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曾经是一名舟桥兵，遇水架桥。那几
年的春末，我们班都要遵照命令在黄河边的
训练场旁边搭好帐篷，驻守三个月。

我们非常珍惜在黄河边的每一天。虽然
是单独驻防，但作息时间和在营区的战友们
是一致的。每天早上规定六点钟起床，其实5
点钟刚过，大家就都陆续起床了，把训练场
和帐篷周围打扫干净，均匀地洒洒水，黄河
边风大，这样可以减少尘土的侵袭；将固定
帐篷的铆钉向下砸砸，也是防止风大把帐篷
吹变形；把头天晚上收回来的训练器材再拿
到训练场依次摆放好，部队来了就可以马上
投入训练……一切都紧张忙碌，一切又都有
条不紊，就如同队列行进一样自然从容。忙
完了，洗漱。等待开饭的这段时间，也是我们
欣赏黄河晨景的时机。

太阳已经高过稍远些的杨树林，红彤
彤，晨雾也知趣似的隐去，河面河岸上的一
切就都清晰明润起来。经过一夜没有干扰的
沉淀，早晨是一天里河水最清的时刻。阳光
无遮无拦地映射在河面上，如同在宽阔的水
面安放了无数面小镜子，晶莹剔透；又像无
数有着闪光鳞片的鱼儿在游动、跳跃，让人
目眩神迷。想来，“水光潋滟晴方好”也并非
西湖独有的美誉。河中那块有些神秘的绿洲
上，栖息着更加神秘的珍禽白鹭，它们通体
洁白，远远的，一会儿飞快地掠过水面，一会
儿在高树低草间盘旋，一会儿又相互追逐，
仪态舒展，优雅自在。再往前移动目光，平坦
的水面一览无遗，岸边的鹅卵石似乎在随着
水波的荡漾浮动。对岸的景物和这边有几分
相像，也有不同的地方，仔细看，可以隐约看
见被树遮挡的片段红瓦白墙。目光所及，都
清凉，新鲜，生动，妙趣横生。我们一天的训
练，也就在一片和谐美好中开始。

晚饭之后，我们在河边洗去一天训练的
紧张疲惫。对黄河，我们始终怀有一种虔敬，
河水似乎有过滤阳光的功能，即便是伏天，
一天的暴晒也只是让靠岸的水变得温乎，再
向里走上几米，就已经是一种冷意，虽不至
于冰凉，但足以让人打几个冷战。我们只是
在浅水处简单冲洗一下，再热也不会往深水
处去。这除了部队严令私自下河游泳外，久
居河边，我们对黄河的脾气也摸得很透。

顺着河岸巡视水里的装备，是职责内的
工作，也可以顺便领略一下迥异于早晨的美
景。我们的舟被牢牢地锚定在河岸上，整齐
地摆成一行，金色余晖布洒其间，与舟身的
军绿融汇在一起，河水拍打舟身的哗哗声传
出很远，既壮观又温情，那是一种充满色彩
的豪迈。这时，作为战士的那种自豪感也会
油然而生。风大浪急，当我面对熟悉得不能
再熟悉的舟桥装备时，就会想到英国画家透
纳的名作《战舰归航》，与之不同的是，透纳
的战舰是在海上，我们的舟是在黄河；他的
战舰是归来，我们是整装待发，但那种威严，
那种气势，那种震撼，那种磅礴的豪情是相
通的，它们水乳交融，固化成了战士心中永
恒的精神雕塑。

顺着斜阳的方向，目光投向更为宽阔的
河面，咦，河水怎么变绿了？不对。是变红了？
也不对，走到近前去查看，其实什么也没有
变，那只是夕阳光线给人带来的错觉。“一道
残阳铺水中，半江瑟瑟半江红。”想必诗人白
居易在发出如此真切的感慨时，应该是与我
刚才站立的方位很接近。这样的时刻，闭上
眼睛，也会在脑海里浮现出若干唯美的意
象，最先浮现脑际的恐怕是那句如画的
诗——— 长河落日圆。

夜幕在不知不觉间落下，夜雾也在不知
不觉间升起。我们的帐篷静静地肃立在那
里，仿佛在召唤着我们归来。那个爱好音乐
的战士坐在帐篷前，又吹起了他的竖笛，悠
扬的《军中绿花》随风入耳，婉转，深情，勾起
了深埋于心的思恋。微风，河水有节奏地拍
打着河岸，它是战士最忠实的听众，也最能
抚慰每一颗孤独的心灵。

