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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乡的麦子
胡庆军

在麦地的边缘行走，温暖的季节,
让麦子绿油油地拔节。

我们曾在麦垄里静坐，手捧教科
书,读历史的风云变幻，寻铁路、公路的
伸展。大自然精美细致的语言，把思绪
诱惑得上下翻飞，我们,如同一株株平
凡的麦穗，在阳光下静悄悄地长得籽粒
饱满。

站在麦地的边缘，鸟的叫声此起彼
伏，仿佛在抒发自己生活的感悟，尽情瞻
望,可以触摸时空的苍茫。有时,我们会
试图去理解一粒麦子，如何制造生活的
温饱与安康，如何走进农家麦草苫顶的
屋子，便想做一棵遮阳挡雨的麦草，接近
奉献的本质与辉煌。

在麦地边缘行走，在城市和乡村的
边缘行走。看小麦占据田野,占据旅者
疲惫的心灵，想象一粒麦子落地的形式，
心情被故乡的泥土播种，即使不能发
芽, 也要留下无怨无悔的诗行，用语言
筑起鲜明的人生方向，追逐一份正直与
善良。

麦子的味道既是太阳的味道、又是
土地的味道，更是父母的味道，面对一粒
麦子我们总会有一种说不出的感觉。是
感伤亦是幸福。离开故乡很多年了，如
今偶尔在麦收时节看见那收割的场面，
我都恍然看得见每一粒麦子里都栖居着
故乡、一片一片的麦地勾勒故乡的版图，
于是把一颗麦穗放在嘴里，慢慢咀嚼着，
可以吃出田野的味道，可以尝到故乡的
味道。生命在这版图上不知疲倦地追随

着时光奔向远方，像极了我们一天天走
过的岁月深秋。

风一天天吹着，顺着季节的脉络，吹
熟了麦子和庄稼，吹软了每一粒麦子里栖
居着的那颗心，故乡的麦子，把血脉融入
了泥土，麦子在故乡生长，就像村庄在民
间生长，麦子和村庄相依为命，麦子蕴含
的巨大力量，调动着城市和村庄的情绪。

麦子认识劳动的全过程,耕耘、播种
或者收割，麦子熟悉故乡的情感，喜悦、悲
观或者彷徨，季节的风让我们真切体会
麦子成长的艰辛，我们可以远离村庄和
亲人，但离不开麦子，五月的暖风中吹不
来麦香，惊慌失措的不仅仅是村庄。

故乡的麦子，作为粮食和种子，生生
不息的麦子，一茬茬的收割，就有了村庄
烟火的延续。我们叩拜爹娘，我们叩拜
麦子，一粒麦子很轻，但我们称不出也扛
不动它思想的重量，粮仓里的麦子很平
静,但它们的呼吸澎湃汹涌。

麦子在民间生长,风调雨顺和五谷
丰登，便在故乡生长，麦子在民间生长,一
粒粒饱满便将城市和村庄照亮。我们，

在麦子的生命呼吸里长大，麦子的精神
品质，在我们血液里汩汩流淌。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收麦子基本上
全靠人工，那时候一家人一天才收一亩
麦子，这样的日子要持续七八天，拉回来
的麦子运到碾碾滚轧好的麦场上，套上
牛，拉上石滚子，转啊，转啊转，然后扬
场，收籽，晾晒，收仓，最后挑麦秸，做成
垛。起垛、上垛，男人用叉往垛上扔麦
秸，女人则在垛上挥舞着木叉，麦垛慢慢
地高了，每每这时，我总会担心麦垛上的
人怎么下来，幼稚的童年里常常打上许
多五颜六色的问号。接下来就是晒麦子
啦，也是小孩子们最高兴的，孩子们会撒
欢似的围着一堆堆的麦垛捉迷藏。或是
找个阴凉铺个口袋躺下，仰望蓝天白云，
总觉得美丽的蓝天是麦场，而丝丝白云
是大人们扫场时留下的痕迹。好想把
洁白的白云扯下一块擦擦父母脸上的
汗……美丽的遐想常常被母亲‘回家吃
饭啦’的喊声打断。猛地坐起身，一边答
应着一边往家跑……如今打麦场被岁
月风蚀了，而麦收那些美好的记忆却深

