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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峰波

和谐?绿华

绿华——一朵绿色生态文明的鲜花

盛开在生态崇明金色皇冠上

这里曾是大海——波涛的世界

喧嚣着千年的寂寞，浪拍涛天

绿华人用一条条扁担，画就创业宏图

半世纪汗水浇灌，沧海变成桑田

绿韵流淌的锦绣，如诗如画的家园

江风海浪与歌声笑语，共谱时代新篇

春天从这里出发，嫩芽在芦苇梢头

孕育万紫千红播种希望播种理想

山歌伴随着鸟鸣的欢快

白鹭在田野上扬起骄人的双翅

迎着东方第一缕晨晖

轻盈地飞翔

波光粼粼的明珠湖

月光下荡起青春的双桨

人面与波光相映，涛声与桨声共鸣

明珠湖是宝岛璀璨的明珠

静静地镶嵌在绿华年轻的土地上

孕育生命，滋润大地

温情与激越相约西沙

湿地演绎爱情的浪漫，肆意生长

伴随着潮汐

遮天蔽日的一条条绿色长龙

滩涂生命的脉搏欢快的伸向远方

蝉鸣化作我取悦大地时的雀跃

国色天香，西来玫瑰争奇斗艳

金风玉露，宝岛蟹庄橘黄蟹肥

静逸村落，和谐人家

大江东去水长流

澎湃着一江豪情

绿华与崇明一起，站在历史新的潮头

伴着建设世界级生态岛的号角

扬鞭跃马，奋勇前进开拓创新！

□ 徐刚

作家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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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道古桑故人情

古道者黄河古道也；古桑者山东

夏津古道沙丘上桑林，其中千岁者百

余，有一棵桑树为一千五百年树龄；故

人者黄万里也。读者或问黄万里先生

去世于2001年九十岁生日后，与古道

古桑何干？黄万里，黄河万里独行客，

一生为治理黄河所奉献，指出了高坝

大库的危害，并为黄河正名为“利河”

