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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郑州市区、新密市、新郑
市交接的新郑市辖境内西北部有
梅山地名，应该就是郑水的源
头。梅山之东有十八里河是否就
是郑水的上游，有待进一步研
究。在 2005 年印刷的郑州市域
地图上，郑东新区辖境内有“郑
河”地名，此地在今郑东新区如
意路与龙湖外环南路交叉口一
带，有人研究此处可能就是明代
郑水故道下游所经，也或许有一
段时间郑水称郑河也未可定。

若自梅山向东北，郑水故道
大体很可能在今十八里河与金水
河之间向东北流，至今郑东新区
向东再注入贾鲁河。

如果此推论不误，贾鲁河上
游水系应包括西支的索、须河，
中支的京水河和源于梅山的东支
的郑水。京、索须、郑水共同构
成了贾鲁河的上源水系，中支京
水、西支索须故道犹存变迁不
大，东支的郑水已湮没无迹了，
无可寻访。

清代碑刻记载的郑水，仅仅
为贾鲁河上游水源之东支，但在
明代嘉靖时期的左都御史胡世宁
的奏折中，郑水就不仅仅是贾鲁

河的一条分支了。
嘉靖六年 （1527年），黄河

决于丰沛，溃水先冲入京杭大运
河后又漫入昭阳湖，漕运断绝，
左都御史胡世宁上奏明神宗请疏
浚贾鲁河以通漕舟说：“查荥阳
之东广武山南一水，东流经郑州
中牟之北、祥符之西，繇朱仙镇
而南经尉氏、扶沟、西华之东，
沈丘之南，在元史名为郑水，土
人名为贾鲁河者也。南至周家口
与颍水合流名为沙河，至颍州正
阳镇入淮，直抵淮安。今自正阳
至朱仙镇，舟楫通行略无阻滞。”
又说：“自朱仙镇而北而西至郑州
西北惠济桥地方，不及二百里，
河身略窄，稍当修浚。若于惠济
桥西开一支渠，分水一派，北入
黄河，不及二十里。渡河而北直
入沁口，为道甚便。如谓郑水微
弱，不任漕舟，则荥郑之间又有
京水、索水、须水诸泉皆可引入
郑水以济漕挽。再每二十里建一
石闸，如会通河之比则蓄洪，有
时水自裕，如计其工费丁力亦不
过四五万两耳，若此道既通，则
漕舟出天妃闸即繇洪泽湖入淮，
溯淮入颍水，溯颍入郑水，牵挽

尤稳，黄河又可不用矣，虽冲溢
万变何虑焉。”由胡氏的奏疏中
所谓郑州西北惠济桥、京水、索
水、须水等诸地皆可落实。特别
应该强调说明的是惠济桥在今郑
州市北郊惠济桥村，此桥是一座
三孔石桥，桥面长 14.44 米，宽
5.08米，建于元末明初……在惠
济桥南侧及南部河道经过试掘，
出土有唐、宋、元、明、清时期
堆积层及大量文化遗物，尤以元
明时期遗物最为丰富。河道两侧
河堤经过解剖，发现其时代最早
到元代，晚至清代，元代以前河
堤已不清晰。由现代考古资料证
明惠济桥下确实存在着一条向北
与黄河相通的古河道，这条古河
道正是胡世宁说“于惠济桥西开
一支渠，分水一派北入黄河不及
二十里耳，渡河而北直入沁口，
为道甚便”的贾鲁河河道。

此道贯通以后，江淮北上京
师漕舟可不经会通河，在胡世宁
看来贾鲁河水运最大的优势不仅
是“牵挽尤稳”，而且可以避黄河
的艰险，即所谓“黄河又可不用
矣，虽冲溢万变何虑焉。”这条

“出天妃闸即由洪泽湖入淮，溯淮

入颍水，溯颍入郑水”的水运网
络的北段就是明清郑水或贾鲁河
河道。明代胡世宁所建议的这套
联通黄河、淮河的水运通道只需
将贾鲁河上游京、索、须诸泉皆
引入郑水 （即贾鲁河） 便可使江
淮漕舟出于“荥阳之间”，这项工
程于嘉靖九年 （1530年） 5月完
工，前后大体经历了3年的时间，

