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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始
终与中华文明交织在一起，浸透了
无数催人泪下的艰辛，也铸就了很
多令人振奋的辉煌。

黄河故道文化作为黄河文化的
重要组成部分，同样记载着黄河故
道两岸悲壮的历史和璀璨的文明。
黄河故道文化是战争文化、红色文
化，是宗教文化，是民俗文化，是
人文文化，是生态文化，也是名人
文化。

黄河故道被国内外旅游专家赞
叹为“古老的水上长城”“北国水
乡”“绿色长廊（城）”“迟到的发
现”，不仅具有丰富的景观资源，同
时具有优越的人文历史和环境资源
优势。

黄河故道是一个可供综合开发
利用的资源宝库，具有独特的地形地
貌、良好的生态背景、厚重的文化积
淀、丰富的旅游资源和扎实的农业基
础，极具开发潜力和发展前景。

一、明清黄河故道溯源
明清黄河故道西起河南省兰考

县，东至江苏省滨海县入海口，全
长 728 公里，贯穿河南兰考、民
权、宁陵、虞城，山东单县、曹
县，安徽砀山、萧县、丰县、睢
宁，江苏邳州、泗阳、响水、涟
水、滨海等豫鲁皖苏 4省 8市 27个
县（市区），形成了一条积淀深厚的
历史文化长廊。

据有关资料记载，从金大定二
十年(公元 1180年)开始，就以商丘
为治河指挥中心，修筑南北两岸大
堤。之后，元代、明代又先后在此
治理多年，由于黄河“一斗水半斗
沙”，以致河随堤增高，最后形成地
上“悬河”，一遇大水，就决口漫
溢，泛滥依旧。直至明代万历二十
年(公元 1592年)，工部尚书兼总理
河道潘继训以“束水攻沙”“以水治
水”的方法，动用沿河 5 万人民、
历时 16 年，在原有基础上筑起此
堤，从此使黄河定于一道。结束了
400 年来黄河多道并行、泛滥为灾
的局面，治河方告成功。

清咸丰五年(公元 1855 年)，黄
河再次改道北上，留下了这条故道
和故堤。黄河故道是一个珍藏的地
方，具有较好的旅游资源，保持有
优良的生态环境，存在鲜为人知的
宝贵资源，在时间长河中不曾褪去
本色，是值得所有人前往鉴赏与体
验的“母亲河圣地”，却因为缺乏对
外沟通而藏在深闺。

商丘境内黄河故道西起民权
县，东至虞城县，全长 134 公里，
总面积约1520平方公里。

黄河故堤是沿河人民为保卫家
乡用血与泪筑起来的，是豫东人民
治理黄河、保卫家乡的重要标志，
是商丘最大、最宏伟的历史景观。

商丘境内保存完好的 134 公里
黄河大堤，高 13 米，底宽 100 余
米。曲折连绵，逶迤苍莽，雄伟壮
观，像一条岿然横卧在豫东大地上
的巨龙，是商丘最大最宏伟的历史
景观，也是商丘人民战天斗地、战
胜大自然的标志。现在的黄河故堤
夏天鲜花簇簇，绿树成荫，花果飘

香，彩蝶飞舞，冬季长堤内外白雪
皑皑，长堤高高耸立，蔚为壮观，
有“绿色长廊”“水上长城”之称。

二、明清黄河故道保护传承开
发方面存在的不足和困难

随着商丘市“黄河故道国家森
林公园”、民权县“黄河故道国家湿
地公园”、虞城县黄河故道“田庙万
顷果园生态文化旅游景区”等黄河
故道沿线景区、公园化开发建设，
黄河故道生态、观光、旅游等功能
逐步得到开发，通过“中国-商丘
明清黄河故道湿地花海徒步穿越”
活动进一步提升黄河故道有氧运
动、生态观光、湿地康健品牌化认
知。文旅融合背景下，结合商丘全
域旅游的契机深度发展，黄河故道
的生态价值仍有很大提升空间。

