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征 稿 启 事

《今日汝州》副刊2018年优稿优酬，现面向社会征集

优秀文学作品，要求如下：

1.文字稿件题材不限，散文、诗歌、随笔、杂文均可，

稿件字数不超过1500字，诗歌原则上不超过30行。

2“萌芽”专栏征集优秀中小学生作文。小学生作文不

超过500字，初高中生作文不超过1000字。

3.另征集各类书法、绘画、摄影作品。来稿请以JPEG

图片格式发送至电子邮箱。

稿件内容要求积极向上，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以展现我市厚重的人文风情、民

俗文化为主，描写我市广大群众生产、生活现状，再现良

好的精神文化风貌。

邮箱：jinriruzhou@126.com
rhzs2008@163.com

·连载·

刊副池杯流

证考

窗外

早已没有了芬芳

最初的信誓

老成满是裂痕的记忆

冬夜

我们驱车前行

相约久违的目的地

思绪

从未停歇

依然编织憧憬

一任

枯枝瑟瑟

黄叶满地

曾经

我们一次次地远行

艰难跋涉中

走失了方向

和不真实的自己

路途之遥

忧伤之重

时刻考量

我们的韧性和马力

驱之不散的

不只是心霾

难以左右的是

身彷徨

心迷离

冬日弱弱的样子

没有一丝暖意

横斜的枝头上

微微落雪如霜

不禁风吹

晶莹似蝉翼

斑驳了窗棂

世界从此更透亮更明晰

此时

我们便痴痴地想

她是否正在一步步

变得深邃

正孕育来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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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

