动生忆风。
晨读声溢院，
晚习强身功。

披星虾满网，
晌午射雀虫。
丝丝缕缕恃怙爱，
点点滴滴印恩情。
天垂馨香桂气在，
河流长恨梅谢红。
躬冀华丽乘春起，
来年不负花甲翁。

乡乡愁愁
□庞在煜

一
我们的党旗，天然的应该是红色
百年后，依然该是红色——
更娇艳、更嘹亮！

二
那时，列强挑衅，军阀阋于墙
神州板荡，无处话兴亡
病入膏肓时，我们需要一味药，来止创、
来延续和强化一个古老的种族——
一个悠久文明的滋长……

每一颗良心的思考都悲愤难奈
每一个角度的设想都慷慨激昂
每一种药方的施治都热血流淌……

史册泛翻，一页页都泛黄，但都不空、都不荒唐
党旗红，正是历史的见证，是风雨兼程的探索路

镰刀、铁锤，是铁、是信念：
民族自救，需血性、需硬度
铁锤、镰刀，是力量、更是方向——
人民共和，走中国人自己的路！

三
1921年7月，一群不屈的人、一个信念、一个新

方向
在中国大地出现——
从城市到乡村，发动劳苦大众
中国的事，中国人自己干！
中国的出路，中国人自己探——
星星之火点燃
农村包围城市
长夜明灯，青史长眷井冈山
宝塔巍巍，熠熠星光耀延安……

每一步，舍头颅
每一步，热血铺
血沃中原，战地黄花分外香
战歌响处，壮士豪气何曾伏？
向前、向前——走中国路！

党旗红——烈士鲜血浸染成……

28年走过，红旗漫卷故都
站起来！天安门上一声豪迈穿云出——
中国人不会输！

四
疾风迅雷，驱边患、靖内雠、扫旧俗、绘宏图
古老中华，必须成为现代化民族
重工、化工、军工，立身的脊梁骨
石油、钢铁、混凝土，强大的基础
铁路、公路、航路、统一路
节节伸展——
960万平方公里，是一个国度
56个民族，是一个大家族

改革开放，走向世界！
40年走向卓越
40年走向璀璨
共和国70岁，呕心拼搏70载：
中国人站起来、富起来、古老的中国——
强起来！

党旗红！是建设者的心血、劳动者的风采

五
如今，四海不安澜、瘟疫汹险、战争阴霾盘亘不

散
而中国梦，正一步步地走来
铁锤砸碎了挡路石
镰刀开出了新未来
党旗红——中国红，飘扬在东方的天空——
从未有过的娇艳，世界惊叹
从未有过的嘹亮，国人襟怀
一个满面沟壑、满眼辣泪的老党员
我，必然被你鼓舞
必须为你欢呼，必定为你——
大声
喝彩！

党旗党旗红红
□杨光黎

天高云淡，望断南飞雁，秋风送爽，编
织了乡愁灿烂。

我的家在乡村，是一个穿越几千年的古
县，一个“难寻”的动词，变成了一个地名
驻住千年。

据传说，新朝末年，王莽追杀誓要复兴
汉室的刘秀，把刘秀从南阳撵到黄河北岸的
平野县（今沁阳市）。

一日，刘秀从平野县城向西逃约 15 公
里，躲进一个村庄。两袋烟功夫，王莽带领
人马杀气腾腾追到这个村庄，兵将们凶神般
挨门逐户搜查，村子里立时鸡飞狗叫哭喊连
天……折腾了大半天，不见刘秀踪影，王莽
在马上仰天长叹：“天不助我也!难寻啊难
寻！”

王莽人马离开村子后，村民们模仿王莽
腔调，见面就喊“难寻啊难寻！”久了便成
了口头禅，后来村民干脆将村名改为“难
寻”，后易“难”为“南”演变成南寻村，
村名沿用至今。

