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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读江淮看文化·阅城记

淮河，以 107.8公里的流长由西南向东北贯穿淮南，是这座城市的经济命脉，也是文化血
脉。淮南因水而名，生态因水而美，发展因水而兴。行走淮河淮南段，我们看到，这条跌宕起伏
的大河，塑造沿岸的历史文化、经济地理。淮河，作为重要的文明与文化源泉，在淮南境内表现
得如此精彩纷呈。

淮河流过淮南

■ 聂玲慧

春暖花开，潜山市大鼓书非遗传承人叶金红

趁着好天气拿出大鼓开始了练习。“富裕不能忘

根本，节俭美德要传承……”伴着咚咚咚的鼓声，

抑扬顿挫的声调越来越欢快明亮。这一段《移风

易俗树新风》的唱词，她早就熟练掌握了，因为过

一阵子，她就要去“银杏课堂”给大家上课。

潜山市官庄镇官庄村的“银杏课堂”，在潜

山很有名气。这是依托一棵 4人合抱的千年银

杏树组建的宣讲课堂，树下有石桌石凳。银杏

树不远的后方是“余氏祠堂”，已有 200余年历

史，由清代乾隆皇帝御笔书写的“五世同堂”镌

刻在祠堂正门之上。走进“余氏祠堂”，《余氏家

规》便高悬在五世堂宗祠东厢后厅。家规用匾

额制成，采用古体竖排，与其它设置陈列一起，

构成古朴典雅的风格，与整个祠堂的古色古香

相映成趣。

全国劳动模范、官庄村党总支书记余晓八是

“银杏课堂”的固定宣讲人，“我们在这里开展评

选表彰孝义之星，宣讲二十大精神等一系列文明

实践活动，教育引导群众讲文明、讲卫生，着力营

造了文明和谐、遵纪守法、邻里和睦的良好风

气。”余晓八说。也是在这里，官庄村红白喜事理

事会结合村情民意，重新修订村规民约，确定红

白喜事随礼不超过200元，控制宴席规模和档次，

规定用餐每桌“六荤六素”不超过十二道菜，不用

高档烟酒，酒水每桌不超过两瓶。自去年 7月 1
日施行以来，全村共办理 10起红白喜事，节约费

用 9万元，从份子钱当中解脱出来的乡亲们对此

也是举双手赞成。“以前都是比面子，现在大家都

是同一个标准，都能乐意接受，再也不像以前那

么发愁了。”官庄村村民余崇文说。

作为村落中心的祠堂，曾是家族寻根问祖

的地方，如今却华丽转身。以老祠堂为基础创

建而成的新时代文明实践基地正引领着潜山的

文明乡风。该市黄泥镇的“共享食堂”，由龙坦

村郑氏家族和前进村吴氏家族在村“两委”和族

委会的号召下自筹资金，在原来老旧的宗祠上

建成，配套锅碗瓢盆等厨房用具一应俱全，村民

办红白宴席只需支付一些水电管理费用即可。

源潭镇江家老屋又称江氏宗祠，逢年过节江氏

都会在此祭祀祖先，但在平时，江氏子孙和周边

村民办理婚丧寿喜等事时，就会摆上桌椅板凳，

恢复用餐时陈设。江家老屋通过建立以老党

员、老干部、老教师、有名望的人士和新乡贤为

主的红白理事会，研究制定《红白理事会章程》，

并纳入村规民约。不仅随份子和餐桌的餐费有

标准，对于酒水都有严格的规定。每当家家户

户有红白喜事时，各家各户自己准备食材，动员

所在社区热心公益的妇女参加，提供择菜、清

洗、炒菜、装盘、端菜等“一条龙”服务，让大家省

心省事，邻里之间互帮互助共同完成家庭大事

的操办，邻里关系变得更加紧密和谐，而同时，

也遏制了农村红白喜事大操大办、奢侈浪费、盲

目攀比等奢靡之风，把农村的新风正气树起来。

潜山市用好老祠堂，传递文明正气，用历

史情怀传承文化，是新风也是潮流。悄然“变

身”的老祠堂，成为推进乡村振兴新阵地。

古祠换新颜，滋养文明乡风

寿县古城寿县古城。。 赵阳赵阳 摄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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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AAA 景区内反映西汉