而绝非“害河”，何以故？黄河所造之

土地乃为中国最迫切需要者也。先生

认为中国最可忧者不是缺水而是缺少

土地（《黃万里文集》2001年8月）。倘

若我今天拜访的黄河夏津古道沙丘与

桑树能开口说话，其必大呼：归去来

兮，黄万里！

历史上有记载的黄河第一次决溢

改道流经今夏津地域是在公元前602

年、周定王5年（《黄河水利史述要》水

利电力出版社1982年)。黄河是缺乏

耐心呢还是另有使命？在夏津地行水

613年后，于公元11年再决而改徙它

流。黄河走了，黄河留下了沙丘起伏

的冲积平原、黄河古道，地处河曲畴野

大块。夏津之名从何而来？津者渡

口，《水经注》：“自黄河泛舟而度者皆

为津也”。谭期骧先生《历史地图集》

有标示。“夏津地处北上黄河拐弯处的

西岸，水势转缓成为黄河东西过往的

重要渡口”（《这里是夏津》山东人民出

版社2016年3月）。夏津的夏字需作

一点历史的勾沉，公元前633年即晋

文公四年五月晋文公召集齐、宋、鲁、

蔡、郑、卫等国诸侯有著名的“践土会

盟，假途灭虢”之举。查践土一地在当

时衡雍附近今河南省境内。随后齐、

晋两国又在今夏津地会盟，诸侯会盟

历史上又称“夏盟”，夏津之夏当由此

而来（《这里是夏津》）。

黄河古道在夏津县境内因沉沙久

积而丘冈绵亘宽数百米不等，长三十

八公里。从《诗经》得知中国农人对土

地的热爱、中国农耕文化的发达，从周

代开始己可称先进。周代重林业陈嵘

先生认为“林政发达，于周已极”。“而

中国人工林之良善传统亦始于周代。

《诗经》：载芟载柞，其耕泽泽”，“瞻彼

中林，侯薪侯蒸”，“陟彼高冈，析其柞

薪”可以为证也。因而我们可以设想

当西汉末公元11年时，黄河别夏津地

轰然它去后流下的古道沙地是何等珍

贵了！但，这地这古道所印迹的是黄

河的气息，其沙丘如瞬间被固定的黄

河浪，一浪连着一浪，先是散发着湿漉

漉的气息，后在骄阳下渐成沙堆，沙

丘，沙地。中国农人有着爱土地的天

性，目睹这片荒野，熟知沙土特性的农

人在其上种植各种果树，以桑树为

最。桑树喜阳光耐干热且长寿，其叶

可茶，其皮可药，其果，椹果可食，美味

也。夏津古桑有一千余亩，百年以上

古桑3000余株，树龄最老之长寿桑为

1500岁！

桑树和梓树似应是中国先民最早

种植并付予了特殊涵义的树。《诗经?小

雅?小弁》是最古老的咏桑梓诗：“维桑

与梓，必恭敬止，靡瞻匪父，靡依匪

母”。又：“隰桑有阿，其叶有难，既见

君子，其乐如何？……心乎爱矣，遐不

谓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诗经》时

代桑与梓便有了精神意义上的升华，

有故乡、父母、爱情的象征意味。“桑梓

之地”由是而出乎？孟子好说树与民

生，或者也受了《诗经》的影响，然孟子

之非凡处，是把桑树摇曳于古代理想

社会的顶层设计中，并突出了与民生

之休戚相关：“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

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

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

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由

民生而教化育人，“谨庠序之教，申以

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

善哉斯言！大哉孟子！

桑树在中国传统文化及农耕事业

中的地位可以说至高无上，其多重意

象亦美不胜收。乡土也，孝悌也，教化

也，桑林之爱也等等。中国古代农村

讲究宅前种桑，宅后植梓。桑则衣食

之源也，梓树长成后可预为父母做棺

材——寿材也。或可说桑梓之地亦即

生死之地也。一代又一代的人走完了

人生的旅程，而桑林依旧，桑树乃长寿

树，其寿龄一般为几百年。当我在夏

津一步一步地从桑林小道中走向

1500年的古桑时，脚步不由自主地越

来越慢，古桑林下起伏的沙丘及气息

告诉我：这里曾经是黄河浊浪，我正走

在朝圣的路上。踏访中华民族母亲河

的古道，瞻仰1500岁的古桑，岂非朝

圣？就在这一条古桑小道上，我将要

与历史相会，我站在公元纪年开始前

后的黄河波涛上，我将感觉着黄河古

道的生成演化，我闭目瞑想1500年前

的种树人，在黄河古道及这样的种树

先人前，我是应该鞠躬呢还是跪拜？

就这样到了那一棵依然粗壮高大、树

冠荫及几十平方米天空的古桑树前，

一阵清凉及椹果的清香幽幽地飘来，

有风吹过，桑树枝摇叶动，满树的椹果

纷纷落下，1500年的古桑呵，它依旧

在结实，而且依旧鲜嫩甘甜。这就是

生命的神奇，一棵桑树历经一千多年

的风雨依然屹立，依然鲜活在大自然

的规律中，依然伸展枝叶，依然结出椹

果，依然造福人类，依然守望家园。

我在古桑树下徘徊良久，

我是在寻找开始呢还是在寻找尾

声？

不，我是在寻找一个人、一个毕生

致力于黄河水利事业的黄万里先生，

更确切地说我是在寻找他的灵魂，我

可以确定他的灵魂从来没有离开过黄

河以及黄河古道的平原和沙地。他或

许就在这棵古桑树上，他是“树的最高

枝节”（《哲言集：人与自然》三联书店

1993年12月）。黄万里以清华大学水

利教授闻名，而更让世人惊诧的是他

的耿介，他直言反对三门峡水利枢纽

工程，他认为高坝大库太多而影响了

江河的自由流动将会危及今人和后

人。因着他对黄河的理解，他再三大

声疾呼：黄河不是害河，“黄河是中国

乃至世界上最优的利河”（拙著《沉沦

的国土?黄河万里独行客》人民文学出

版社2005年5月，下同）。

黄万里生前我是最后一个采写他

的作者，连续一个月的采访行将结束，

2001年 3月 12日上午九点我如往常

一样走到清华园内黄先生的家门口，

黄先生亦如往常一样站在门口，穿一

身白色西装优雅地迎我进门。先生要

我坐右边的沙发说“右手是上座，”我

坚辞，先生不允“客为上”。先生还是

说黄河并强调：“中国的问题，不是人

多水少，而是人多地少。”土地因为建

设的需要和人类不合理的活动只会减

少，而具有造地功能的惟大江大河。

“长江流域面积比黄河流域大23倍，

年流量大128倍，长江口中下游造成

的冲击平原只占黄河的一半为12.6万

平方公里，而黄河冲成了25万平方公

里的大平原。虽然用水不足，也可耕

种两季，难道更不觉其宝贵吗？”