通过笔者多年分析梳理，发现
黄河故道的开发建设当中还存在如
下问题：

其一，“各自为战、独自施策”
现象严重。目前，在故道保护传承
开发方面付诸实施的每个点上，大
都是根据各自在故道上所处位置的
自然资源禀赋，来制定各自的“个
性规划”，缺少全局性、战略性，一
定程度上限约了前瞻性。随着时间
的推移，负面影响将会逐步显现。

其二，整体规划缺失。故道沿
线上、下游的统一大规划、大布
局、大保护、大传承、大开发、大
利用的宏观意识不强，多种客观原
因造成的沟通不畅、沟通不足、沟
通不彻底，造成对明清黄河故道的
全程现状认知不够到位，致使全线
整体的“保护传承开发利用大规
划”难以出台。

其三，资金短缺。明清黄河故
道的保护传承开发，是需要很大资
金量的。况且这段“故道”的全
线，均处于经济欠发达地区 （豫
东、鲁西南、皖北、苏北），这无疑
之中造成对故道投资的不足，限制
了对故道的保护传承开发利用的速
度、规模、成效。

三、对明清黄河故道保护传承
开发的浅见

明清黄河故道全长 728 公里，
线路长、规模大。要真正实现对故
道的合理保护、传承、开发，必须
站位高远，四省从“省级层面”，联
合申报国家层面给予故道的发展以

“定位” (力争国家对明清黄河故道
的定位，能接近或达到国家对“长
江经济带”定位一样)，搞好“顶层
设计”，制定科学、全面、可持续的
战略发展规划。然后，四省及沿线
地、市分头实施，以防止乱开发、
滥开发、无序开发、重复建设、浪
费资源、浪费时间和精力。

明清黄河故道保护传承开发意
义重大，笔者有以下思考：

其一，设立大机构。豫鲁皖苏
四省成立省级层面的“明清黄河故
道保护开发联署机构”（注：姑且叫

“联署机构”）。常年负责对上（国
家层面）、对下的协调、联络、指
导、督促。

其二，制定大规划。四省在上
述“联署机构”的统一指导下，围
绕国家对故道的“战略定位”， 制
定 728公里“故道发展战略规划”，
限制沿线各地的“小规划”，必须无
条件服从“大规划”。并有的放矢，
指导沿线各地、市分别根据自己的
实际需求，在相关部门精准申报国
家相关项目。

其三，举办“明清黄河故道高
层论坛”。“联署机构”牵头，每年
依次在四省轮流举办“明清黄河故
道高层论坛”，邀请知名专家、国家
相关部门，以及沿线各省、市、县
相关领导、专家、学者、企业精
英、媒体等参加论坛，以达到提高
故道的知名度、提升故道的价值、
炒热故道的目的。

其四，编撰“明清黄河故道全
书”。“联署机构”牵头，成立“编
撰委员会”，搞一个“明清黄河故道
万里行”活动，组织专家、学者及
沿线的相关人员、媒体记者，从上

游至下游、详实采录沿线的人文历
史、沧桑变迁、风土人情、传闻轶
事、古城风貌、现代都市、红色基
因、生态保护、名人传记等等，来
一个故道文化“大盘点”，以便长期
精准、全面的指导、引导“明清黄
河故道保护传承开发”工作。

其五，成立“明清黄河故道发
展基金会”。豫鲁皖苏四省联合成立

“明清黄河故道发展基金会”，以弥
补故道保护传承开发的资金紧张、
短缺。

其六，打通“故道主干道”。豫
鲁皖苏四省联手，沿黄河故道统一
规划，打开、修通一条从上游起点
到下游入海口、长达 728 公里的

“故道主干道”，为“明清黄河故道
自驾游”提供条件，为“明清黄河
故道国际马拉松比赛”“明清黄河故
道自行车拉力赛”及“明清黄河故
道徒步穿越比赛”为“大黄河之旅
（大黄河之旅，是国家旅游局重点培
育和推广的国际精品旅游线路，正
日益成为广大游客认识和了解中国
的窗口，成为全国旅游的名片）”，
提前做好“功课”。