淮南王刘安召集门客编

著《淮南鸿烈》的雕塑。

本报通讯员 陈海朗 摄

■ 金 妤

盛大的开场

沐浴在夕阳之中的我们，在正阳关南堤上

眺望着西南方向，心中想象着一场盛大欢迎仪

式的开启——淮河进入淮南段。

悄悄地，在我们没有察觉的时候，淮河已把

自己融入河道中。低调谦逊的淮河，似乎不适

应盛大的欢迎仪式，只是在河道里与东南方而

来的淠河水来一个结实的拥抱，在正阳淮堤的

西南方汪洋恣肆，让我们分不清哪是淮河水，哪

是淠河水。

没有泾渭分明的两条河水聚拢之后，从我

们眼前流过，河道粗壮许多。夕阳还未西下，我

们在淮堤上奔跑着，想要跟着淮淠两水去赶下

一场交汇。那是淮河进入淮南段的第二场欢迎

仪式。

当淮河与淠河拥抱的交臂还未放开之时，

西北边的颍河就奔涌而来，在正阳关码头的北

方，投向淮河的怀抱。

千百年来流行甚广的“七十二水通正阳”，

演绎了多少动人的故事。“七十二水”的迎接拥

抱，让淮河长成了一条“大河”；过了正阳关，成

熟的淮河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了；或者说要有

规则来约束淮河的行为了。

约束与规范

淮河流过正阳关，第一个“紧箍咒”是寿县

古城，为肆意妄为的淮河水立规矩。

寿县城坐落在淮河东边，东淝河绕城而过，

在城的西北方与淮河相遇。当淮河发疯了——

洪峰冲击着河湾里的农田、村庄、道路，但无数

次冲向寿县城的洪峰都功亏一篑——寿县城就

像是汪洋中的一叶方舟，飘浮在水面上，让洪水

臣服在城墙之下。

洪水的“紧箍咒”就是这圈 7147米长的城墙。

早晨的蓝天下，我们走在城墙上，脚下的土

和砖从 900多年前就开始垒筑了。这圈城墙走

过了无数个宋人、元人、明人、清人，成为“国宝”