以上所记只是黄万里先生治理黄

河研究之一端，却已经别开生面了，在

先生看来黄河之为利河、黄河对中华

民族的贡献而被称为母亲河，流水第

一，造地次之。中国几十年的水利思

路视黄河为害河，治河之法便是拦、

排、放，下游黄河在两堤约束下排沙，

如黄万里所言“全河流水被派定尽量

输沙出海的任务”假如南北分流呢？

黄万里说：“人们必然能建成精致的分

流闸和分流渠道，而不再是高坝大库，

经过一段时期分流淤灌后，黄河槽身

自然浚深，再毋需加高堤防来防洪了，

下游会自然地淤灌增肥，并造出更多

的土地，于是河治。人们会额手称道，

黄河是世界第一大利河。”

黄万里的治河造地梦已随黄万里

飘逝而去。

黄河古道、古桑、古桑树上的最高

枝节，却在告诉我黄万里所论：“史籍

上曾有黄河千年无患的记载，时在东

汉以降至魏晋南北朝，下延至隋唐。

为什么？除开王景治河有功外，东汉

末年以后，黄河下游刀兵不断战乱绵

延，政权更叠频繁。可以推想的是当

洪水来临，在若干区段内，呈现的是任

其泛滥。清人康基田追溯魏晋黄河时

也说：平原以北，大河古道依旧，地势

洼下，皆沮洳之区。至大水之年，经流

虽归千乘，而溢出之水散漫于冀、定数

州。散漫何解？漫溢安澜，分流排沙

造地也。”