深印在我的脑海里。
光阴不紧不慢地前行，依旧是风一

吹，麦浪便翻滚起金黄。只是曾经农村
那种收麦子的艰辛场面慢慢地从人们的
视野中淡化，伴随着祖国的壮大，现代化
的触角已经深入生活的细节，中国的农
村也从农耕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变，可新
一代年轻人谁又能体会到老一辈割麦子
的艰辛呢？
麦子熟了，一浪赶着一浪，阳光下，那

缕味道是收获了的一波又一波的麦香。
镰刀也好，轰鸣的机械也好，鸟儿

“阿公阿婆，割麦插禾”的啼鸣也好，麦子
是幸福的，收获是幸福的，那些忙碌和汗
水是幸福的。
麦收时节，农人们喜悦的时节，一年

中最繁忙的时节，在一场雨来临之前，一
年一度的盛宴在田野间开幕。
时间漫过日子，我们可以看见麦浪

里，踏浪而来的人挥舞双手，像一粒麦子
吟唱，在泥土的深处注入血脉，生活掀起
的波澜，是乡村的唯一方向，在日子和日
子之间，是节气的旅程。
金黄的麦田翻滚着热浪，那是以勤

劳之笔蘸取汗水的颜色描绘出的丰收画
面，一颗一颗的麦穗饱满着低下了头颅，
向大地母亲鞠躬。父亲喝干剩下的半瓶
白酒，一觉醒来，便开始忙夏种了。
如今，我就是故乡走失的一粒麦子，

漂泊在异乡，很多时候，想把一把麦子
握在手上，然后听滚滚麦浪在故乡艰苦
而愉快地成长。

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时代新人

我因为蓄能机组的研制和投标等事
宜和梅教授相识并有较多联系，他长我
14岁，当然不敢妄称益友，但确实可称
为工作中的“良师”，每当我遇到工作难
题去信请教他时，他都及时回信详尽答
复并列举可供参阅的资料，常使我茅塞
顿开，受益匪浅。他赠我的两本“抽水蓄
能”专著成为我研学“蓄能机组技术”拜
读的经典并常年置于案边爱不释手。
1990年10月，我国水电部授权水电科
学院首次主持举办“抽水蓄能国际学术
研讨会”，我的一篇论文入选并获通知参
加会议在大会宣读。这是我首次参加国
际学术会议，惊喜之余也略感紧张：我在
高中、大学均学习俄语，改革开放后因工
作需要才在天津广播函授大学业余学习
“科技英语”三年并获英语大专毕业证
书，但英语水平仅限阅读专业文献以及
商务来往电文而并未学习口语，因此对
大会宣读心存疑虑。会议期间梅先生虽
忙于协助水科院领导主持会议工作，但
还是主动特派他的研究生在我预定大会
宣读的前一天晚上来辅导我。

记得那天晚上我正在房间默读论文
突然有人敲门，年轻人进门后自述是梅
教授派来协助论文宣读事宜，这使我喜
出望外。在次日的大会上我宣读时比较
清晰流畅，博得了与会国内外专家掌声
认可。会后梅教授特别找到我表示祝
贺。梅先生“助人为乐”的学者风范由此
可见一斑。

1995年在水电部天津设计院及北京
设计院的推动下，为了发展我国抽水蓄能
事业成立了“水电工程协会抽水蓄能专委
会”。我在天发厂以及中法合资天津阿尔
斯通水电设备有限公司（简称天阿公司）
工作期间均被单位推荐和学会聘请为委
员（从第一届直至我完全退休时第十
届）。在每期的学术年会上我与梅先生都
有接触，虽然此时他已是国内外知名专家
学者，但为人谦逊和善、彬彬有礼的学者
风度依旧令人钦佩。1994年11月我在南
京参加中国第二次抽水蓄能国际学术会
议并宣读论文，其间会议间隙与梅教授多
次面叙，我有幸与梅教授留下了俩人的珍
贵合影。

1995年9月28日—29日在天津通用
电气阿尔斯通水电设备有限公司（天阿公
司）与水利部天津勘测设计研究院（天津
院）共同主持召开“天津桃花寺抽水蓄能
电站机组国产化研讨会”，以梅祖彦教授
为代表的全国“抽水蓄能”专家学者及政
府官员共35人参加了会议。