之后，今天的人们仍能行走在它之上，真是这个

时代的幸事！

在寿县东城门的城墙上，两块嵌入城墙上

的石碑，分别显示了 1957年和 1991年两次大水

围城的水位线。

1991 年大水，东城门被封上，洪水爬到了

城墙的三分之二处，一些船只停靠在城墙边上，

人们在城墙上一迈腿就能上船，即便这样，城里

的人除了上城墙看看水情之外，生活一如往

常。洪水围城，城内无恙，全靠城墙。

一是城墙下端筑有一圈高 3米、宽 8米的石

头堤岸，护城石堤为整个城墙增加了一道坚固

的防线，顶住了洪水对城墙根基的直接冲击。

二是城门的瓮城设计。瓮城门和城门相互

错开是防洪的绝妙之笔。

三是城墙内设计了涵洞月坝。当城外的水

位低于城内，涵洞的木塞子打开，水就排到了城

外。当城外洪水高于城内的水位，涵洞的木塞

子就堵住了涵洞，防止洪水的倒灌。

古人建造寿县古城时的智慧还体现在：距

离淮河只有 5000米的寿州古城，修建的城墙顶

高与淮河第一峡——峡石口的高度一致。与寿

县城墙联手，参与制约淮河洪水的还有一座山

——峡石口，又名峡山口。

我们行走淮河时的视线，在寿县城墙上就

被北边的一片群山遮挡住了；向东北行进的淮

河，同样也被这片群山阻挡了。这片群山各个

山头有不同的名字，如今都以“八公山”冠名。

既定方向为东北流的淮河，在八公山的群

山下，停下了脚步。浪涛拍打着山石，它不能回

撤，也不能停止，唯一的选择就是往西流！

顺着八公山向西流去的淮河，脚步平缓，表

情平静，在寻找着突破的时机。

时机终于来了，就在峡石山！这里是八公

山最西边的一座山，淮河西流到这里已经有足

够的耐性，如果不突破的话，它任性的一面就会

发作，淹没农田、村庄……

大禹出现之前，淮河就是这样的任性。传

说中大禹将峡石山劈成两半，淮河从中激流穿

过，驶向东北。

这就是淮河第一峡。东峡石口和西峡石口

以悬崖绝壁的气势和威严，挟持着淮河从中间

流过，控制它，约束它，让它不要再去伤害农田

村庄。

峡石口被兵家视之为“长淮要津”。两山分

别筑城，居高临下，扼守淮河，为军事要塞，这是以

淮河为界中国古代南北分裂时期的惯常。在以

淮河为疆界的南宋，筑城史实被驻守在当地的一

名南宋将官以摩崖石刻的方式记录了下来。

“长淮望断，关塞莽然平”，峡石口作为军事

要塞的功能在今天已不复存在，但筑城抗敌的英

勇精神和保家卫国的民族情怀，已化作淮河流域

历史文化的一部分，在山河静好的今天，诉说中

华民族曾走过的分裂与统一的复杂历史历程。

“橘逾淮而北为枳”，淮河是中国湿润区与

半湿润区、旱地农业与水田农业的地理分界

线。“守江必守淮”，淮河是中国历史上南北对峙

天然的军事地理分界线，“中流以北即天涯”，标

注着流淌在中华文明史册上的险流与悲情，但

百川回旋激荡，仍然东流入海，融汇、统一，这是

主流，这是大势，浩浩汤汤，不可阻挡。

回望和揖别

淮河流过峡石口之后，绕着八公山北麓一

路向着东北奔去。

我 们 跟 随 着 淮 河 ，乘 船 行 驶 在 它 的 怀 抱

里。回头看一眼八公山群山，逶迤连绵，山虽不

高，有仙则灵。

八公山为仙山是有故事和成语印证的，“一

人得道，鸡犬升天”的故事就发生在这里，主人

公是西汉淮南王刘安。

“淮南王，自言尊，百尺高楼与天连，后园凿

井银作床，金瓶银绠汲寒浆。”这首汉乐府歌辞，

名为《淮南王篇》。

淮河将今天的我们与 2000 多年前的刘安

连在一起。此时的淮河岸上是一片片农田，当

船行驶靠近河岸，我们看到农田里青青豆苗长

势正旺。

《淮南王篇》讲述的是刘安发明豆腐的故

事。大豆变成豆腐堪称中国的一大发明。“豆腐

之法，始于汉淮南王刘安。”李时珍在《本草纲

目》中的这句话，澄清了所有的南豆腐北豆腐、

老豆腐嫩豆腐的源头，豆腐这个“淮南术”沿着

淮河走向中国各地，像茶叶、瓷器、丝绸一样享

誉世界。

如今，在淮南的任何一家能做豆腐菜的餐

馆里，只要点一道“刘安点丹”的豆腐菜，客人就

会在餐桌上看到，水状的豆浆是如何在几分钟

内神奇地化作凝脂状豆腐。

豆腐带着创新的基因不断演变，豆干、千

张、豆皮、豆腐乳、腐竹……有了石膏、卤水的凝

结，寻常的大豆得到了农业文明的升华，成就了

人类绿色健康系列食品，中国饮食烹饪文化增

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所以说，在八公山“升天”的不仅是淮南王

刘安和他家的鸡犬，还有中国原生作物大豆。

助刘安“升天”的不仅是仙丹，而且还有刘

安的才学和思想。我们在《淮南子》一书中得以

管窥，这部被称为“绝代奇书”的古代经典，文化

含量厚重，文化影响力深远。

《淮南子》文化就像淮河水一样，经久不息

地流传，比如成为全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二

十四节气；比如我们推崇的认知观“塞翁失马焉

知非福”；比如启发我们科学想象的“后羿射日”