青春的心事

一瓣一瓣飘落

散失了更多的

爱的讯息

聚与散

不就是一杯淡淡的午后茶

放下即可释怀

何必过于纠结攀比

能把过眼的人

都过成朋友

重要的不是

放弃选择

而是决然选择放弃

不是所有的人言

都是珍馐

别轻易把失去

当做失去

该深藏的

不可过于曝晒

小我的心思更得紧紧屏蔽

别让自己那束微弱的光

随意湮灭

无处安放

本就不富裕的人格魅力

余生很短

何不重拾初心

别轻易污染自己

何不

活成自己喜欢的模样

也让别人欢喜

挽着自己

和岁月一起

慢慢老去

前一段时间，单位组织大家一起到九峰山开展活动，

当作是放松心情。知道九峰山有个湖后，更开心了。我太

想见到水了。

知道为什么吗？其实我小时候特别怕水。

现在想想上小学那会儿，我的生活是极其乏味的。别

的小朋友在聊机器猫、名侦探柯南，可我呢，大部分时间

都是一个人待着，看看电视，读读报纸。那个时候我怕生，

不善与人交谈，就显得有些孤独。夏天到来的时候，其他

人都结伴到游泳池游泳，加上我怕水，大家叫了几次被我

连连摆手拒绝后，就再也没人肯来叫我了。

那个时候，我怕水这件事，是出了名的。同学中给我

起外号的不在少数，“胆小鬼”“怕水僧”……还有很多，我

已经记不太清了。那个时期让我对自己有了一个印象：怕

水怕得要命。

十年过去了，我对自己的认知依然如此。直到今年5

月份到海南岛旅行，让我改变了对自己的看法。

我们选择了环岛游。我是上了发小的贼船后，才发现

在岛上，四周都是水，只能玩水上或是水下项目。当时的

绝望可想而知。发小自由奔放的性格，加上勇敢向前的冲

劲儿，让她从小就爱玩刺激的游戏。深海浮潜、空中滑翔，

这些在我看来吓得小命都没有的游戏，她当然冲锋在前。

关键是，她还给我报了名，交了巨款呐。我当然要跟商家

据理力争，但结果是拒不退款。面对“恶”势力，我屈服了，

只能硬着头皮上。

我站在岸上设想无数，但真正下了水，才发现那是超

越了这无数种想法的另一种体验。虽然是4月底，但随着

雨季的来临，小型台风裹挟着雨点登陆，此时热带的海面

是汹涌的，风中还有寒意。我套上厚实的潜水服，背上沉

重的氧气瓶，在教练的陪同下，跳了下去。教练让我闭上

眼，感受水和我之间的柔软接触。从来没有沉到过水下，

凭感觉讲，水的触感是奇妙的。当那个救护员让我睁开眼

时，眼前的景象让我惊奇。珊瑚一簇一簇，七彩斑斓的小

海鱼不停地在我周围乱钻，成群结队地朝我涌来；我隔着

潜水服感受着热带海水的温暖……原来水下真的是一个

我从未了解过的世界。那种震撼和满足仿佛要从心中溢

出。

尽管水面上是波涛汹涌，但无论海浪怎样翻滚、船只

如何摇曳，水下完全是另一个世界，安静、温暖。这种物质

与生俱来的强大包容力，深深让我折服。原来克服恐惧

后，可以看到的是更辽阔的世界。

我原以为人眼能遇见的就是他能触到的世界边

缘，但个体终有局限，只有不断打破对未知的恐惧，才

能不断超越自我认识，才能遇到不一样的自己。回家

后，我报了游泳班，顺利学会了游泳，才发现这并不是

很难。

现在终于来到九峰山，能一睹情侣湖的仙姿了。坐船

游湖，别有一番景致。那天天气很好，阳光照耀着湖面，波

光粼粼，好像水中有千颗珍珠闪烁。小船荡荡悠悠，望着

船头划出的水波纹，播散到很远的地方。远处山上氤氲着

雾气，把人都笼在这一片水、山、天的世界里，我心下安定

了许多。水越是流深，越是宁静；它很柔软，却有一种不可

阻挡的力量。

这次九峰山之旅，让我在繁忙的工作之余，见到一片

澄澈的湖，再遇水，心里很是喜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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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前曾看到一篇文章，是山东大学历

史系一位叫田昌五的教授所撰。文中说，根据

他的看法，黄帝之子昌意被贬的若水应该是

汝水。他认为黄帝时期的统辖范围仅限中原，

不可能延伸到四川一带。笔者当时即表示极

为不赞成。因为黄帝本身就和炎帝一样出身

黄土高原，后迁徙中土立国。而万年前的伏羲

女娲的母族华胥氏就是先在华山之阳的湑

水，后迁徙华山之阴的陇山一带活动，伏羲女

娲即在遭遇“遮天蔽日”的大洪水时，从今甘

肃秦安漂流至中原得救，后来建都宛丘的。女

娲的后裔后来又从中原逐渐西迁到青藏高

原，才建立了西王母国。可知田先生所讲黄帝

时期统辖范围不能到今四川一带根本站不住

脚。尤其他的一己之见若水即汝水，史书所载

的帝颛顼生于若水即是生于汝水更是凭空想

象。笔者相信，做为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的田先生很可能没有认真看过历史地理名著

