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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的红山湖
■ 田福

父亲是走乡串户的木匠，却一辈子没

出过远门。到过最远的地方是阿鲁科尔

沁旗，那里有我的亲二大爷；而待过时间

最长的是红山水库，在那里三个月。按照

父亲的话说，三个月剥了一层皮。父亲这

样告诉我的时候，我还小，就问父亲人皮

剥下来啥个样子。因为我看过剥牛皮羊

皮，没看过剥人皮。父亲就叹息一声只顾

低头磨刨印子了，还是我母亲轻轻打了我

一下：傻瓜你个，就是掉了几斤肉。人能

剥皮吗？

父亲去修红山水库那年 25 岁，是精

壮的小伙子。那是初秋的一个早晨，他和

村里七个男人，把自己捆好的行李小心翼

翼地装在一辆三套马车上。为何小心翼

翼？他们各自的行李里，都有一小布袋谷

子炒面——是将谷子在锅里炒熟，在石碾

子上压了一遍又一遍，用箩筛的。谷子是

舍不得去皮的，那时候粮食太少了啊。他

们之所以带了炒面，是因为先回来的人

说，在那里发的饭票根本吃不饱。马车走

了两天才到了翁牛特旗修水库的地方。

就在这里，父亲跟所有男人一样，住地窨

子、推木头独轮车一干就三个月。三个月

后父亲变了一个人，确切说更像男人了，

颧骨高突，面皮黑亮且粗糙，棱角分明。

后来我母亲告诉我，红山水库那真是个修

炼人的好地方。那时候我还小，不太懂母

亲的话。但从母亲说话时眼睛里的亮光

我明白了啥。我就特别崇敬我的父亲。

父亲的心愿是我再大一点才知道的：他就

是想再去红山水库看看。而且带着我，看

看水库建成后的样子。给我讲讲建水库

时的情景。那里是他流过汗水、播撒过三

个月青春的地方啊。也是他一生的荣誉

和自豪。可当时没等水库建完他就回家

了，队里的男劳力要挨家轮，轮到别人

了。父亲离开时水库只是个雏形，里边还

没有一滴水。他们从驻地去水库工地干

活，要走过老哈河上的简易桥才行。他们

就是要截流这条老哈河的。听了父亲的

话我想，那还不简单？我家离红山水库只

不过二百多里，啥时候想去去就是了。但

父亲直至去世也没有完成这个愿望。

这让我心里有愧乃至产生扎心的痛

感。遗憾的是这痛感是父亲去世那天才

有的，我忽然想，父亲还有一个心愿没完

成啊。可以前被我忽略了，深深地忽略

了！我父亲在去世前八年就得了脑血栓，

此后拖着一条腿，拄一根木棍跋涉十多分

钟才能从屋门口走到院门口，坐在那个石台

阶上。可我呢，完全可以打一辆车载着父

亲，来翁牛特看看他亲手建过的红山湖。

2021年——也是初秋，我一个人神不

知鬼不觉地来到了红山湖。之所以选择

这个季节，是因为父亲当年来做民工也是

这时候。我要穿着父亲的衣服和鞋，走走

父亲当年走过的路，摸摸父亲曾端过的白

瓷大碗，更想吃一碗硬生生的高粱米饭就

腌甘蓝咸菜——这些当然是没有的，但在

我心中眼前那装土的大板铣呼呼抡着，那

独轮车蹭蹭跑着。而那装土、推车人正是

我的父亲。

大，你歇歇。坐那儿把耳朵上的那半