“嫦娥奔月”“女娲补天”神话故事等等。

刘安的才情还表现在写有汉赋 82 篇。尤

其是他的《离骚传》，将屈原和《离骚》推到巅峰

高度。

平地生情

经过与寿县城墙的较量、与八公山的对峙，

被挟持着穿过峡石口之后，淮河好像受到八公

山文化的熏陶，变得温文尔雅而恬静多情了。

淮河的馈赠，让这片土地呈现出富裕丰饶

的景象。大片的农田铺陈着丰收的前奏，成群

的高楼透露出发展的热度，临河而立的厂房水

塔，彰显着淮河与工厂的亲密关系。

丰富的煤炭资源让淮南市从上个世纪 50
年代开始崛起，淮南的煤炭以及这片土地成为

了“香饽饽”。淮河岸边，一个又一个粗壮的冷

水塔出现了、一个又一个细高的烟囱出现了，一

个又一个的煤堆出现了。

岸边的煤堆高了又矮，矮了又高。煤堆矮

了是被机器“吃”进去了，机器“吃”进去的煤越

多，“吐”出的“稀罕之物”越多。那个时代的“稀

罕之物”就是电。

在淮河岸边最早竖起高大冷水塔的是淮

南田家庵电厂。田家庵由此从淮河岸边一个

渡口，发展成为淮南市的政治、经济、文化、商

贸中心。

从电厂建立的那天起，淮河一直在默默地

付出，倾尽全力。机器无论是“吃”下煤还是

“吐”出电，没有淮河水则一事无成，这是电厂建

在淮河边上的一个重要原因。

淮南是中国电力工业的摇篮，作为国家重

要的能源基地，如今的淮南正在探索转型发展

之路。在“破”与“立”中拥抱新产业。煤矿全力

打造“智慧矿山”。“风、光、火、储”等电力一体化

项目，按下城市绿色发展快进键。推进高效、清

洁、低碳、循环的绿色制造体系，让美丽与发展

共赢，“颜值”与“产值”兼收。

淮南因水而名，生态因水而美，发展因水而

兴。资源型城市绿色转型，正如淮河水一般奔

涌与前行。

谢幕前的燃烧

淮河即将结束在淮南境内的流程，热情好

客的这片土地为淮河举行盛情的欢送仪式。大

地隆起一片山，这是上窑山。山的隆起，是为了

让淮河感受这片土地火一样的热情。

上窑山下，那些依次排列的一个个窑场，火

焰烧制着寿州窑瓷器——用寿州窑的瓷器来喝

一杯烈酒，可以消解长途旅行的疲惫；用寿州窑

的瓷器来品一杯香茶，更能细赏沿岸的风光。

从南北朝到隋唐的几百年时间里，在来往

于这片土地的淮河上的客船、商船里，在淮河岸

上的酒肆、茶楼、客栈里，寿州窑瓷器在人们的

推杯换盏之中大放光彩。

上窑山下有一条通往淮河的河，千百年来

都叫洛水，但在寿州窑烧制时期却改名叫窑

河。当时的寿州窑是何等出名，才能够更改一

条河的名字！

窑口里，火的温度和烧制的时间决定了寿

州窑瓷器的品质；淮河里，水的流长和速度决定

着寿州窑瓷器的影响。如果寿州窑没有淮河这

样的平台，如果没有淮河对寿州窑的鼎力推送，

寿州窑就不会有那样大的影响 。

陆羽在他的《茶经》里，将天下民窑生产的

茶器进行了排序，寿州窑烧制的茶具名列第五，

特点是“瓷黄色紫”。

瓷器，中国文化的一个典型符号，在淮河

临别淮南前，送上了与中国人肤色一样颜色的

寿州黄瓷，也撩拨起淮河发黄的记忆：流淌在

盛唐时候淮河里的寿州窑瓷器，顺着淮河、运

河，流向中华大地，顺着丝绸之路，流向更广阔

的地方……

此时，夕阳最后的余晖将要消散，我们行走

淮河淮南段的行程也告结束。向最后燃烧着的

夕阳余晖挥一挥衣袖，用寿州窑的瓷器舀一碗

淮河水，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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