南寻村中间称两交界，南北一条小河一
个苇园和0.66公顷田地把村子分成东西两个
聚落。1958年，在南寻乡的底子上成立葛村
人民公社，两个聚落分成南寻东大队、南寻
西大队，即现在沁阳市柏香镇直辖的南东、
南西1个自然村的2个行政村。

南寻村南中北3条主街，由县城至济源
城北门的商道小官路从中街穿过，往南3公
里是大官路。自清化镇经县城向西过王屋山
达山西，是战道。大小官路的修筑溯源可至
商代和春秋战国。

中街西头小官路口有一家饭铺，来往官
商都要在饭铺打尖。明朝末年，一个秋日下
午，从县城来了一位老者，黄绸着装，肩上
斜挎黄缎包袱，炯炯二目，精瘦干练。老者
在饭铺稍息，起身向西赶路，掌柜拦住说：

“前边小官路经过杨老坟路段，长久路断人
稀，杨老坟里黄蓓草一人多高，坟中一条乌
蛇在老榆树上缠绕三圈，头伸在南边广济河
喝水，尾在北边利仁河水里摆动，两河相距
六十丈，凡路过坟的大人小孩老远就被乌蛇
吸入腹中……”老者摆摆手说“没事”，便
沿小官路朝坟地扬长而去。须臾，远见老者
卸下黄包袱，向坟草丛中一抖，顿时大火冲
天。火熄，不见了乌蛇，也不见了老者。

尔后，村民说黄衣老者是火神爷，便在
村头小官路旁宋代土地庙里加建东殿，塑了
火神爷神像，加之北大殿的土地爷以及西大
殿的药王爷，一庙供三神。

明万历二十八年 （1600年），河内知县
袁应泰领全县民工在济源沁水出山口凿山开
洞，隔山取水，修挖广济、永利、利丰三
河，引沁水入河内县，后增开二渠，河口呈
五龙分水之势，称五龙口。

南寻村距五龙口15公里，广济河紧贴村
南，利仁河挨着村北，村西广济河大闸上又
挖一条大有河，二河呈丫型，大有河在广济
河南，并行至村腰，大有河折向东南。

村北的利仁河地势哪高走哪，与北边
2.5 公里的沁河相向平行。数百年来，沁河
无论如何暴涨、在何处决堤，洪水到不了利
仁河，老辈人说“沁不过利”。南寻村被夹
在河中，三河绿水向东流。

1958年，为排涝，大有河以南300米挖
一条河，取名卫星河，源头在济源沙口沁河
大堤闸门。这样，村子东西方向便有4条大
河，南北方向有4条小河，村西头大路两边
各一条，路东那条串通中街村头池塘，路西
那条入出寨河，村中间一条，河水从北街流
入苇园，从中街流出苇园，村东头一条，常
发出潺潺流水声。四条小河联通四条大河，
联通处进水口设斗门，根据用水需要，或开
或关。利仁河、广济河、大有河在村东西头
均设大闸，闸上安启闭机，平时开启，浇地
时闭上。大河水自西向东流，小河水自北向
南流，村子里的房舍和道路处在水网中。一
年四季，横四竖四八条大小河道清水常流，
河岸河坡长满各种野草，河水清澈见底，草
在水中生，水在草中流，夏秋蛙鼓虫吟，河
中鱼虾蛇鳖随处可见，一派水乡风光。村民
下地干活，渴了，掬一捧河水，清冽甘甜，
下工了，河里任意泡洗，心愉身爽，水乡人
累却很快乐。

在水乡南寻，可以蹲在河岸看蛇在河坡
吸蛤蟆，可以在河里掏黄鳝掏出桃花蛇，可
以在苇园里看苇喳喳窝里孵蛋，可以用布鞋
底狠命拍打吸附在腿上的马鳖。挥镰割麦时
会惊跑一窝未过满月的野兔。田间劳作时可
欣赏细长的老鹳在河中捕鱼捉虾。农闲时去
坟地熏獾，与老鹰一起撵兔。在院子里，可
以看见黄鼠狼咬住老母鸡，恶老雕叼走小鸡
娃……

