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河阴河阳、河东河西，是历史上的地域概

念。唐开元二十二年，唐玄宗为了便利漕运，在

汴河口修建了河阴仓，并将汜水、荥泽连同武陟

的一部分划为河阴县。自此，河阴和河阳成为重

要的古地域名，出现在黄河两岸。河阴河阳以黄

河为界。一般来说，从小浪底南岸的洛阳孟津到

郑州荥阳，主要是荥阳地区为河阴，北岸的焦作

武陟地区为河阳，包括了新乡。

荥阳之所以称作荥阳，一是因为有过古荥

泽。荥泽已不复见，但荥阳的水很多，湖河荡漾，

城里见船。荥阳是河阴地区的核心，是黄河下游

地理标志桃花峪所在的地方。这里遍植桃李，有

“花县”之称，李白和杜甫也都来过。汴运河东

流，得益于黄河，也得益于淮河的扇形水系，淮河

的多个支流从西边和东北方向流来，一路上给运

河提供了许多水源，也让黄河水不再孤军奋战，

出现了运河来水的接力赛和近乎无限的助力，推

动船帆一路走向东南。

在淮河的内外水系和众多的淮河支流里，除

了淮河正源，当时最大的水流就是古汴河和古泗

水，它们在今天的徐州交汇。黄河与淮河很长时

间里相安无事，自然地形成了一个三江口，也形

成一发不可收拾的运河流势，养育了众多河南淮

中古代城市。因此，河阴是个重要的历史地理坐

标，是汴运河的始发地，也是黄河水流入汴运河

的河首。

隋唐运河通济渠的衰败，一般的说法是南宋

建炎二年东京留守杜充为了阻挡金兵南侵，从滑

县李固渡人为掘堤，开启了“黄河夺淮”的一幕，

也有宋高宗为了偏安下令决河阻断南北往来的

考证，这些都无疑造成了一种破坏的惯力。但这

种破坏和冲击不是一次性的，有一个积重难返的

渐进过程。金章宗明昌五年，黄河从郑州之北的

原阳决口，也曾拦腰斩断了汴运河。元代，在努

力凿通京杭大运河的同时，也作出过通济渠改道

调整的努力，这就是贾鲁河的开通。贾鲁河源出

伏牛山和大周山，流经荥阳向东南，绕郑州北过

中牟、开封、朱仙镇，过尉氏、扶沟至商水入颍水，

在郑州的一段称为金水，在开封以南称惠民河，

民间也叫运粮河，也就是蔡河。

贾鲁是山西高平人，是元代著名的河防官

员。他有多项治理黄河的成功政绩，让部分黄河

复归故道，汴河南流淮河。人们为了纪念他，将

他居住的地方定名贾鲁村。“贾鲁河”有小黄河之

称，水流丰沛，成为通济渠流向的替身和很长时

间里的正身，尽管明朝弘治年间黄河再次决口，

导致贾鲁河淤塞，但经过治理，通济渠又迎来北

宋之后的第二春。朱仙镇码头日泊船 200艘，这

样的景象一直延续到清朝中叶，进入道光年间，

贾鲁河又一次淤塞，内忧外患的清政府已无力应

对，贾鲁河连同隋唐北宋以来的通济渠，也就成

为运河形态的物质文化遗产。

朱仙镇是宋元明清时代的“四大镇”之一，与广

东佛山镇、江西景德镇和湖北汉口镇齐名，离开封

市区只有20多公里。那里的古运粮河见证了当年

的繁荣，最盛时有30万人口，完全是古代大城的框

架。元代以后，它再次成为贾鲁河连通旧日“通济

渠”的中转点，进入了发展的黄金时期。在清代，

码头林立，商船百货云集，繁盛一时，而那里的木

版年画，也为中国民间美术带来了风采。京汉铁

路开通以后，朱仙镇的商业地位有所弱化，但它的

未来前景仍然光明。开封市很重视朱仙镇的发

展，尤其在朱仙镇旅游的开发上铆足了劲。

我去朱仙镇，是在开封参加菊花节之后。朱

仙镇现在的人口和市场密集度虽不比当年，但改

革开放以来活力得到显著恢复，仅木版年画的年

销售额就近 3000万元。朱仙镇木版年画强烈的

乡土气息和独特的美学价值，吸引了很多中外游

客。他们将在 10 年里投资百亿元，在运粮河两

侧建设国家文化生态旅游区，以期再现运河“宜

航则航、宜游则游”的往日盛景。

朱仙镇拥有巨大的历史人文资源，是旅游业

的富矿。且不说木版年画和豫剧之母“祥符调”，

以及有着上千年历史的“得胜鼓”，启封故城和“红

石桥”，就够人琢磨一阵子，至于朱亥墓、韩世忠墓

和后蜀主孟昶墓、汉代墓群，以及全国三大岳飞庙

之一朱仙镇岳飞庙，也有很多历史故事，而镇内的

“验粮楼”“信义桥”和“下八行街”、晋商会馆，以及