黄河兵谣
□法京涛

就这么爱上这里
□辛牧

【大地风情】

利津，虽然只在这里工作过一年，我却
从心底爱上了这里，把这里看作了自己的
第二故乡。

1988年，我被选为山东省讲师团成员下
乡支教。初秋，一辆面包车一路颠簸着把我们
从当时的山东海洋学院(现为中国海洋大学)
送到利津，安排在利津县教师进修学校教课。

教师进修学校的学生其实是各乡镇初
中的老师。记得上第一堂历史课，我问：“利
津有什么名人、名胜古迹？”一位来自汀河
乡(现为汀罗镇)的老师说，铁门关最有名。
可他怎么也讲不清楚来龙去脉，只是反复
强调：“早没影了，都埋到地下了。”

那时网络没有普及，手头资料也少，我和
山东省社科院的吕世忠特地跑到县城的新华
书店查找铁门关的资料，结果一无所获。
郁郁寡欢地快到学校门口时，正赶上

旁边实验小学下午放学。孩子们成群结队
涌出校门，有的打闹着从我们身边跑来跑
去，碰到了我们，笑一笑便跑开了，我们丝
毫不在意，反而觉得平时人烟稀少略显冷
清的县城大街一下子充满了生气，心情爽
朗了许多，不觉放慢了步子。两个扎了长辫
子的小姑娘落在后面，发现有人看着她们，
半低下头弱弱地喊了声“叔叔好”！我们急
忙回一句“小朋友好”。俩人害羞地向前跑
去，临到一个拐角，其中一个小姑娘突然停
下脚步，回头朝我们舒然一笑，便倏地拐进
了胡同。那朝霞般天真烂漫的笑，顿时让整
条街道霞光万丈。数日来，心中从熟悉的青
岛来到陌生的黄河三角洲而生的些许阴
郁，一并被湮没了。

我开始习惯沿着黄河大堤散步锻炼。
回校晚了，便转到街上，在某个水煎包摊前
停下来。一次，当我和世忠拿起水煎包尝了
一口后，两人才发现身上都没带钱，尴尬不
已。摊主却说，带回去吃吧，明天从这走顺
便把钱捎来就是了。那是一个三四十岁的
妇女，穿着土气，却干干净净，并不像市井
生意人，倒像是邻家大姐。我说，这种情况，
在青岛是不可能的。世忠说，在济南更走不
了。我和世忠返回学校，抓起包便往街上跑
去还钱。

县城不大，几周下来，便感觉无处可
去。一个周末的黄昏，天空洒落着坚硬的雪
粒，斜刺里刮着凛冽的风，我和世忠急匆匆
向渡口赶去，想乘船过黄河去东营。

一条油漆斑驳的木船，孤独地横在浑
浊的水面上，忽左忽右地晃荡着，摇橹的船
工是一位满脸沧桑、缄默不语的大爷，正默
默地收拾着东西准备离去。我们赶上前去：

“大爷，还能渡人吗？”用了渡人这个词，话一
出口，自己也觉得好笑，在这样的黄昏，在
黄河岸边，“渡人”一词多少有些禅味儿。大
爷低着头摇了摇，继续转来转去收拾东西。

“渡一下我们吧！我们去东营有急事、很急
的事！”大爷依旧不吭声，连头也不摇了。我

着急了：“我们是利津县教师进修学校的老
师，有急事去东营。”大爷意外地一努嘴：“是
老师啊！上船吧！”一直到对岸，大爷没再说
什么，也从未露出过笑脸，只是熟练地操弄
着船桨。风雪交加，我心里却是暖暖的。

几个月下来，感受着这片土地的生机
和温馨，只是心里一直放不下铁门关，总想
找个机会去看一下。进修学校老师、我的同
乡徐静知道我的想法后，借来几辆自行车，
陪着一起去铁门关遗址。四五个人兴高采
烈地一气骑行了二十多里，一打听，方知还
在汀河乡地界上，还有好长一段路，热情一
下子降温，停在了路边一家饭馆。饭馆老板
听说我们要去铁门关遗址，像看外星人般
盯着我们，不以为然地说：“去那里有啥看
头？什么也没有，早埋到地下了！”那人一边
说，一边抬起右脚在地上轻轻跺了两下。我
有些木然地盯着他跺脚的地方看了好一阵
子，心里泛起无限惆怅。