哪有比历史这位先生更高明的

呢？黄万里如是说。

将别夏津，忽然有风掠过桑林飒

飒有声，那声音仿佛是一种从历史深

处的波涛上跃起的呼唤：留得方寸地，

让与子孙耕。

土地啊土地！我们的还在耕种的

土地，我们的被强占的土地，我们的被

撂荒的土地，我们的已经污染的土地，

土地啊土地！古典政治经济学鼻祖威

廉?配第说：“劳动是财富之父，土地是

财富之母。”我们今天播种五谷杂粮的

土地是借用子孙后代的，因此我想说

土地是过去的一切，土地是未来的全

部，土地是梦的摇篮！

2017年的夏日是如此难忘！我

在夏津目睹了不朽者有三：古道也，古

桑也，古桑之最高枝节黃万里也。

夜行时的咳嗽声

□ 北风

我们小时候夜行，父亲教有一项

知识，就是当发现对面有人走过来或

身后有人超过去时，要轻轻咳一声

嗽。于是，夜里走路，发觉与路人相

遇，我们就会主动地“呃咳”一声，然

后会听到对方还过来一声“呃咳”。

有时是对方先发现先咳嗽，那我们也

就立刻“呃咳、呃咳”回应。父亲说，

夜行相逢而一声不响，会让对方或自

己吓一大跳的。

知道这一声咳嗽，实际上就是

一种招呼，一种通报，同时也是相互

之间的一种体贴和关怀。夜色里，

会有各种迷信中的传说流行，还容

易让害怕白天的各样东西趁机出

没，所以夜行路上增添了恐怖，要是遇

见动静就更加担忧和害怕了。现在好

了，善良的百姓发明了简单通用的“咳

嗽法”，这第一声咳下去，一方就像首

先点亮了一盏灯，而第二声回过来，对

方的灯光也照过来了，夜行路上就分

明点亮了一盏盏的明灯。仔细听这咳

嗽声里的包含，就好比在说“你好，你

好”、“放心，放心”、“走好，走好”，是一

路温馨。

长大了，我体会到小时候父亲教

的夜行时以咳嗽发短信的方法，不只

是一项知识，更是一个深刻的道理，其

核心就是人生活在这一个世界上，一

定要互相关心，互相温暖，而且关心别

人就是关心自己，要关心自己又必

须首先关心别人。像这夜行时的心

情，你紧张，对方也紧张。一声咳

嗽，着想于自己也着想于别人，是双

方共同的事情。其中的咳和回咳，

像礼和还礼，又是配套的，相互的，

缺一不可。如果我们离开了夜行的

环境去看别的场合，比如你走出家

门和邻里相处，走进单位和同事相

处，走到外面和陌生人相处，也全都

是这个道理。

知道上海有长兴

岛至今已经30年了。

30年前，我考取上海

师范学院生物系，同

寝室里住有三位来自

上海郊区县的同学，

晚上大家各自作介绍

时，睡在我上铺的说

来自长兴岛，这时我才知道在我们崇明

岛东南处长江口外，竟然还有长兴岛。

他还告诉我说，他们的长兴岛东边还有

一个比长兴岛小一些的岛，叫横沙岛，

两岛之间也如崇明与上海一样，用船摆

渡往来。

大学两年后放暑假前几天，我受

同寝室同学的相邀，有幸第一次来到

长兴岛，那天长兴岛的原始风貌至今

仍历历在目。

一条狭窄的东西走向柏油马路横

贯长兴岛，路上公交车辆很少，路边几

乎都是低矮的茅草屋，很少见到一幢砖

瓦结构的房屋。房屋四周便是农田，广

阔的农田里，秧苗绿油油一大片，玉米

苗长势喜人，矮凳高的毛豆秧也碧绿一

片，农家的小院里有的用芦苇围着，很

多是敞开式的，院落里黄瓜、丝瓜、番

茄、茄子等蔬菜遍地都是。生产队里的

打谷场地上，晒满油菜和麦子。

我们边走边看，边说着闲话。“汪、

汪”狗儿们叫声不断，还不时“杀”出

来；房屋拐角处，有时会蹦出几只鸡

来，相互追逐着，“咯咯”叫着；河水不

深，河边的杨柳树上的小鸟们叽叽咕

咕，不时飞来飞去；高高矮矮的芦苇，

随风飘荡；河里的鸭子自由自在游逛，

时而头颈猛地扎进水里，时而头颈高

昂仰起；从居民区穿过，淳朴的人们都

用微笑看着我们，宛如一幅农家水乡

生活的景象画。

第二次去长兴岛是前年的3月份，

教师进修学校的教研员邀请我跟随他

们一起到长兴中学进行课堂教学调研。

车开上长兴岛那一刻，路旁的街

道、房屋、河道、水泥路等变化很大。我

想努力追寻30年前的长兴岛影子，哪

怕是一棵树，一条烂泥路，一间茅草土

屋，或一座木桥，一条河沟，甚至电线杆

之类，却再也无法找寻。

宽敞的马路，来往车辆络绎不绝，

路边的树生长茂盛，绿化带还有小花，

鲜艳漂亮。静谧农家小院，粉墙黛瓦，

颇有江南水乡民宅特色。沿路一块块

牌子上向你标明如上海橘园、垂珠园、

先丰度假村、绿岛芦荡迷宫等景点的路

程、方向。最终，因为教研到下午3点

才结束，没有时间去游玩那么多景点，

但我还是领略了长兴岛的悠然，优美，

充满野趣的绿岛芦荡迷宫。千亩芦荡

之中，河汊纵横曲折，四望青沙重罩。

我们划着小船转游其间，悠悠荡荡，不

见尽头，虽不如沙家浜的芦苇荡那样茂

密，也没有雄安新区的白洋淀那样广

阔，但仍感扑朔迷离，交织盘曲，野趣油

然而生。上岸后来到戏水区，一个天然

泳场，池水引自长江，只见水面澄澈碧

波，波光粼粼，犹如芦荡之中的清水明

珠，空气中不断飘来一股清新典雅水香

味，让我们驻足停留在水岸边休憩，久

久不愿返回。

两次到长兴岛，我虽然看到的风

景并不多，只有房屋、农田、庄稼、花草

树木、鸟儿、江水、芦苇、蓝天、白云以

及农人的微笑。但，静下心来仔细想

想，构成我们生活的基本元素除了这

些随处可见的自然、简单、真实、朴素

的东西外，还能有什么呢？这不正是

我们今天应该真正向往，真正追求的

桃源般的生态型生活吗？

富丽、清新、富饶，生活安逸的世

外桃源长兴岛，我用心和手中的相机

摄下那精彩的一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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