100 多处寺庙建筑，都是历史运河文化的遗存。

对于通济渠、贾鲁河的未来，其实是不必太担心

的。正所谓“没有最好只有更好”，区域经济的联

通是个规律，会衍化出一切。太史公司马迁就有

过类似的历史预见。他在隋唐运河尚未开通之

前，就在《史记·河渠书》中这样评说河阴地区，“荥

阳下引河东南为鸿沟，以通宋、郑、陈、蔡、曹、卫，

与济、汝、淮、泗会”。在那时，他已看到一种必然

地理走势，眼光还是很犀利的。

在朱仙镇回望现代的开封城，看到的是同样

的经济文化复兴景象。这是中国四大发明中火药

和印刷术的发源地。在北宋时代，东京城有三重

城或者里外四重城，曾经有过 4条河或者 6条河，

包括流势和流形也曾呈现为平面虹状的蔡河，那

很可能是分流船舶的弧形“越河”，《清明上河图》

展示了它的全景和细节，惟不知《清明上河图》里

描摹的，是蔡河上的景象，还是临近内城的其他运

河河段。我一直对“上河”的名称有些搞不明白，

清明时节上河图景再现，是人船上运河，抑或是对

宋代皇帝治下开封运河的特定尊称，比如从隋代

起，这条运河就被称为御河，宋沿隋规，皇帝出巡

都要走这条运河。苟如是，“上河”也就更加有一

种特定的含义了。

在开封看过清明上河园，参观了举国无双的

菊花展，也想看看清明上河之外的另一些实景。一

天中午省去了午休，去到离市中心约20公里路的

陈留镇，看看这运河的下游有没有更多遗迹。陈留

镇属开封市的祥符区，也是一个历史上多频次出现

的地名。陈留的市镇变化不算大，走入镇中心，并

没发现什么，只好停下来问街上的一位老住户，“这

里有运河吗”，也许是口音的原因，他摇了头。我改

口说老河，他明白了，说“你走过头了”，来路上有座

桥，桥旁有一堵砖垒的墙，墙里就是老河沟。回去

一看，果不其然，桥下有很宽的河道，东西南拐方

向，只是没有流速，在大雨来时会是条行洪沟，但绿

树林向里伸延，岔路口上还有运河小镇的门楼。看

来，开封东边的运河有大动静了。

陈留镇是通济渠东南去的第一个大去处，沈

括《梦溪笔谈》虽然没有关于陈留运河的记录，但

讲到熙宁初，京东水门下至雍丘（杞县）、襄邑（睢

县）的运河河深一丈二尺，也即有 4 米深。可惜

陈留老城经历了太多的沧桑，城垣和县衙乃至各

种庙宇大部分废毁，看不到昔日城池的模样，更

别说为郡治时的风光了。我站在运河的桥头上

也想过，开封城里有看不完的古迹，城外也有新

的文化旅游带，要想留客人多住几天，除了朱仙

镇的老码头和版画艺术，周边的旅游资源还有更

多开发空间，尤其是自古有名的隋堤和隋堤柳，

将会有所展现。

从河阴到河阳，从多条郑州大桥都可以横跨

过去，尤其是人们在火车上隐约看到的老郑州大

桥工业文化遗址，它的北桥头就是黄河下游的一

级支流沁河入河口，这里是黄河与北方运河连接

的原点。从黄河北岸开渠北行，要受地形西北高

东南低的总体制约，但先人们的智慧可以克服这

样的地理瓶颈。隋大业四年，北向的永济渠开凿

了，但正像通济渠开凿利用了梁惠王开的鸿沟，

这里也利用了汉魏曹操开凿的白沟。一条鸿沟，

一条白沟，也就成为隋唐大运河的全部运作基

础。白沟是利用黄河支流和黄河故道而成功

的。最早的运河渠口在沁河下游。沁河发源于

太行山上党地区，在老黄河大桥附近汇入黄河，

一部分流水向东入“长明沟”也即小丹河，或说沁

河一支从武陟向东流，经卫辉再流 60 里进入卫

河。这就是最早“白沟”的走向。到焦作武陟和

修武去，可以看到东关码头遗迹和卫辉小河口的

“宿胥故道”。北向的运河都以焦作为轴，形成黄

河北岸的漕运中心。河阳地带沿黄 200里，是隋

唐时代经济文化的又一个核心区。河阴有河阴

仓，河阳有廒仓，再向北的浚县黎阳渡还有黎阳

仓，馆陶则有徐万仓。

河阳的山河也很美丽，李白有诗，“河阳花作

县，秋浦玉为人。地逐名贤好，风随惠化春”。杜

甫有诗，“河阳县里虽无数，濯锦江边未满园”。

李商隐也有诗，“河阳看花过，曾不问潘安”。河

阳也叫河内地区，也指孟津对面的黄河北岸，那

里有韩愈的故里，也是江淹《别赋》中吟咏“君居

淄右，妾家河阳”的地方。