村两头广济河石桥下，一溜几块捶布
石。夏日，村妇村姑们伙用几板皂荚悠闲地
捶打浆洗衣裳，黑泥鳅般的娃儿们在水中嬉
戏，学着大人游泳，狗刨沿 （自由式）、漂
死孩（仰泳）、潜没影（潜泳），孩子们在水
中都有两下子。

大小河里随处都有鱼，闸门一闭，闸窝
里鲫鱼、鲤鱼、鲶鱼、黄鱼、虎头鳜、黄鳝
活蹦乱跳，捞几筐，在场人均分。缝衣针在
油灯上一熏，弯个勾儿，针眼穿上纳鞋底的
粗棉线，拴棍子上，钓鱼竿就制成了。河里
钓几条鱼，是常事。浇地时，拿着铁锨，地
头小河沿开个口，河水静静流进庄稼地，鱼
也顺水游进田，就势逮几条，用树条从鳃串
到嘴，掂回村打平伙。

1941年，遭年馑，范姓村民逃荒归来，

掂一柄扎鳖叉，广济河里趟60步，扎老鳖一
筐。

1958年，村民用一棵百年老榆树打造一
条船，泊于村西广济河石桥头处，缆绳系在
烧去树心的半个柳树上，没事人时不时跳上
木船，摇摆几下舵，过回舵手瘾。后来涨
河，船被冲走，不知所踪。是年，旱田改水
田，从南方请来技术员，大面积种水稻，水
乡特色更显著。育稻秧、拔稻秧、插稻秧，
稻田除草、逮虫、施肥、放水割稻，北方农
人学会了南方农活。河局在院东修水力发电
站，四庄八村的碑石运抵工地，砌水下拱
桥，不知何因，电站半途而废。河局对面挨
利仁河盖一大高房，挂牌稻米加工厂，水轮
机带动碾米机，时有民谣说村民“日吃三顿
饭，大米鱼肉还配莲”。

20 世纪 70 年代初，有人将生产队的几
瓶滴滴涕倒入大有河，一时满河漂着翻白肚
鱼儿，最大的9公斤，村民两眼生泪。

1975年，引沁济蟒工程竣工，沁河水多
被引入济源孟县山岭，广济河断流且渐次废
弃，农用水来至卫星河，广利局调拨，按量
付费，水乡逝去了。

曾经的水乡多苇园，芦苇熟了，芦花满
村飞，村民杀 （割） 了芦苇打 （编） 苇席。
水乡多河道，有水就长蒲草，有蒲草就可打
（编） 蒲扇。村民手工编制的南寻蒲扇很受
欢迎。

打蒲扇须八道工序，杀草、晾草、碾
草、系草、编织、收边、勒把、修把。工具
简单，一镰刀，一勒扇拐。蒲扇可大可小，
大的能躺小孩，小的如成人巴掌。样式有立
纹横纹，有椭圆形丫字形，有带布袋的，有
缀红缨的，有大扇套小扇的，五花八门，因
人而适用，河南、河北、山西、陕西不少卖
蒲扇的南寻人都到过。

南寻村杨辛两姓是大户，都是明朝移
民，祠堂都在南街村头，一东一西，都建于
清代乾隆年间。杨祠堂规模宏大，有影壁、
山门、长条青石甬路、大殿、后殿，围墙厚
且高，上覆马鞍形巴砖。大殿门楣挂“关西
世泽”牌匾，以示为汉杨震后裔，“四知
堂”子孙。殿内有两帧挂式白缎家谱，后被
焚。原祠堂上世纪70年代被拆迁，大部地皮
划为宅基地。辛祠堂保存完好，一进两院，
建筑风格没变，现为沁阳市文物保护单位。
史祠堂在北街，史氏出巧匠，修建王屋山阳
台宫有南寻史家一分功劳，记载于镶嵌在阳
台宫大殿东山墙上的碑中。