28日上午天津院及天阿公司的领导
讲话后，天津院技术人员介绍了天津蓟县
（今蓟州区）桃花寺抽水蓄能电站（4×
125MW Hr=147.0/155.8m）的相关可
行性研究情况，下午天阿公司报送会议
“水泵—水轮机技术文件”并由我介绍了
从1990年2月以来配合天津院开展“水泵
—水轮机”选型工作以及天阿公司成立以
来向天津院提供新老方案的技术参数以
及水泵—水轮机结构的预想方案，此后法
方专家米歇尔先生就我公司新方案中的
新模型转轮的水力性能向各位与会人员
进行了详尽的讲解。

梅教授听了我和米歇尔的介绍后，在
此后的技术研讨会上发表了讲话，其大意
是，随着我国电力建设事业的快速发展，
大容量的核电、火电机组增多，电网的峰
谷差不断加大，调峰、调频任务更加艰巨，
加快抽水蓄能电站建设势在必行。他又
说，现代意义上的抽水蓄能机组是二战后
特别是近二十多年才发展起来的，其中高
水头大容量机组中关键技术目前国内尚
未完全掌握，但桃花寺机组属中水头中容
量又可采用法方模型转轮技术，因此该
机组立足於国内研制应该是完全可行

的……。梅教授的讲话说出了与会者大
多数专家学者心中肺腑之言。会后经各
方努力天津市计委最终将该项目列为天
津市“十五”期间重大建设项目并於当年7
月20日正式公开招商投资。

会议期间，年过七旬的梅教授总是精
神矍铄与参加会议的有关技术人员频繁
交流。虽然桃花寺项目后来在火热的招
标中因多种原因被迫戛然而止，但梅教授
在会上为国家大干快上蓄能电站及为蓄
能机组国产化的热情呼吁在会上及行业
内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其拳拳爱国赤子之
心令人动容。

1998年我由天阿公司退休后又返聘
至天发重型水电设备公司工作，这期间向
梅先生的请教信从未中断，且每次梅先生
都及时回复。2002年，我将一篇多泥沙电
站水轮机选型论文的英文译稿寄给梅先
生审阅，很快我收到了他的回信，他说：“以
往中外业者对多泥沙电站的选型都主张
采用‘低参数’，你结合中国黄河上电站的
实际情况采用‘高低参数并存’的选型方
法确有创新，这不仅增加了发电量也延长
了转轮的寿命，值得在行业内推荐”。并
热情的说：“我将你的英文稿稍加润色后
推荐至IAHR相关的世界水力机械权威
刊物water power发表”，这件事由於多
种原因我最终并未进行，但梅先生“助人
为乐”的精神令人动容。

2003年当我再次去信时，收到回信
不是我熟悉的梅先生秀美的笔迹，一种不
祥的预感油然而生，打开信一看这是梅夫
人刘自强教授（北大西语系法语教授）的
来信。信中说：“祖彦已於春天不幸病故，
享年79岁，因当时“非典”肆虐，未及通知
亲友告别即匆匆火化，特致歉意……。”我
阅后心情悲痛不已，久久难以平静。刘教
授又说：“祖彦病前已完成《晚年随笔》手
稿，现正遵嘱整理后出版，届时将寄一本
给您。”我及时回了信，除表示对梅先生去
世的悲痛外，也劝她节哀，并表示今年在
“抽水蓄能学术年会”上我将建议会议为
梅教授默哀，以示对这位我国“抽水蓄能”
事业的杰出先驱者的缅怀。此后，在2005
年12月我如期收到刘教授寄来由清华大
学出版的梅教授遗作《晚年随笔》。拜读
后不胜唏嘘，恍如隔世。