贾鲁河上游的航运体系基本形成。
这样看来，早在明朝嘉靖年

间，由今天郑州西北黄河南岸，
经朱仙镇，至周家口，再入沙颍
河、淮河，洪泽湖到京杭大运河
枢纽——淮安的水运道路就已形
成了。郑州西北地区的贾鲁河
（或郑水） 上游就已经成为这套
水运体系的起点。

由此可见，元明时期的郑水
就是上游的贾鲁河，而京、索、
须诸河则是它的支流，众支流汇
入郑水，也就是贾鲁河，而且还
引黄河水入河道，水量大增，舟
楫畅通，成为沟通黄淮水陆交通
的主干道。

分析可知，郑州的郑水，是
明清之前的贾鲁河上游，是明清
时期的贾鲁河源头之一。至于郑
州与郑水的关系，鉴于郑州得名
在商代，应该是先有郑州后有郑
水。但是，郑水之源所在的梅山
在春秋时期亦然存在，当时有无
郑水不得而知。所以先有郑州后
有郑水，还是先有郑水后有郑
州，还是一个谜。

郑州，一个拥有 3000 多年
历史的城市，在新世纪焕发了勃

勃生机，得到了长足的发展；郑
水，郑州曾经流淌过的一条河
流，随着岁月的流逝，消失在沧
海桑田的变迁中。

贾鲁河畔话贾鲁
有人说，作为郑州人不知道

贾鲁河，就如同河南人不知道郑
州一样的孤陋寡闻！其实也不尽
然，由于贾鲁河的现状使得这条
千年古河淡出当代人的视野，不
知道贾鲁河或者是知之甚少，窃
以为也是可以理解的。

知道贾鲁河而不知道因贾鲁
得名者，笔者不敢断言，估计不
在少数，因为我就是其中的一员！

直到近几天读元史：“惠宗
至正八年，任命贾鲁为都水使者
……”我才把两者联系到了一
起。这个发现使我这个在水利战
线上工作了三十年的郑州人实在
有些汗颜！

贾 鲁 （1297—1353） 字 友
恒，元代高平人。少年时聪明好
学，胸怀大志，长大后谋略过
人。1343 年诏修辽、金、宋三
史，召贾鲁为宋史局官。历任东
平路儒学教授、户部主事、中书
省检校官、行都水监，其间，针

对当时“黄河决溢，千里蒙害，
浸城郭，飘室庐，坏禾稼，百姓
已其毒”，沿河人民背井离乡，卖
儿卖女的悲惨局面，公元 1351
年，贾鲁被任命为工部尚书、总
治河防使，进序二品，授以银
章。贾鲁亲自率人修筑黄河，多
次领导治理黄河，拯救民众于洪
水之中，是一位杰出的水利专家。

贾鲁的三大伟绩
一、宋史的编纂者

贾鲁聪明上进，博学多才，
元末延佑、至治年间 （1314—
1323）两次中举（明经科）。泰定
初年（1324年），任东平路儒学教
授，后又升任潞城县尹，不久迁
为户部主事，还未上任，父亲亡
故，按当时孝规，需要致仕回家
守孝三年。后被起用为太医院都
事。又在丞相脱脱的指示下，修
撰宋、辽、金三史，旋调任宋史
局官（主编）。

阅读过《宋史》的人都知道，
作者署名为脱脱，其实脱脱作为
当时元朝的宰相，不可能亲自参
加编撰，职责相当于现在的审定
者。贾鲁才是《宋史》编写
的真正“操盘手”。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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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恩难忘

♣ 王文平

绿围巾

绿围巾一直飘荡在我生命的上空。它像一
枚叶子，滋养着我的生命之树。

那是三十多年前的事了，那时我刚读初二，
教我物理化学的老师是一个高中毕业不久的大
姐姐。她是那么美，脸蛋白里透红，一双大眼睛犹
如黑葡萄，齐耳短发一边搭在耳后，一边自然下
垂。她毎天除了正常上课，每天早晩自习都到我
们班里辅导，解答疑难问题。由于她辛勤的付
出，我们的理化成绩在全乡中学里比较靠前。