本想酒壮英雄胆，酒后再上路，可酒过
三巡，谁也不提再往前走，大家十分默契地
调头返回了学校。

那时，讲师团的生活单调，却有着家的
氛围。一天晚上，大家凑到徐静老师家聚
餐。正值酒酣，门被轻轻地推开，教数学的
王老师进来，右手提着两瓶酒，左腋下挟着
一团浅褐色包装纸。他笑着将酒往桌面上
一放：“我迟到了，家里有点儿事。”顺手拖过
床下一个马扎坐下，他把那团包装纸放到
桌上打开，原来是一只烧鸡，然后，端起酒
杯，“来晚了，自罚一杯”。

不一会儿工夫，房门又开了，瘦瘦的、
身板不太直、看起来比较弱的教务处宫主
任进来了。他也不看我们，以一种探视的目
光在酒桌上搜了一阵子，然后猛地收缩脖
颈，做出一个很奇怪的表情，像是惊诧，又
像是埋怨：“小徐，你这捣鼓些啥？别让人家
济南、青岛大城市的人小瞧了。”说着，朝着
门口喊了一声：“哎，进来啊！”这时，一个中
年妇女，一手提个小水桶，一手捏着铁盆子
跟了进来。宫主任在酒桌上腾出地方，中年
妇女将铁盆子放上，然后两手拿起水桶往
铁盆子里一倒，嘿，热腾腾的一盆羊肉汤便

出现在大家眼前。一阵欢呼，酒桌上又掀起
一次高潮。

桌子旁，不知不觉已经坐了十二三个
人，屋子里洋溢着热闹的气氛。世忠见我喝
得欢，用手捅我一下：“别慌，别慌，还早呢！”
我说：“差不多了吧？”正说着，屋门又神秘地
开了，和宫主任一个办公室的副校长来了，
提了一个塑料袋子：“光喝些白酒做啥？伤
身体哩，这儿有红酒哩。”可就他这红酒，让
很多人撑不下去了。

这样富有兴致的夜晚，诗意盎然，最好
的去处自然还是黄河大堤。

从学校门口走出，向左一拐，经过一道
土沟，爬上黄河大堤，黄河便呈现在眼前。
黄河岸边的夜晚十分空旷，熟悉的月光静
静地照在大堤上，稀疏的星辰在眼前闪烁
嬉戏。云层褪尽，月光温柔地勾画着黄河模
糊的轮廓。高于大堤的一垛垛青石纵横排
列，安详地躺在与自己差不多高矮的树旁，
聆听着黄河水滚动的声响。

带着酒意，踩着温厚的泥沙，我像在梦
中行走，感觉大地是这般坦荡、踏实、安逸。
我在心中慢慢地体味、储存着这片泥沙的
味道；一次次虔诚地捧起泥沙，感悟着与它
们的缘分。在这泥沙的王国之夜，一下子拥
有了超脱一切的空灵，肌肤和思想跟沙粒一
样，闪着淡淡的清光，像藏在心底的梦，飘然
成浓郁的乡情、田园的牧歌。那一刻，我心中
憧憬着把自己交出，虔诚地接受黄河的点
化，在圣洁的月光里，成为一把纯粹的、干净
的泥沙，时时倾听黄河的喘息和倾诉。

第二天，徐静跑来问我是否还去铁门
关，我犹豫了。于是，直到返回青岛，我终究
没有去成铁门关，成为当时的一件憾事。后
来，到报社工作，几次到东营利津采访，彼
时交通工具已经很发达，可总没有寻到一
次合适的机会。

参加“进百镇·听乡音”从汀罗出发的
文学采风活动启动仪式，再次充满了对铁
门关的向往，大有非睹遗址容颜不可的期
望。然而，“跑车观花”，紧张的半天多时间
里，只是浏览了铁门关展览馆，又一次与
铁门关遗址失之交臂。

我出生在肥城——— 一座被称为“佛桃
之乡”的小城。而我的父亲，是这里的一位
公务员。近两年，父亲突然开始鼓捣要出
一本关于桃文化的书，对此，旁人大多都
表示惊讶、敬佩，但对于我而言，“桃痴”父
亲这样做并不奇怪。