光阴似箭，梅先生离开我们至今已
有十五年了，他的早逝使我国流体机械
领域失去了一位杰出的学者、“抽水蓄
能技术”领域失去了一位热心的先驱
者，我失去了一位工作与事业中的良
师，令人无限悲痛与怀念。但欣慰的是
梅教授终生为之奋斗的我国“抽水蓄
能”事业在经历了艰难曲折的历程之
后，如今已踏上了快速发展的康庄大
道。据统计截至2017年底，我国抽水
机组装机容量已居世界第一：在运规模
2849 万千瓦，在建规模达 3871 万千
瓦。此外我国抽水蓄能机组研制已从
最初的中低水头、单机仅1.5万千瓦斜
流式机组发展为高水头，单机为37.5万
千瓦的大容量机组。通过宝泉、惠州、
白莲河三个大型抽水蓄能电站技贸结
合式招标，我国已掌握抽水蓄能机组的
核心技术：水泵—水轮机转轮的水力设
计。不仅如此，在水力设计中对“S区”
和“驼峰区”优化上取得重大技术突破，
解决了水泵—水轮机在上述不稳定区
并网难的世界性难题。在国内大型蓄
能机组的招标中，国内厂家与发达国家
厂家的同台竞技中时常脱颖胜出。这
些辉煌的成就令国人无限欣喜，也为世
界水电业界瞩目和敬仰，对此我想梅先
生在天之灵亦应万分欣慰吧！

本文撰写时曾参考梅祖彦教授《晚年
随笔》及中国电器工业协会水电设备分
会《水电设备信息》有关内容。

怀念梅祖彦教授
高道扬

从前有个村，村里有座庙。
北运河因漕运繁盛于明、清，那时

津门进京之路又在运河右岸且必经于
此，加上旧时民间对于宗教的崇拜，这
座建筑或许一时登峰造极。然而随着
中国文化及乡村教育现代化的演变，从
废庙兴学到集体所有，眼前这座庙既做
过村内的小学堂又做过村委会办公室，
直至今天的彻底闲置。

沿北运河一路南行，奔行几千里至杭
州拱宸桥止。拱宸桥是杭州城的地标，远
行的杭州游子回乡的时候都喜欢站在船
头眺望，每当远远望见高高矗立的拱宸桥
时便知道到家了。而这拱宸桥的“拱宸”
正是两手相合满怀敬意的施礼于远在北
方的北极星宸。而真武庙便是这北极星
宸的宫殿，“居其所而众星共之”，一北一
南，这不失为古运河上的一段佳话。

真武庙像是一位饱经沧桑的老者
静静地坐在那里，凝视着这日月沉浮，
经历着这世间百态。东面，紧邻真武庙
的北运长河——京杭大运河如今已是
我国的世界文化遗产；前面，那直对庙
门的进京故道清晰可见。世界遗产委
员会认为，京杭大运河是世界上最长
的、最古老的人工水道，也是工业革命

前规模最大、范围最广的土木工程项
目，它促进了中国南北物资的交流和领
土的统一管辖，反映出中国人民高超的
智慧、决心和勇气以及东方文明在水利
技术和管理能力方面的杰出成就。历
经两千余年的持续发展与演变，京杭大
运河直到今天仍发挥着重要的交通、运
输、行洪、灌溉、输水等作用，是大运河
沿线地区不可缺少的重要交通运输方
式，自古至今在促进中国经济繁荣和社
会稳定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其实，我们更看重的是运河两岸曾
经的文化气息，这也是我们对真武庙依
依不舍的真正原因。清代乾隆年间的天
津籍举人汪舟《蒲口题壁》诗中描述上蒲
口古渡“渡口桃花三十里、半林黄叶作秋
声”。多少年来，古渡故道、芳草夕阳、竹
管牧笛与真武庙相伴，共同记录着运河
水面上击水的桨声和路上行人匆匆的步
履。牛背上弄笛的牧童，渡船上归家的
货郎，庙廊下避雨的农夫早已听惯了庙
内的暮鼓晨钟。丰收的季节，真武庙前
搭起戏台，车把式套上马车北上武清、南
下天津接来戏班唱大戏，村里的同乐高
跷老会更是锣鼓家伙敲起来共庆丰收。

上蒲口村真武庙是北辰运河两岸
难得的文化元素，是人类与大自然多年
和谐共处的结晶，真心希望运河畔的这
座真武庙能永远留在我们的视野。

运河扬波

父亲的小名叫长江
可是，他是我的北方
母亲的小名叫俊茹
当然，她是我的南方

我的北方是盐碱荒滩
渤海罡风吹不倒的那株
红高粱
渗涨着殷红、热烈
黧黑又雄壮

我的南方不是撑着油纸伞
仿徨的丁香
是杏花春雨中忙忙碌碌的
新娘，巧兮盼兮，肤傲凝脂
弥漫着泥土的娇妍与
馨香

我的北方是盛唐的边塞诗行，辽远
苍劲

豪情万丈
我的北方是李商隐的巴山夜雨，荡

气回肠
烛映西窗

我的南方是宋朝的婉约词章，绵远
悠长

古色古香
我的南方是苏东坡的琢玉郎，旷达

超然
奔腾出唐古拉，一路向东，走向浩

瀚的
海洋

我的北方也有狂风骤雨，霹雳雷电
我的南方只有柔情似水，桃唇绽放

这是长江黄河无悔的对白
这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血脉
多少温暖，次第盛开
流年笑掷，生命高亢
漫延着爱的生机和力量