那年我有幸被选中参加全乡数理化竞赛考
试，她亲自送我去考点。考点在马谷田乡政府
的乡中学，距离我们罗店学校有七八里的丘陵
山路。如果是好天气，这点路对我们农村孩子
来说不算什么，可是那天天公不作美，天上下着
鹅毛大雪且伴着刀子一样的狂风，大雪覆盖了
所有的路面，四野白茫茫一片，路上也没有行
人，几乎找不到路，大雪被风追赶把路边原有的
沟也填平了，一不小心就会踏进沟里，膝盖一下
子就没入雪中。行路难，大风雪之路就更难。
我们趔趄着身子艰难前行，整个人都冻僵了，脸
被打得生疼。老师发现我头上脖子里什么都没
戴，就把她崭新的绿围巾从自己脖子上取下来，
把我的头和脸包起来。她一会儿拉着我，一会
儿拥着我，一会儿拖着我，我们两个变成了雪
人。我抬头看老师，她的头上、眉毛上全是雪
花，我的眼睛湿润了……那是我第一次围那么
洋气的毛线围巾，那么好看，那么暖和！我三岁
多丧母，从小到大只围过那种带穂子的布方巾，
折成三角包在头上，对我来说已经很奢侈和难
得。老师长长的绿围巾，多么厚实，多么松软，
多么暖和！带着老师的体温，带着老师的体香，
一股暖流涌遍全身。我多想时间就此静止，让
我幸福的感觉永远留下！

时间终究流逝，但那幸福真的永在心中，不
曾减弱，不曾忘怀——绿围巾围住了那一年所
有风雪的日子，温暖了我一生孤独寒冷的时光。

从此我不可收拾地爱上了绿色。
多年以后，我大学毕业成了一名真正的园

丁，所不同的是：老师教书育人，我则培育花花
草草，扮靓城市的角角落落。

家乡一别，工作繁忙，琐事缠身，与老师已
有三十年未见。但老师给我的关爱终生难忘，
每每遇到有难之人，也必援手相助，将这份温暖
传递下去。

那时的她，只是一位民办教师，工资微薄，
但她乐在其中，日夜坚守在岗位上，传道授业解
惑，以校为家，以学生为子女，倾尽心血，不计报
酬，不图回报，其灵魂是多么圣洁高贵啊！

此刻，我多想问候一下我的老师，轻轻问一
声：“老师，你还好吗？你还记得那条绿围巾吗？”

而我一辈子都不会忘记，我的老师，芳名禹芳。

与辜鸿铭、林语堂齐名的华人英
语作者，享誉世界的文化传播者、作
家与画家蒋彝，旅居英美数十年，以
笔名“哑行者”创作了一系列隽永雅
致的旅行画记，风靡海外。由世纪文
景出版的《波士顿画记》《日本画记》
曾引发新一波蒋彝热，近日，蒋彝“哑
行者画记”系列第三册《巴黎画记》中
译本首次问世。书中记录了蒋彝上
世纪 50年代在巴黎的见闻，既游览
了巴黎艺术区，也拜访了巴黎手艺
人，还探访了作为当代思想发源地的
著名咖啡馆。当时已在西方享有盛
名的蒋彝，依旧使用传统中国诗文
画，来表现巴黎浪漫的景观。

诚然，古往今来有无数名人写
过巴黎这座花都，但旨在海外推广
中华传统文化并卓有成就的蒋彝，
在他笔下，这座已为人所熟知的大
都市绽放出新鲜的光彩，每一个角
落都蕴藏着惊喜，而他兼具中国文
人学养和英式绅士幽默的笔锋，令
旅行中那怡然自得的愉悦与凝思在
字里行间徜徉，温润如玉。今天我
们重读蒋彝这些出版于上世纪中叶
的作品，不仅仅是为了解一个遥远
国度的文化历史背景，更在于享受
那份行走观察中淡然的快乐，体悟
文化与人生的心境，重新认识周遭
的世界，感受生命的美好。

《巴黎画记》 以中国之眼
发现浪漫之都角落里的美

♣ 董全云

辣 椒

暑气日渐消弭，晚上的一袭薄盖
已不足以抵御秋凉，秋梦忽醒，月光
透窗，一时在春风秋月的低回中辗转
难眠。心头犹存岁到四十时的惆怅，
今时业已站在了不惑之年的中间地
段，尝对人感慨：已虚度四十六个
春秋！同事则劝勉：周岁你才四十
五。面对如是安慰，我脸上作出的
淡定平抚不了秋风在心中漾起的波
澜，可以用周岁为虚岁打折，人生
的中年确已实实在在登堂入室了。