杨辛俩祠堂，逢年过节族人在内举行追
远励今仪式，平时为学堂。学堂曾有几位先
生儒气十足，冬季着棉袍，袖口缀一圈水獭
皮毛，天寒地冻，大雪飞扬，露天写字，雪
不落袖口，双手不冷，墨水不冻。每年霜降

后，学生们在广济河捉得水獭，剥皮熟制，
献给先生。清同治九年（1870年）庚午科省
试，三年一试，偌大的河南省试只放了79个
举人指标。俩学堂三人赴开封应试，揭榜，
辛家辛兴岐 （字凤鸣）、杨家杨蕴芳二人高
中举人，钦命大主考翰林院编修崇绮为举人
颁发“文魁”匾牌，悬挂街门楣上，光门耀
祖、荣耀乡里，南寻村在河南省怀庆府河内
县红极一时。

南寻村东头关爷庙，西头土地庙，大殿
对着古戏楼，每年农历2月12日祭火神，9
月16日祭关帝，逢会必唱戏。

清末民初，南寻是“戏窝”。许多村民
能登台演出，有几摊怀梆戏班子，戏班之间
也唱对台戏。没有剧本，没有师傅，演员不
识字，记唱词凭脑子，戏台动作凭模仿，几
十本戏都是偷学的，打听哪个戏班唱得好就
挤在观众堆里偷着学，预先分好角色，各自
操心，唱词动作，一遍学会，人家戏班到哪
唱就跟到哪，回来一传凑，一本戏就成了。
有戏班唱 《泰山图》，一天一场，唱一个
月，南寻学戏的从河南跟到山西，一场不
漏。跟场时，众人有挑两捆苇席，有担几十
把蒲扇，沿途或开场前卖点土特产，补贴盘
缠。

杨明申，人喊杨老板，1912年生于唱戏
世家，自幼受父言传身教，少年成名。扮小
生，潇洒英俊，唱腔婉转细腻，声似琴瑟
发。唱红生，声如击洪钟，余音空中久盘不
散。拿手戏《对花枪》《对银碗》《合手剑》

《凤仪亭》《二郎山》……其唱过之地，无戏
班再造。遭人嫉妒，茶水中被放耳屎，嗓子
毁了，便一心授徒。在赵寨教戏多年，为
此，南寻赵寨两村结为社亲，来往多年。
1964年寿终时，各地奔丧徒弟跪了半道街。

辛世旺，1925年生，8岁被杨明申收为
门里徒弟。三伏天三九天，师傅起早外出拾
粪，给徒弟捏个架路，半晌归来，架路不能
变。1955年，沁阳怀梆剧团成立，师徒一起
进团，后徒弟任副团长主持工作，师傅觉得
别扭，辞职回乡。辛世旺师出名门，有童子
功，文盲，别人念唱词两遍，便一字不差背
会。饰老戏《搜杜府》中的杜文焕、《赶秦
三》中的秦二、新戏《芦荡火种》中的胡传
奎、《智取威虎山》中的座山雕、《红灯记》
中的鸠山，演的惟妙惟肖，观众场场叫好。

往事已成记忆。目前，南寻村境内的广
济河卫星河仅起排涝作用，利仁河大有河已
用水泥衬砌，用水时放水。水乡虽逝，粮食
产量却翻番。小官路旧酒新瓶，铺上水泥路
面。村西头的南北路已成省道二级路，名紫
（陵） 黄 （温县黄河桥） 路，沥青铺面，双
向四车道。村民与时俱进，和国人一道奔小
康。

水乡“南寻”
□杨寿远 辛向东

诗诗 歌歌

云台碧水燕飞扬云台碧水燕飞扬。。
王利江王利江 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