我的南方呵，郁郁葱葱，鸟语花香
我的北方呵，冰天雪地，坦坦荡荡

敞开胸怀的旷野
任高山流水，古韵悠扬
缤纷的夕阳
把碣石深情守望

我的南方呵，善良、旖旎
唤醒晨光微曦，点亮爱的方向

我的北方呵，刚毅、坚强
揣一片叮咛，洒一路星光

啊！我的南方，我的北方
支撑起后辈一往无前的
信仰

沧海豪迈歌

历史的沧海，有多少英雄的悲壮与
豪迈？

上下五千年，华夏民族的壮丽画卷
写满了答案。

——题记

一
有一种豪迈，动地惊天
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
好一个辛稼轩

有一种豪迈，气壮山河
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
六出祁山

有一种豪迈，感天撼地
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
我将无我，砥砺向前

二
崖山战，南宋再无天
十万儿女纵身蹈海
染红了
宋朝大东南

岳武穆精忠报国
生死无憾
二不尚书范文忠
哪怕回天无力
依然义无反顾赴国难

晁错商鞅，丹心汗青
零丁洋里零丁叹
两昆仑，横刀向天
刘焘王五
侠肝义胆

张香帅，搞洋务
兴文教，西学中用
力挽大厦于狂澜
纪文达，修四库
文化长城美名谈

路漫漫,何其险
多少英雄拔剑四顾
彷徨难前
沧海在咆哮
五岳慷慨呐喊

三
往事怎能如烟？
南湖的红船啊
星星之火
在那里点燃

吉甫故里，张隐韬
津南起义风云卷
宁都霹雳绚
赵博生智勇双全
两万铁血男儿
壮大苏维埃政权

抗日旌旗猎，赵锡章
携衣衾在鏖战
喋血报国
大刀丧敌胆
献县马本斋，回民支队
威震中原
英雄黄骅，冀中敌后
热血尽洒冀鲁间

这片慷慨悲歌的大地
唤醒民众千千万
革命谱上
皆硬汉
宁为玉碎
不为瓦全
血肉之躯可以
摧毁
民族气节岂容
踏践

喇叭声咽
残阳如血
一曲红梅赞
长虹飞满天
无数先烈永眠
魂铸巍巍红岩

四
仰望历史的天
繁星点点，哪颗更亮
哪颗最为璀璨

遥远的星群簇拥出一颗
众星捧月般

碧空霎时
灿亮非凡

那是泱泱华夏
魂气魄光，那是祖国骄子
民族脊梁
中国精神被他们装点
如此绚烂

中华文明五千年
磅礴向前，绵延不断
这是遗传密码，红色基因
更是伟力之源
复兴路上，号角震天
中国梦圆，使命在肩

五
河海之城，风景独看
铁狮镇海，诗经唱晚
徐福东渡，盘古开天
武学杂艺，四海称赞
悬壶济世，代有圣贤

一船明月今朝悬
渤海潮正满
黄骅大港通五州
世人惊羡金沙滩

运河两岸，翠色如画
一座座科技园
客商忙洽谈

漫步黄河古道
太行山泉甘甜
五谷含香，桃花园里
个个胜似神仙

好雨知时，天河慕人间
捧无垠希冀
沧海桑田

武风文彩
从来英雄汉——
卧是滹沱河
立为太行山

一水孕万物
五流春盎然
诗风画境
笔底生云烟
初心不忘冲霄汉
牢记使命
苦登攀

爱的絮语
五色水

从前有个村村里有座庙
杨波

（下）

(外一首）

罗帐轻垂隐玉娇，
蛙鸣伴我度良宵。
端庄秀丽青莲貌，
脚出污泥品自谣。

韩富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