父亲是一位桃文化的“苦行僧”，从
2001年至——— 他在肥城桃文化之中苦行，
以史实为杖，化缘于四方。竹杖芒鞋，踏遍
了肥城的土地。十八年来，他明处暗处地
奋斗，我都是目睹者。

明处，他是一名合格的“小公务员”，
为桃木旅游做出了样子。它是一名异乡
人，却在异乡生了根，甚至一心一意，任劳
任怨地将全部精力贡献给了肥城。我与母
亲一直认为他是个“工作狂”。小时候，一
直到现在，每天大约中午十二点时，我总
会竖起耳朵，听地下室有没有停车的声
音。只要听见父亲的电动车轧过草坪发出
的声响以及开门声，我就会不由自主一阵
喜悦——— 父亲能回家陪我了。因为他总是
很忙，常常没空回家吃饭。那时候，甚至是
现在，我都很怕在中午母亲的手机突然响
起铃声，并伴随着母亲“嗯，好”的话语，因
为那预示着父亲又不能回家一起吃饭了。
每年的三月、四月，肥城举办桃花节，桃木
旅游商品大赛时，总是他最忙的时候———
我几乎见不到他。每天早上，他不到六点

就已经赶到现场进行指挥工作，那时我还
在梦乡中；中午他为了节省时间，总是留在
桃花节现场，简单扒几口饭，然后继续沉浸
在工作之中；到了晚上，往往凌晨一点才能
听见他开门关门的声音，可那时，我又睡着
了。他不是打工仔，却总让我感受“留守儿
童”般的思念，但我又不敢告诉他，因为我
知道，这个“桃痴工作狂”，已经将桃文化事
业放在了如“生命”一样的位置，倘若他知
道了，想必他一定会在“慈父”与“桃痴”两
个身份之间痛苦地选择吧。

而在暗处，他是一位仍在进步的学
生。2011年，四十岁的他开始攻读硕士，那
时我才上四年级，每天早上四点，总能看
到他卧室中昏暗的灯光，听到他嘴中喃
喃，活脱脱的一位“苦行僧”，古灯之下一
心向“佛”。我本以为他念硕士只为了让自
己的学位再上一个层次，却不想几年下
来，竟想出了什么“六位一体”，并真的推
动了肥城桃文化旅游发展，不知这“六位
一体”是不是这位“苦行僧”的修行更上了
一层楼。

对他来说，肥城比更北方的家乡还要
熟悉，他将十八年光阴奉献在了这座城
中，汗水尽数洒在了桃文化开发中。
现在，许多小城人都渴望能到京津沪

打拼、生活，而这位地道的天津人却在这
座山东小城扎根。我常疑惑他为何不在天

津发展，可他总带着佛系思想：“此心安
处，便是吾乡”。肥城与天津的发展程度相
差很多，可父亲却傻气地不离开。他一直
不肯告诉我他怎么会来到肥城，但隐隐
的，我能从他与母亲的相处中猜出原因。
母亲说不上漂亮，不化妆不打扮，而父亲
心心念念的却是她。相识几十年，风雨同
舟，在我出生开始记事之后，他们没有争
吵，没有打架。就这样，父亲在这座小城中
由“外乡人”不知不觉变成了一个纯粹的
肥城人。记得几年前，流行什么“肥城方言
考级”，我与母亲两个地道山东人只能以
五级六级的成绩赞叹父亲的“十级”水平。
整个肥城，无论去哪儿，他都轻车熟路，开
车出门，车里总放着《桃花盛开的地方》。

作为一名大学文科生，父亲很早前手
就开始痒，但每次都由于各种原因而作
罢。一转眼十几年过去，随着在肥城的点
滴积累，他决心一定要为肥城留一部有关
桃文化的参考书籍。前不久，这位“桃痴”
真的撰写出了一本自己的书，一本关于肥
城桃文化的书。这是他十几年的成果，他
这些年的悲喜、苦痛、领悟都融在了这本
作品之中。

记得前些年，他嘱咐我了解“布衣院
士”李小文以作为作文素材，然而我看后，
不由自主联想到他自己——— 布衣苦行，粗
茶淡饭，却是深藏不露的“扫地僧”。

桃痴父亲【幸福讲义】
□刘津蕾

【时间乡愁】

扫描二维码
关注壹点文学

扫描二维码，可以查
看青未了文学网、青未了
文学“壹点号”的投稿方
式，查看优秀专栏作者的
往期作品，还可以参与作
品评论和写作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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