其七，打造“黄河故道自驾车
营地”。随着私家车的普及，自驾游
已成为人们休闲生活的新兴方式，
但与之配套的自驾车旅游营地（自
驾车旅游营地是指在自驾车旅游线
路上，依托旅游交通干线和风景优
美之地或者在旅游景区附近开设
的，有一定场地和设施条件，可以
为自驾车爱好者提供自助或半自助
服务的，具有特定主题复合功能的
旅游场所。其主要服务项目包括住
宿、露营、越野、休闲、餐饮、娱
乐、汽车保养与维护、汽车租赁、
度假、户外运动、信息服务、医疗
与救援等。通过发展，自驾车旅游
营地可以在特定的区域发展成为集
景区、休闲度假、健身运动、综合服务
为一体的特色旅游景点）建设却滞
后。在黄河故道上科学布局几处自驾
车旅游营地，及早着手抓住国家政策

机遇，超前谋划，前景可观。
其八，抢抓“乡村振兴”机

遇、建造“故道绿道”。“绿道”也
可以说是自行车专用道。“绿道”是
指用来连接的各种线型开敞空间的
总称。主要由人行步道、自行车道
等，非机动车游径和停车场、游船
码头、租车店、休息站、旅游商
店、特色小店等游憩配套设施及一
定宽度的绿化缓冲区构成。“绿道”
在台湾很盛行。广州市增城区建有
国内最美、最长、最安全、穿越景
区(点)最多的“绿道网”，从属于珠
三角绿道网。以“幸福市民、快乐
游客、致富农民”为宗旨，“藤结
瓜”，将绿道与沿线新农村旅游、扶
贫结合，利用山水田园和优美生态
资源，因形就势，建设了 200公里
自驾车游、335 公里自行车休闲健
身游、50公里增江画廊水上游绿道
网。增城变有型绿道为市民休闲健
身之道、游客观光消费之道、农民
增收致富之道。

我们要抢抓“乡村振兴”这一
宏伟惠民工程的契机，沿故道建设
一张美丽的“绿道网”，“ 变有型绿
道为休闲健身之道、游客观光消费
之道、农民增收致富之道”。

其九，启动“黄河故道大堤”
的申遗工作。豫鲁皖苏四省应联合
启动“黄河故道大堤”的申遗工
作。黄河是我们的母亲河，养育了
一代代勤劳勇敢的中华儿女;黄河大
堤则是忠诚而任劳任怨的勇士，阻
挡了洪水的肆虐，保护人民的生命
和财产不受侵害，并影响了沿线人
们的生活，形成了独特的黄河文
化。黄河大堤作为一项伟大的水利
工程，是人类智慧的结晶，是祖先
给予我们的宝贵财富，我们应当继
承、发扬并保护好这份珍贵的馈
赠。黄河大堤不仅是防御水患、浇
灌沃野的大型水利工程，也是人类
改造大自然的一大奇迹，万里长城
位列世界八大奇迹，1987年被列入
《世界遗产名录》，1988年河南的天
地之中也申遗成功，而黄河大堤至
今仍在沉睡，确实遗憾，而且现行的
黄河大堤，绵延约1500公里，很多地
方都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令人痛
心。因此，我们有必要将黄河大堤作
为线型文化遗产申报世界遗产，以达
到更好保护黄河大堤的目的。

我们坚信，黄河故道深厚的生
态、文化、历史、人文、经济价值
在新时期将会受到更多人的关注，
利用既有的资源将黄河故道保护
好、传承好、开发好、利用好，使
之成为商丘全域旅游当中的亮点，
这不但是一种愿景，也是一种使命。

总之，明清黄河故道的保护传
承开发，无论从时间和空间上，都
是一项庞大的工程、系统的工程。
要高质量完成这项工程，需要多层
面的高度重视，多方面的群策群
力、不懈努力、持续用力、精准发
力，需要有“功成不必在我”的决
心，久久为功的恒心。只有这样，
才能圆满完成这项功在当今、利在
千秋的事业。