《水经注》。

经专家考证，《水经》系三国时魏人桑钦

所撰，后来很多学者考证、注释，刊本虽多，但

大多不严谨。清代以后研究者多以北魏郦道

元《水经注》为范本。

《水经注》共四十卷，卷二十一即专注汝

水，而在卷三十六即注若水和沫水。单凭此就

非常清楚，汝水和若水是不可混淆也从不混

淆的两条河流。

《水经·汝水》载：“汝水出河南梁县勉乡

西天息山。”而清道光《汝州全志》载：“昔，汝

以海称，其巨浸洪波，无异于泽国也，自禹劈

龙门导源，天息水始归壑，庆安澜矣。”可见

《水经》中记载的汝水是清楚可信的。

《水经·若水》载：“若水出蜀郡旄牛徼外，

东南至故关，为若水也。”蜀郡即今四川成都

一带。古若水就是今四川宜宾市之上长江干

流金沙江及支一流雅砻江一带。可见若水与

汝水是遥不可及的两条河流。

《水经注·若水》条说：“若水沿流，间关

蜀土，黄帝长子昌意德劣，不足绍承大位，降

居斯水为诸侯焉。娶蜀山氏女，生颛顼于若

水之野。”古史书《帝王世纪》《吕氏春秋》和

《史记·五帝本纪》中都有相同的记载。这里

面的“蜀土”“蜀山氏女”都与现今的四川成

都一带分不开，而与“汝水”半毛钱关系都没

有。

比《水经》还早的《汉书·地理志·蜀郡》

载：“旄牛，鲜水出徼外，南入若水。”可知，古

老的若水在四川境内，绝不是现代人可以编

造的。而汝水更是中国历史上很有名的水系。

莫说《水经》将其单列一卷叙述，很多古书将

它与淮河并列四渎之一。春秋战国时期南方

楚国大墓中发掘出的“帛书”上就有女皇居汝

水测风雨的记载。先秦史书《世本·氏姓篇》中

就有“伏羲封弟娲于汝水之阳”的记述。汝水

就是因为女娲在此居住而得名女水。文字定

型后，因是水系故加水旁才成汝。如此盛名怎

么能被人与“若”混淆呢？

尤其是当代对历史文化很有造诣的大文

豪郭沫若先生，1937年在他的《创造十年续

篇》中专门提到他的笔名的来历时说：“我的

笔名是由我的故乡的两条河沫水和若水合拢

而来的。”《水经注》卷三十六若水和沫水是列

在一起的。此卷载：“沫水出广柔徼外。”注曰：

“（广柔）县有石纽乡，禹所生也。”这个广柔县

即现四川汶川一带，是治水的大禹出生之地。

由上可以看出，自古至今，汝水和若水是

远隔千里互不相干的两条河流。做为历史系

教授的田先生把汝水与若水混淆，很粗心、很

武断、很不负责任。笔者当即写下反驳文章，

但顾忌田教授的声望而未公开。近来，看了山

东大学与田教授共事三十多年的孟教授《记

性情中人田昌五先生》的大作，方知那位田先

生虽在学术上有一定造诣，但一生善于跟形

势、追时髦、信口开河，是个“今日之我与昨日

之我战”的人，由此更坚信他的随意和任性，

更坚定地认为他的汝水即若水是他的随意臆

断。也就不再顾忌地将自己三年前的反驳文

章公之于众。

汝水非若水，颛顼帝故里在四川成都而

非河南汝州。汝州历史文化博大精深，历史人

物螽斯济济。女娲文化之乡已经省级认定，不

需要也不应该把千里之外出生甚至生活的人

物强拉入籍。落人耻笑，让后人蒙羞的事，汝

州人不干。

活成自己喜欢的模样
●李占明

汝 水 非 若 水
颛顼帝故里在四川之我见

●郭鸿志

《青鸟》原文童话剧本，之后改编为童话，这本小书我觉得

我读，可能有点晚了，年龄大了，但着实蛮好看的。

这本书讲的是两个主人公，为了寻找象征幸福的青鸟，帮

助邻居在圣诞平安夜与光神一起怀念国……最后他们找到了

青鸟。这剧情读着耐人寻味包含着许多生活常识比如水克火、

糖遇水溶化等，通过相爱、相斗的方式，以简单中的文字描述出

来，使剧情有趣又有道理。

故事的结尾，我以为草率，与其他类型小说很相似，但或许

是最好的结局，结尾向我们展示了孩子内心的童真，对美好事

物的向往和内心的真善美。

读完后，我明白了只有用心灵才能找到幸福，幸福可以在

任何角落，它不分大小，只看你怎么看待，那些自私自利的人永

远都不能拥有幸福，因为他们只为名利。幸福

需要用爱去培养，用心去呵护。

这本书荣获诺贝尔奖，这足以证明它有多

优秀，它向世人展现了人间的真善美，是值得

深思的。

幸福要用心呵护
●郑东新区外国语中学 九年级八班 吕孟洋

我爱九峰山的水
●黄旭彤

杨成武将毛泽东的指示通过电报传到

武汉，传达到周恩来手里。

列车途经郑州，在车站稍停。

7月14日晚9点，专列到达武昌站。首先
映入毛泽东眼帘的是到处张贴的“打倒陈再

道”的大标语。毛泽东到达武汉后，住进了已

经打扫出来的“梅岭一号”。

当天下午，谢富治、王力从四川赶到了

武汉。他们不顾周恩来嘱咐他们暂时不要公

开露面的指示，当晚就到湖北大学会见一群

造反派，对他们表示支持。

当天晚上，周恩来到毛泽东住处谈话。

15日、16日这两天上午，毛泽东召集周
恩来、谢富治、王力等人在梅岭一号开会。听

取谢富治、王力汇报云南、贵州、四川等地

“文化大革命”的情况，研究武汉地区的问

题。对处理武汉问题提出原则意见。

毛泽东提出，解决武汉问题的中心思想

是：通过武汉军区的努力，做好两派群众组

织的工作，尽快促进他们大联合，稳定武汉

地区的局势。为此，毛泽东指示：要给“工人

总部”平反，把朱鸿霞放掉；“百万雄师”是群

众组织，做好他们的工作；军区对两派都要

支持；陈再道支持造反派，造反派会拥护陈

再道。毛泽东要周恩来在武汉多留几天，做

好武汉军区的工作。

7月15日至18日每天下午，周恩来召集
武汉军区的领导和支左人员开会，听汇报、

研究解决武汉问题的办法。

杨成武、汪东兴则在为毛泽东游长江做

准备。

15日，武汉地区造反派举行大规模游
行，热烈欢迎谢富治、王力来解决武汉问题。

谢富治、王力又到百万雄师联络总站，单方

面指责他们：你们在据点上集中起来搞武斗

是错误的。百万雄师负责人要求召集两派组

织谈一谈，定几条规矩，大家一起都撤回去，

各派群众组织是平等的，希望中央代表团也

能平等对待。

17日上午，毛泽东在住地听取谢富治、
王力汇报四川、云南、贵州等地“文化大革

命”的情况，并研究武汉地区的问题。在座的

有周恩来、杨成武、汪东兴、余立金（空军政

治委员）、郑维山。

当谢富治谈到湖北造反派要打倒陈再

道时，毛泽东说：“凡是有错误，不管是大错

误小错误，只要承认了错误，统统不打倒。承

认错误了，再打倒，那就是他们的错误了。陈

再道只要承认错误，打倒也不行。我们来是

给他保驾的。陈再道、孟夫唐（原湖北省副省

长。）都不要打倒。”