在多年前去过焦作，武陟的威风锣鼓看过两

次，温县的陈家沟陈氏太极更要去观摩，虽然对

运河的事情并未特别留意，但“白沟”怎样演化为

卫运河，隋唐永济渠又是怎样的一种结构，也有

大体上的了解。河阳及河阳以北的运河，虽然在

干流上与黄河没有明显的关系，但黄河的支流和

故道，却是它开通或开凿的基础。曹操开凿的白

沟最典型。白沟的绝对长度并不长，但有两个影

响后世的创意，一是“遏淇河水入白沟以通粮

道”，二是沿着黄河故道北上，一步一步地形成了

北方运河的基本构架。

曹操在河阴开通的运河有 1 条，就是睢阳

渠。在河阳开通的运河有 5条：就是起自宿胥渎

的白沟、引漳河水直下邺城的利漕渠、沧州青县附

近的平虏渠、现在北运河武清河段泉州渠、天津宝

坻附近的新河。“白沟”得名，是因为这段水道穿过

了白垩地带，河道呈现白色。1999年版《辞海》白

沟条，“白沟起自浚县西，发源处接近淇水东岸，东

北流下接内黄以下的古清河”，“上起枋堰，下至今

河北省威县以南的清河，皆称白沟”。这个注解来

自《汉书·地理志》的“淇水所出，东至黎阳入河”。

淇水是黄河的二级支流。但遏淇水令其东北流是

曹操下的运河棋下半局，上半局则是在淇河西北

处的“宿胥渎”修建“枋堰”。

有趣的是，“白沟”虽然扬名于民间，细究起来

却有多种歧说。新乡的一小段或由地质地貌引起，

是它的童年期，就像乡间的孩子一样，没有先生取

名，顺口叫作“白沟”。倒是白洋淀北的白沟和至今

兴旺的白沟镇，明明不在白沟运河的一条主线上，

怎么自己给自己也起了“白沟”的名字？但细细推

究，这个白沟北邻拒马河，从古至今也是海河河系

的九河之一，在辽宋时代是楚河汉界般的一条界

河，燕云十六州归辽之后，这里一直有很大的榷场，

即便是清末民初，也有小货轮在天津和白沟之间穿

梭往来，它加入白沟的家族即卫运河的家族，有充

分的理由。只是那里的地貌并没白色，当地人只好

解释说，其时的河湾里，开满了白莲花，花开时节，

银白一片，不叫白沟又怎么个叫法。

倒是卫运河和漳卫运河的雅称，来自传统文

人，那大约是从《诗经》里感悟出来的，淇水流经

卫公好鹤之地鹤壁和淇滨。《诗经》里涉及淇河的

诗有 50多篇。“洪水在右，泉源在左。巧笑之瑳，

佩玉之傩”，而《淇奥》的“瞻彼淇奥，绿竹猗猗”，

也有无限风情在其中。

但不论怎样去称呼它，这一带都处于古卫

地，也就得名卫运。卫运河到达天津，长度已经

超过 400 公里。流到馆陶以后，漳河加入，也就

称为漳卫运河。漳河也发源太行山区，有清漳河

浊漳河之分，在河北涉县汇合。漳河古称衡漳，

衡即横，是一条游荡不定的河，经常决堤，流经的

下游河道也是黄河古河道。卫合河水。一部分

在馆陶汇入卫运河，一部分通过四女寺减河流入

德州境内再入运河，而四女寺水利工程枢纽的修

建，也是为了减轻它的危害。

由于气候的阶段性变化，大水漫灌下的农业

用水，又造成地下水的超采，也造成华北平原的超

级大漏斗，四女寺水利工程枢纽预想的航运功能，

缺少用武之地，运河活力也有所大减。但近年来，

在黄河流域水土保持的同时，与黄河关系密切的

北方运河城市，也开

始了“宜航则航、宜

游 则 游 ”的 多 种 努

力，从河阳一路走来

的卫运河，也面临新

一轮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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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版编辑 张 虎 李 静

建设“书香中国” 期待更多好书
姜天骄

又是一年世界读书日。每逢读

书日，总有一些网络平台、微信公众

号会通过书单、书榜等多种形式为读

者推荐一些好书。可是近些年，书

单、书榜似乎成为某些出版机构营销

新书的平台，而这些被推荐的新书究

竟成色几何，能否称得上“好书”，还

值得商榷。

什么是“好书”？或可简单概括为：

有益于时代进步、有益于世道人心的作

品。书籍是人生心灵的营养品，“好书”