只有站上人生顶峰的人，才会
看到前途的无限风光，通透了自己
人生大道的下一步走向，从而达至
不惑。而人生四十，多数人还在山
重水复柳暗花未明地走一条庸常的
曲折小路，甚至四顾茫然，感觉前
路已无路可走，只好在庸常小路上
往来徘徊，为了一家人的生计，在
庸庸碌碌中忙忙碌碌，在忙忙碌碌
中聊度时光。

很多时候，不但一家老小的经
济来源系于一身，也得扮演家中精
神支柱的角色，只能顺心的事多和
家人分享，委屈的事默默在心中消
化。所以芸芸众生的四十不惑，肯
定不是已经想通了所有道理，只是能
认的就认了，能咽的就咽了，能扛的

扛起来，能放的放下去。可顺应了命
运的摆布，也得学会摆布自己的命
运，为了这世上需要自己的人，提振
精神安放好自己的身与心。

人至不惑向内求，要先调适内
心，再面对这个复杂的世界。人的一
生，在繁重的工作生活压力下，都是
在一边委屈自己，一边努力地寻找自
我。我们不断地一层层拨开外在世
界的干扰和迷雾，但那一把把解开
人生困惑的钥匙，就潜藏在我们自
己的内心深处。找到自我，心性清澈
了，就点亮了自我，就能自己给自己
照亮前路，就可以静下心来走自己
的路，不至于不和别人拥挤在一条
大街上便内心空落无依。就能对心
中各种欲念不断地删繁就简，把曾
经以为放不下的东西轻轻放下，放
到心外的天地，以便集中精力扛起更

加沉重的工作与家庭的责任。
不惑之年，一定要捻熄对这世

界的各种看不惯，因为那些超出我
们常识和习惯思维的物事，往往正
是流行与时尚演变的方向，甚至是
社会发展的潮流所指。必须积极面
对新事物，放下执念，抛下成见，腾
空自我，虚心容纳与接受这世间所
有。不要让自己和上辈老人一样，早
早地失去“学习力”。以前学习后，会
感觉自己无知，现在学习后，感受到
的是危机，这世界变化太快，正在惩
罚不会改变自己的人，而改变自己
的最好办法就是学习。心中有积累，
胸中有气象，人生自会风景万千。

年华老去，更要及时捡回遗落
的少年梦想，否则，即使能在名利中
安身，何以在岁月里安心？一个人的
兴趣所在，就是自己的优势与特长

所在，也该是自己梦想的指向。只是
普通人的优点和长处容易被这个社
会和自己低估，但一个人避免不了
从别人的肯定中进行自我价值判
断，又必须以自我价值判断确定自
我的人生坐标定位，要在众声喧哗
中辨明自己，拥有不断向前的价值
定力，瞄准自我认定的方向一直向
前走。兴趣能唤醒潜伏在庸常人生
中的无限动力，而且花开在枝末，生
活的意趣，也往往绽放在人生的主
干之外。

其实人至不惑反倒积攒下更多的
困惑，不过，一个人不需要对这个世界
完全理解和弄懂，只要对这个世界有
自己的见解，不惑之年走到中途，尤当
勉力刻画下属于自己的人生轨迹。

不惑之年，再不显老鬓边都会
生出几根白发，在满头黑发中显得
极为显眼，所以也很容易被女儿挑
出来，替我拔掉。但头天拔下一根，
第二天就多生出两根、三根，待女
儿再替我拔，我只好含笑阻止。时
光的脚步无法阻挡，壮年转眼过渡
到中年，老年也已在不远处招手，
人生已不必事事执着，或许自己给
自己让条路，脚下才会有一条不惑
的大道！