当谢富治汇报到湖北问题比较复杂、难

以解决时，毛泽东说：“不见得。我看湖北问

题比湖南、江西要好。”

当谢富治请示处理湖北问题的方针时，

毛泽东说：“百万雄师继续保持名称，要搞入

正轨。三派要达成协议，发表个声明，要做他

们的工作。”“工人总部要平反，抓的工总的几

个头头没放的最好是今天明天就放了。”“军

队犯错误，犯得快，改正也改得快。真正要打

倒陈再道怎么行呢？错误改了，他们还要打

倒，那就是他们的不对。”毛泽东最后说：“这

次出来是想休息一下，在北京一年了。13日听

说一百万人游泳，才有这个念头。”

周恩来告诉毛泽东，武汉军区的汇报估计

明天下午结束，希望毛泽东明天晚上能接见一

下。毛泽东表示同意。毛泽东要周恩来18日回
北京解决湖南问题。毛泽东提出下午要游长

江，但被劝阻，毛泽东只好同意再等几天。

当天夜里，杨成武从总理那里过来见毛

泽东。杨成武向毛泽东汇报，明晚接见后，总

理准备返京。杨成武将周总理拟写的准备在

明天下午武汉军区汇报结束时的总结讲话

提纲交毛泽东审阅。毛泽东破例地没有留下

处理，当即看一遍，还给杨成武。

杨成武向毛泽东汇报了外面的情况：武

汉街头，“百万雄师”刷了很多标语，主要内

容是“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反对下车伊

始就哇啦哇啦”“反对钦差大臣，我们不是阿

斗……”标语点了王力的名。武汉地区造反

派举行大规模游行，欢迎谢富治、王力来解

决问题。

毛泽东很惊讶，因为他和总理都明确告

诉谢富治、王力等人暂时不要公开露面，更

不要对群众组织发表倾向性的意见，要协助

武汉军区做好军队和群众组织的工作。

杨成武告诉毛泽东，谢富治、王力去过

造反派那里三次，表示慰问和支持。

毛泽东问：“到过‘百万雄师’吗？”

“今晚去了。王力在‘百万雄师’联络总

站批评了他们，要求他们回各自原单位去。

‘百万雄师’提议中央代表团和武汉军区召

集两派组织谈一谈，定几条规矩，由中央派

人监督，大家一起都回原单位。王力说，你们

管你们自己，你们怎么能管得了别人？”

杨成武还告诉毛泽东，犯方向路线错

误，陈再道想不通，军区同志想不通，同谢富

治、王力争得很厉害。每天下午争论完，第二

天上午又研究修改检讨。

7月18日晚上，毛泽东约陈再道、钟汉华

到他住处来谈。在座的还有周恩来、谢富治、

杨成武、王力、郑维山、余立金、汪东兴和海

军第一政治委员李作鹏。

陈再道说：“我们不承认犯了方向路线

错误! ”
毛泽东笑了。说：“方向路线错误怕什么？

现在他们一提就是方向路线错误。”毛泽东将

手一划又一兜，“都说是方向路线错误。”

“要这么说，主席，我马上开大会做检

讨。”陈再道说。

“那可不行，你可不能开大会，你一开大

会，上得台就下不了台啦! 你这老将还不得
跟小将打起来。”毛泽东深知其人其势地笑

道：“你就写个东西，到处去发。”

毛泽东说，他们要打倒你们，我要他们

做工作，要做到不仅不打倒你们，而且要做

到拥护你们为止。老干部是党和国家的宝贵

财富，不能一概打倒。

毛泽东说：“四川问题很严重，你们武汉

还有所不同。”

毛泽东对谢富治、王力、余立金说：“你

们要多做工作，要组织拥护军区，不要打倒。

在声明发表之前，双方都要开会。一发表，就

团结起来了。”他又说，“都是工人，这一派就

那么右，那一派就那么左？能不能合起来？将

来总是要合起来的。”“对有些话，不要那么

认真。都打倒，我也不高兴。”

毛泽东又对陈再道、钟汉华说：“万万不

能承认是三反分子。我是讲了的，对于他们

（指湖北被冲击的干部）的结论还要等一下。”

“张体学（原湖北省省长）不能用了吗？他打了

几十年仗，小孩时就当兵。”“现在主要做军队

工作及百万雄师的工作。第一，中央负责；第

二，你们负责。要人家转，总要有个过程，不能

两三天就转过来了。不能说‘百万雄师’是坏

的，多数是好的，个别坏人也是有的。”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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