根蛤蟆烟抽完。嫌地湿您就还是把鞋子

脱下来坐上。什么，怕耽误挣公分、挣补

助粮？那我来替你推。什么，你说我找不

到卸土的地方——是呢，这一独轮车的土

往哪里卸呢？水库早已竣工，都用了五十

多年了。就连名字都改了，不叫水库叫湖

了。大，你看，那磁磁实实的大坝，那矗立

的水电站，那无边际的蓝莹莹像天掉下来

了，但那绝不是天，天上怎么会有帆影、会

有鱼儿跳跃——大，看到这儿，您觉得当

年所有付出的汗水泪水苦水甚至血水值

了吧！你和当年的所有奉献者都是值得

的。你们才是真正为后人造福的人。如

果忘记你们我们才是真正的不肖子孙！

一个人来世界上的真正价值是他给这个

世界留下了什么。

父亲虽然在水库只劳动了三个月，却

把心永远留在了那里。这表现在他时常

就念叨一嘴，比方家里挨饿断顿，父亲就

会说在水库工地那么累的活，不也掐着饿

肚子吗？比方家里遇到了难关，父亲就会

自言自语：想想在水库的日子，还有什么

过不去呢？如此看，水库是让父亲伤心流

泪的地方，然而非也。父亲是深深爱着水

库，跟那座他自己并不能受益的建筑是有

深深感情的。举个例子：1962 年 7 月 26

日，这是个让翁牛特旗、敖汉旗乃至松山

区人永远不会忘却的日子。那一天的午

后，红山水库流域遭遇了一场180年一遇

的特大暴雨，洪水如万马奔腾齐冲向水库

堤坝。下游三百多万人的生命安全、八百

多万亩耕地以及巨额财产面临前所未有

的威胁啊。但结果是因为有了水库强大

的拦截蓄洪能力，下游安然无恙。那时候

信息传播不如现在快捷，父亲是三天后才

在地头听说的。尽管都过了三天，父亲听

说时还是吓得脸色惨白，收工后竟不想吃

晚饭，坐屋门槛上一锅挨一锅地嘬烟袋。

气得我母亲说，那水库像是你们家的。再

说也没事啊。父亲却瞪她一眼，说，看你

说的，有事就晚了！打那儿，我母亲竟说

出了“他好像在水库工地有了女人，而且

那个女人在下游”的气话。这样在生产队

饲养员的屋说时，竟引来好几个去水库工

地干过活的男人的笑：哼，那里地窨子顶

棚的苍蝇都是公的，别说人啦。

父亲带着他离开水库最后一眼的印

象走去了天国，我想，到了那儿他也会跟

那里的人述说。说他这一生经历的最大

一件事、看到的最壮观的场面。这场面无

论阴间阳间今后都不会有，因为人们今后

再搞那样大的建设，绝不会再用独轮车，

再不会“人跟蚂蚁蛋似的”。父亲是绝不

会告诉人们他吃的苦的，因为跟那大建

设、大场面比个人无论咋吃苦都值得。

下晚，我寻了个藏在丛林深处的湖边

旅店住下。是二楼，房间舒适整洁、清幽

安静。尽管偏僻，不远处还是有一群人在

开篝火晚会，这是旅游旺季，红山湖人流如

织。晚霞中的红山湖真是太美了，美得让

在这儿的人心无旁骛！但那是对别人，我

的心则是沉重的。甚至于心在流泪！我不

想吃晚饭，天刚擦黑，我便徘徊于湖边。

父亲，我还是叫您父亲好了，因为父

亲是天下男人的统称。您说得对，建设红

山湖是您一辈子的骄傲。作为儿子的我

都骄傲，为您骄傲，为我自己骄傲。骄傲

我有个为建设红山湖出过力的父亲。别

看您是建设者，可您不知道——您一定