人至不惑向内求
♣ 韩心泽

灯下漫笔

18 平方米的一间屋子，两张办
公桌三把椅子，靠窗处摆一个木架，
上面放了脸盆、毛巾和一片肥皂，这
便是一个地质队子弟学校校长和书
记的办公室。

1982年 7月，我大学毕业，分配
到河南地矿局地调一队子弟学校。
因为单位宿舍不够用，就把两个新
教师安排进校长办公室。于是从队
上领到四个简易条凳，两块三尺宽
的床板，我俩在屋子两角一支，两纸
箱书和杂物往床板下一塞，就安家
了。这样我俩白天上课，领导在房间
办公；晚上领导回家，我俩寝办合一，
改作业并且住宿。如遇夜里领导加
班，只得乖乖地在外面候着。那一年
我 26岁，黑瘦老相，偶尔有些生人，
常把我当作年轻的领导毕恭毕敬，
弄得我尴尬莫名。

参加工作两年，要告别单身生
涯，没法再与领导“合署办公”了，学
校便把一个教室隔为三间，分出 16
平方米作为我的新房。我和妻子欢

天喜地，载歌载舞，有个自己的小窝
真的就心满意足了。然而好景不
长，婚后一载，女儿急不可耐地来到
这个世界，屋子开始显得狭窄，开始
有了哭闹、有了唇枪舌战、有了锅碗
瓢盆交响曲、有了柴米油盐酱醋茶
的鸡零狗碎……

忙忙碌碌的日子，不知不觉到了
上世纪 90年代。谢天谢地，已中级
职称三年的我，在地质队终于有了住
楼资格。乔迁新居，一室一厅，三口
之家总算搬进一个 13.5平方米的旧
楼：一套老家具、一张大床、一个书柜
和沙发，无论怎样优化组合，还是霸
占了蜗居面积的五分之四。那时女
儿五岁半，睡觉按分配不准超床宽
45厘米，但一入梦，她就开始侵略我
和妻子的地盘。冬天好凑乎，三人倒
也团结友爱和平共处。夏天则不然，
一对半火炉身，谁也怕挨谁。妻身体
不好，不敢打地铺，一家之长的我只
好与床忍痛割爱。我患风湿性肩周
炎，睡水泥地背疼，只好委屈了七尺

之躯，每日练虾功蜷缩在沙发上过
夜。妻心里难受，不免牢骚满腹，我
倒能豁达处世：“福兮祸所伏，祸兮
福所倚。蜗居虽小，有仙则灵。一
可修身养性，专治急脚风症；二利感
情融洽，比如夫妇白天干架，晚间照
睡一屋，如屋多了各自为政，天长日
久岂不生分？”妻闻言撇嘴，笑我是
苦中作乐的阿Q。

光阴似箭，蜗居狭小的矛盾又
开始日益突出。先是女儿上学，需
要一个安静的学习环境，继家里陆
续添置的饭桌、洗衣机和冰箱，又
无疑形成一群吞食地盘的饕餮。
按理说，教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
师，应该照顾调个大点的房子。可
单位是知识分子密集型的地质队，
老百姓说工程师一毛钱买十一个，
一分不值呀！虽说这一套小楼房
住得窝窝憋憋，却不必怕刮风下雨
跑职工食堂打饭，不必一日三餐等
在公用水龙头下排队洗刷，不必和大
家抢公共厕所……总之，这一切“不

必”时时勉励着我，知足者常乐！
星 移 斗 转 ，风 卷 云 舒 。 1994

年，我终于住进了两室一厅的新楼
房。4 年后国家实行住房制度改
革，我在洛阳交了 5万多元，买下了
原 单 位 一 套 70 平 方 米 的 两 室 一
厅。2009 年我工作调动到省局，就
一直攒钱在郑州买房。攒到 2013
年，终于交齐 60 万购房款，接着又
花去 20万装修和买家具费，于退休
前两年的 2014年底，搬进了这套安
装有电梯的高层住宅楼。整套房
143平方米，三室两厅两卫，是我以
前连做梦都没敢想到的。

我是一个普普通通的知识分子，
出身农村，1978 年考学时还住在乡
下的土窑。参加工作后，我先在学校

“寝办合一”住集体宿舍；继之住单位
分房，从平房到楼房，从一间到一套，
从一室一厅到两室一厅；再从住公房
到自己凭工资买房，从两室一厅到三
室两厅，一辈子吃苦奋斗，却也收获
了自豪！