（本文由方塘传媒推荐）

关于明清黄河故道保护传承开发的思考
□ 林文献

黄河故道湿地景观。 资料图片

“过去苦了几辈子，现在过上好日子，小轿
车开进大院子，电脑冰箱都用着，俺这日子一天
更比一天好……”国庆假期刚刚结束的10月11
日一大早，张菜园村淮海战役总前委旧址门前
的淮海大书场上，热闹非凡。河南坠子、豫东琴
书、睢州敲琴等多种精彩的“豫东乡音”在这里
唱起，各类唱腔高低起伏、琅琅上口，不时引来
掌声阵阵，当天有4000多群众到此观看。

睢阳区闫集镇张菜园村是淮海战役总前委
所在地，在这个小小的豫东乡间四合院的运筹
帷幄之中，淮海战役取得了第三阶段胜利，人民
解放军也是在商丘部署渡江战役，走向全国胜
利。据了解，由于商丘曲艺博物馆位于淮海战役
总前委旧址旁，大量曲艺工作者经常在淮海战
役总前委旧址门前广场进行演出活动，淮海大
书场由此得名。

因为热爱与担当，为了曲艺艺术的传承与
交流，已过知天命之年的商丘文艺志愿者、商丘
市曲协副秘书长孙绍堂 2018年创办了商丘市
第一家曲艺博物馆。他还发起举办了商丘淮海
大书场，传唱红色文化，光大曲艺事业。

沿淮海战役总前委纪念馆西行100米左右
北拐，就可以看到商丘曲艺博物馆。在孙绍堂介
绍下，记者每个展厅逐一参观。走进这里，就像
走进一座曲艺艺术的大观园。“这个是全国著名
评书表演艺术家刘兰芳捐赠的醒木和录音机。
这是全国快板书艺术家张志宽当时赠送义子的
快板和节子。这是河南坠子表演艺术家宋爱华
捐赠的曲艺光盘……”孙绍堂将馆里珍藏的曲
艺实物一一介绍，娓娓道来。这些藏品有的是艺
术家捐赠的，更多则是他三顾茅庐求来的。每个
藏品都有一个感人的故事。

据孙绍堂介绍，所谓曲艺就是说唱艺术，说

口、唱口的总称。就我们商丘这一带来说，说口
主要包括快板、评书、相声、讲故事等，唱口主要
是河南东路坠子、豫东大鼓、豫东琴书、睢州敲
琴等，现在商丘现有曲艺民间艺人五六十人。旧
时曲艺人有“宁给十吊钱,不把艺来传”的说法，
这一定程度影响了曲艺的交流与发展，孙绍堂
建曲艺博物馆的初衷就是要普及、传承曲艺艺
术，打破艺人有艺不外传的旧习俗。

据介绍，商丘曲艺博物馆展览的藏品主要
是曲艺实物道具、乐器、书籍、书画等。博物馆分
为8个展厅，分别是商丘曲艺简史厅、曲艺名家
名人厅、曲艺服装展示厅、曲艺道具展示厅、曲
艺证件展示厅、曲艺图书展示厅、曲艺书画展示
厅、曲艺志愿者服务厅。除了陈列曲艺藏品，记
者看到，在一楼大厅，还专门设有一个曲艺传唱
所和舞台小剧场，用以传承曲艺艺术，培训培养
曲艺人才。平时曲艺人还可以在馆外的淮海大
书场切磋展演，通过快手和抖音等进行网络直
播。

我市知名剧作家、国家一级编剧任金义说：
“为了筹建商丘曲艺博物馆，孙绍堂呕心沥血，
全身心投入，非常难得。”睢阳区委宣传部常务
副部长李传杰说：“商丘曲艺博物馆的建立，填
补了省内无市级专业曲艺博物馆的空白，为各
地市搞好曲艺研究和建设曲艺阵地提供了很好
的学习借鉴模式。”

谈及创办曲艺博物馆的初衷，孙绍堂说，主
要是因为热爱，他从小就喜欢曲艺，小时候还曾
拜师学过豫东琴书。长大后，他参军入伍，后来
转业到地方工作。虽然没有从事曲艺这个行业，
但是艺术的种子已在他的心里生根发芽。商丘
有20多种曲艺表现形式，很多曲种被列入国家
非物质文化遗产。当看到很多曲种因为后继无