不知道，知道您一定会说的，常挂嘴边

的。因为您一生常挂嘴边的只有这一件

事——父亲，您是不是也跟儿子来红山湖

了，今天？父亲，您是农民，种了一辈子

地，我知道您最关心的是种地的人。

那咱就说这座水库给当地农民造了多

少福吧。父亲，这座水库，您只参与建设了

三个月，其实是用了七年多时间才建成

的。它是迄今为止内蒙古乃至东北地区最

大的一座水库。有多大？反正咱们好几个

锡泊河川加起来都没有它大。有了水库，

下游就再不怕下暴雨，老哈河暴涨挨淹

了。往昔祸害人的水变害为利，与下游水

库联合运用，灌溉农田225万亩，水稻18万

亩。库区扬水灌溉10万亩。1977年白玉

饮水渡槽工程投入使用，使翁牛特旗玉田

皋灌区、敖汉旗康家营子灌区实现自流灌

溉稻田4万余亩。由于这里水质好，玉田

皋大米远销区内外，我哪年都要买几袋子，

嚼着就是香。父亲，您当年顶着秋老虎的

毒日头，在大坝上推累了独轮车，停下来用

“油葫芦”似的白褂子的袖子擦汗，想过下

游玉田皋会出大米吗，而且这样香？我还

记得，那年夏天的一个午后，您挑着木匠

家具回来，显然是喝了几盅酒，就忘了我

母亲的忌讳，说在水库工地的时候您还是

到过下游农家的，一掀锅盖，漆黑的菜饼

子——您说这里人跟咱家一样苦呀。

父亲，您看到了，今天的红山湖，可

不仅仅是防洪、灌溉那么简单，您看那

一座挨一座的水电站，看那湖里欢跃肥

美的鱼，看湖畔那一座座各具特色的农

家院，看那水里岸上“蚂蚁蛋”似的红男绿

女——我还要告诉您，红山湖畔在 1971

年出土了“中华第一龙”，说明这里是宝地

呀。紧接着“凤”也飞来啦，翁牛特旗被誉

为“龙凤之乡”！而事实也正是如此，龙凤

背上的翁牛特正在腾飞！

父亲，您心里感到慰藉了吧！

夜深了，我和鱼儿都没有睡意。鱼儿

在水里调皮，发出的声音像拨动古筝的弦。

烧一壶来自故乡的水，泡一杯茶，那滋

味远非一个“香”字可以形容。在一杯又一

杯的品呷中，工作、闲读、写字、静坐，便因这

水而与故乡血脉相通，融为一体。

抛却那方水土，离乡客居近二十年，仍

喝不惯城里的水，总感觉寡淡无味，特别是

瞅着壶底、杯底泛起的层层水垢，更让我怀

恋甘甜清澈的故乡水，且似乎年岁愈长愈

“矫情”。

庆幸没离乡太远，只消个把小时，便可

往返装回大桶小桶的故乡水。想来，已近十

年。时常遇见同样回村取水的故乡人、进村

取水的外乡人。故乡水从未忘记我们，也不

会排外。

老家门前的水管子看见我，应是跟我看

见它一样欢喜，不然怎会一打开水龙头，便

铆足劲儿“哗哗”迸流？喝一口，甜。我打趣

父母：“你们真是太奢侈了，除了做饭，拿这

么好的水洗衣、浇菜、浇花、喂鸡、洒院子。”

他们笑笑，院里的衣服、蔬菜、花、鸡，貌似也

在笑。

我也奢侈了一把，洗手脸，洗胳膊，洗腿

脚；接上管子，把院里该浇的都浇了一遍，惹

得父亲大喊：“哎呀，昨天刚浇过！”我一吐舌

头，“让我也过把瘾。”把大桶小桶刷了一遍

又一遍，任水流进了菊花丛，流进了青草地。

父亲说：“这泉水来自远山一道沟谷，在

村中山顶建了水塔，水好，水足，可方便了！”