♣ 宋宏建

有则谜语说：“小绿孩，小红孩，肚
里装着小铜钱。”小铜钱是什么？就是
圆形的辣椒籽，而那些小红孩小绿孩，
就是辣椒。

酸 甜 苦 辣 咸 ，辣 是 五 味 里 的 一
味。有人无辣不欢，有人相敬如宾。
辣椒相传是明末才从南美洲传入中
国。清人陈淏的《花镜》曰：“番椒，俗
名辣茄，高一二尺，丛生，白花，秋深结
子，俨如秃笔倒垂，出绿后朱红，悬挂
可观。其味最辣，人多采用。研极细，
冬月取代胡椒。”

起初辣椒为观赏植物，被栽在花
盆里，枝丫曲折小叶互生，小小白色花
瓣盈盈满目。花渐落，绿色的小尖果
实露出头。长熟了摘下来，用棉线穿
成一串挂在墙角，红红火火的，看着就
那么烟火和喜气！

要说厨房里辣的菜蔬和佐料也不
少，比如葱、姜、蒜、芥末，还有胡椒，但
是谁都没有辣椒辣得直爽和酣畅。老
话儿说：姜辣嘴，蒜辣心，大葱辣眼
睛。而辣椒的辣则辣得让人无处躲
藏，辣得轰轰烈烈。记得有首四川的
民歌《辣妹子》，把小辣椒一样火辣的
辣妹子写得生动活泼，让人一吃辣椒
就忍不住想起了那首歌。对于爱辣椒
者，无辣无味，无辣不思食，爱者深爱，
怕者汗颜。

辣椒在中医上还有祛风行血，散
寒解郁，消食呕逆，疗打嗝，止痢疾的
功效。马未都曾说 ：“辣不是一种味
觉，更是一种痛觉。”比如用刀切辣椒，
我们的手也会感到辣痛，若是碰到眼
睛和脸，定会感到火辣辣的痛。爱吃
辣椒者，大多是“嘶嘶——”地哈着气，
舌头上的辣味再传到大脑，然后为了
抑制这种疼痛，大脑会分泌一种内啡
肽，减轻痛感，并且产生快慰，故而痛
并快慰着。

老家的菜园子里都少不了辣椒，
就像谁家都少不了几个毛头孩子一
样。辣椒好养，不长虫子，一茬一茬地
结，一株辣椒秧子能结几十个辣椒，从
夏天能结到老秋。到最后，初霜了，叶
子蔫吧了，秧上往往还有许多半大不
小的辣椒娃娃。太小，就和老黄瓜、老
茄子一起腌到咸菜缸里，到冬天吃，脆
脆的，还稍带点酸，下饭得很。

朝天椒颜色有紫有黄，个头又尖
又小，但是辣味最撩——贼辣辣的冲
头。而甜椒肉就憨厚，傻大个，又肥又
笨的样子，厚道得很，还捎带一点点的
甜。凉调做水果沙拉，红、黄、绿几种
颜色，极是好看。

深秋，大多农户的屋檐下都要挂
几串红辣椒，像一串串红鞭炮。厨房
里油锅里欢唱着，妇人扭身伸手揪两
枚火红的干辣椒扔进锅里，一股香辣
味就窜出来，青菜、肉打几个滚出盘，
嘿，那叫一个色味鲜美！男人喜欢吃
炸辣子，红辣椒细细地剁碎，装碗，“嘭
——”地打开火，锅里热油至翻滚，花
椒、葱花、辣椒，再配点碎花生和芝麻，
嗞啦一声，满屋浓香，香的连外面的人
闻见都忍不住吸鼻子，令人胃口大开，
食欲倍增。

深秋辣子红了，洗净晾干做剁椒，
先将鲜红的辣椒切碎，再将姜剁成碎
末，切进去两个苹果，用小坛子密封严
实，配热馒头或者是面条、米饭，要比
原来多吃一倍的饭呢。

《红楼梦》中的王熙凤人称凤辣子，
是因为精明能干，敢作敢当，有着女子
的泼辣和男子的豪迈。这样的女人，不
仅是个“小辣椒”，还巾帼不让须眉呢。
如今，网络有句热词——“辣眼睛”，其
实此辣和辣椒没什么关系，多用于形容
不忍直视、惨不忍睹等潜在含义，想想
就不觉莞尔一笑。

知味

风雨秋池（国画） 孟 超

问天问天（（摄影摄影）） 郭东伟郭东伟

♣ 孙 倩

新书架

我家的住房变奏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