应是那些能够浸润心灵、开启心智、经

得起时代检验的精品力作。我们从莫

言的《蛙》中学会敬畏生命；我们从《结

构性改革》中读懂中国经济；我们从《三

体》中展开对科学的孜孜探寻……往小

了说，老百姓通过阅读一本好书可以获

得更多幸福感；往大了说，一本好书，确

实可以成风化人、凝心聚力，从而增强

一个民族的文化自信。

数据显示，中国现在每年出

版 40多万种纸质图书，图书市场

体量之大令很多发达国家都望尘

莫及。然而，目前我国图书市场

上粗制滥造、滥竽充数的现象仍

很严峻。此外，新书在整体市场

中所占的份额越来越小，“老书”

仍然在挑大梁，新书的市场竞争

力严重不足……如果这些问题得

不到根本解决，建设“书香中国”

的目标也就无法落到实处。

建设“书香中国”，离不开有责

任、有担当、有情怀的出版人为之不懈

努力。值得骄傲的是，中国出版集团、

读者出版集团等行业领军企业始终坚

守出版工作者的初心和使命，以推动

中华民族文化繁荣为己任，不断打造

适应新形势、新时代的优秀作品，推出

一大批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

的优秀图书，以“善莫大焉”的文化追

求，为行业树立了很好的标杆。

深入推进全民阅读，建设“书香中

国”，已被写入“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

远景目标纲要。希望更多出版企业展

现一番作为，为建设“书香中国”作出应

有贡献。我们也期待，图书市场上涌现

出更多有品质、有影响力、有传播力的

精品佳作，让中国好书展现出无愧于时

代、无愧于人民、无愧于未来的风采。

44 月月 2020 日日，，湖北省恩施市城区的湖北省恩施市城区的

图书馆内图书馆内，，市民们正在读书以感受阅市民们正在读书以感受阅

读的魅力读的魅力。。 谭谭 华华摄摄（（中经视觉中经视觉））

44月月 2121日日，，在江西省赣州市文清路小学在江西省赣州市文清路小学（（豪德校区豪德校区），），学生抱着书籍学生抱着书籍

前往阅览室前往阅览室。。 胡江涛胡江涛摄摄（（中经视觉中经视觉））

20202020年年88月在河南省洛阳市孟津县拍摄的黄河景象月在河南省洛阳市孟津县拍摄的黄河景象。。 新华社发新华社发

本报南宁讯（记者童政、
周骁骏）日前，记者从广西壮

族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了解

到，“壮族三月三”假日期间

（4 月 14 日至 17 日），广西共

接待游客 1577.58万人次，比

2019年同期增长 3.1％，实现

旅游消费收入 125.36 亿元，

比 2019 年 同 期 增 长 4.6％

（按可比口径）。

在今年“壮族三月三·八

桂嘉年华”文化旅游消费品

牌活动中，广西各地各部门

围绕“桂风壮韵浓”“民族体

育炫”“相约游广西”“e 网喜

乐购”“和谐在八桂”五大板

块，精心组织了 1000 多场文

化旅游活动。

4 月 14 日 ，在 青 秀 山 ，

“壮族三月三·八桂嘉年华”

主会场组织了民族特色迎

宾、开幕表演、非遗商品和特

色美食展示，以及红色歌曲

大家唱等活动，在欢快热烈

的节日氛围中展现出壮乡人

民的幸福美满生活。

广西还重点推出了“建

党百年红色初心游”“魅力乡

村生态休闲游”“壮乡欢歌民

族风情游”“璀璨非遗锦绣八

桂游”四大文化旅游精品线

路，推出 10 条广西红色游学

精品线路，推出“海滨休闲渔

家游”等 15 条乡村旅游精品

线路，旅游线路种类丰富。

为不断加快商业与文

化、旅游、休闲等不同业态的

紧密融合，大力发展夜间经

济，4 月 14 日至 17 日，首届

“ 壮 族 三 月 三·夜 游 广 西 ”

2021 年广西文旅夜游促消

费活动在南宁市青秀山风景

区举办，通过“一键游广西”智慧旅游平台发放广

西文化旅游消费券，涵盖“吃、住、行、游、购、娱”六

大要素，重点补贴红色旅游、乡村旅游、研学旅行

和旅游新业态，对“广西味道”“广西有戏”“广西有

礼”还有特别的优惠，助力游客“嗨”游“壮乡三月

三”，在全区掀起夜游消费热潮。

（（数据来源数据来源：：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第十八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第十八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