我按照父亲描述的方位寻过水源，在一座山

下，水泥板盖了起来，又蒙了沙土，未见其真

容。极力回想，这里是曾有一眼上好的山

泉，种地的、割柴的、放羊的及放的羊，还有

我，都喝过。山泉日夜不息，淌成了小河，聚

成了池塘，滋润着丰茂的水草、丰收的庄稼。

寻泉，我本是欢欣的，可慢慢却失落起

来。那泉被引走，周边的泉眼也不再汩汩涌

漾，蒙了枯草和水藻，想必已无人问津久

矣。小河成了细细的线，池塘成了浅浅的死

水，零星耕种的地块儿也不求及时浇灌，靠

天收就行。没了山间小河的汇集，村中主河

也没了活力，有气无力地喘息着，像极了衰

老的村庄。

往前推三十年，也就是我的少年时代，

那可是另一番景象。

主河没有名字，暂且用村名唤她“苍山

河”，发源于村北两道山谷的山泉，一路向

南，一路汇泉，终成泠泠清溪。骤然而来的

夏雨将河道冲宽、河床冲软、河水冲净，我们

穿着凉鞋，挽着裤腿，或顺流南下，捕捉从水

库游上来的鲤鱼、鲶鱼；或逆流北上，捡拾从

山间冲下来的美石、铁石；或扎在河里，和乡

亲们一起用磁石吸铁沙卖钱。夏雨匆匆来

匆匆去，当河水恢复平静，我也该开学了。

顺河向南，是小学；再向南绕过水库，是初

中；我也终被苍山河送出了大山。

苍山河上中下游筑起了大大小小的塘

坝十余座。庄稼灌溉密集的时期，全村近百

户人家，排班儿放水或扬水浇地，看着满满

一塘坝水如小龙般顺渠蜿蜒入田，似是听

到了庄稼喝水拔节的声音，心里甭提多畅快

了。遇上大旱年景，我还曾和父亲一起夜间

看过塘坝。村人时常因浇地引发争吵。但

人们闹人们的，河水只管浇灌，浇了玉米地

浇菜园，养活着全村人。

村中心有一口井，是几代人的命脉。无

论春夏秋冬，水位总在那儿。水井有两个最

热闹的时段：一个是一日三餐前，乡亲们说

说笑笑，陆陆续续来挑水，挑回去入缸入锅，

做出喷香的饭菜，等着回家的人。一个是腊

月忙年时，乡亲们在井边打水洗衣服，杀鱼

宰鸡，挑水做豆腐、蒸年糕、蒸馒头。一天下

来，水几乎被挑完，第二天又回到原水位。

我尤爱这口井，因其记得我趴在井边做的鬼

脸，记得我打水挑水时青春的模样。

后来的后来，冲出铁石、铁沙的北山上，

开了一段时间的铁矿，有的泉眼被掩埋，有

的出水减少，苍山河也不知是从哪天起瘦下

来的，是从开了铁矿时，损了水脉；还是从顺

着河道修那条柏油路时，毁了塘坝，窄了河

道？我想苍山河定是在落寞中一天天憔悴

下去的，就像我的父母及他们的同龄人憔悴

一样。

憔悴是必然的。好在乡亲们寻到那眼

山泉，经过地下管道，引至仅剩的十几户村民

家门口，老人不用再拖着年迈的身体挑水就

可喝到甘甜的山泉水，老井也跟着休养生息。

我羡慕父母尽可奢侈地享用山泉水，而

我用水桶装了，经几十里运至小城家里的，

要用上一周，便格外珍视。煮沸直饮或泡

茶；用来熬粥、炖菜、煮面、蒸米饭、榨豆浆；

用来和面包饺子、擀面条。妻子还用山泉水

泡她的宝贝玉镯、翡翠吊坠，能否真如她所

言会更水灵、滋润？我姑且相信。

一年四季，取山泉时，我也会买些日用

品“换”些父母的特产。韭菜、豆角、西红柿、

萝卜、白菜、南瓜等蔬菜，玉米、土豆、红薯、

谷子、豆子等粮食，苹果、葡萄、桃、杏、梨、核

桃等果子……皆“喝”故乡水孕育长成，滋味

地道，鲜香甜美。父母也力所能及地种着，

并以此为“饵”，“诱”我回家。

说与身在大城市的朋友听，他们竟也羡

慕我的奢侈。细细想来，有水在，故乡就

在。能常回故乡，喝到纯天然的山泉水，吃

到绿色、儿时的味道，特别是源自深山、曾给

我血肉、知我来处的故乡水，再次建构、融

入、滋养我这行走于凡尘俗世的血肉之躯，

真的感觉身心舒畅、温润、平和、有力量了许

多，可不是一种奢侈、一种幸福吗？

又一个周末回乡，见先前慢慢盖起的新

房住了人。原来是搬出故乡几十年的一位

本家姑姑，又搬了回来。在生机盎然的庭院

菜园、花圃边，她泡杯茶给我，“我就想回

来。想念咱故乡的水几十年了，真甜！”

我静品一口，似乎品出了其中滋味。仍

怜故乡水，清净伴余生。姑姑想念的，何止

这一口水？其实，我也一样。

仍怜故乡水
■ 张金刚

在新时代的深处

中国新经济文学中国新经济文学
深入生活，才能收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