人而失传、消亡，孙绍堂非常痛心。他决定联合
更多志同道合的曲艺人，把曲艺艺术传承下去，
发扬光大。于是，他心中就萌生了创办商丘曲艺
博物馆的想法。在市、区有关单位领导的大力支
持下，他找场地、请艺人、收集展品，开始了前期
的筹备工作。

资金是瓶颈，他就自筹资金；场地不好找，
他在张菜园村自费租了一座三层小楼。经过两
年多的积极筹备，商丘曲艺博物馆于2018年12
月12日正式免费对社会开放。商丘曲艺博物馆
的成立，入选 2018年度商丘十大文化大事，也

成为商丘及附近艺人的家。不少曲艺家及爱好
者来到这里，参观指导，交流学习。随着活动的
开展，曲艺博物馆的名气也越来越大，不仅引来
了十里八乡的群众前来听评书、看小戏，也有不
少外地人慕名而来。

家住睢阳区宋集镇的民间艺人王尊林、赵
巧云夫妇，夫唱妇随，唱了一辈子的戏。听说商
丘曲艺博物馆成立后，两人就来到这里当起了
志愿者，住在这里，当起了馆里的义务讲解员、
管理员。

在孙绍堂的倡导下，商丘淮海大书场应运
而生，成为商丘版的“马街书会”。商丘曲艺博物
馆还会不定期邀请全国的曲艺名家、名人，民间
艺术家来此展演献艺，使淮海大书场逐渐成为
影响全国的红色传统曲艺文化交流盛会。谈到
今后的打算，孙绍堂说，他准备进一步收集藏
品，丰富展览内容。他还打算把博物馆搬到网
上，建一个网上商丘曲艺博物馆，让更多的外地
人通过网络了解商丘曲艺的悠久历史。

淮海大书场与商丘曲艺博物馆
□ 本报记者 白 鹏

11月21日早晨，夏邑县老年体协代表队在县长寿文化广场进行老年人扭秧歌舞展演。
据统计，全县城乡有60余支老年人秧歌队，扭秧歌已成新时尚。 本报记者 韩丰 摄

本报讯（季哲） 11月 16日，第
十七届 （2017-2018年度）《小小说
选刊》优秀作品奖等系列颁奖活动
在郑州举办，我市六名作家在各类
别比赛中收获颇丰，其中，司玉笙
的作品《高等教育》被评为“改革
开放40周年最具影响力小小说”；柘
城县作家许心龙的作品《俺也给羊
喂把草》和《中药萝卜味》分别获
得第 17届《小小说选刊》佳作奖和

“绿城清风杯”第二届全国廉政小小
说大赛优秀奖；永城市作家李士民
的作品 《三棵黑白菜》 获 《百花
园》 2017年度优秀原创作品奖；柘
城县作家张海洋的作品《我送爷爷
考大学》获得“我和我的祖国”全
国小小说大赛优秀奖；民权县作家
白文岭的作品《人精》和柘城县作
家白小水的作品《“私访”》获得
了“绿城清风杯”第二届全国廉政
小小说大赛优秀奖。司玉笙、许心
龙、李士民等三同志应邀出席了颁
奖会和系列采风活动。

该活动由中国言实出版社、河
南省作家协会、河南省文学院、小
小说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等单位主
办。中国作协、省委宣传部、省文
联、省作协等有关领导和来自全国
各地的作家、评论家、编辑家、小
小说获奖作家代表80余人莅临盛会。

我市多名作家获全国小小说奖

本报讯（记者 隋 和）日前，欧
阳华长篇纪实文学《生命的呵护》，
由中国社会出版社和河南人民出版社
联袂出版发行，被评为 2019年中国
作协深入生活项目、中原文艺精品创
作工程重点项目，上架后受到读者热
捧。

作品以讴歌英雄的主题，走进火
热生活，聚焦民生领域大爱无疆的温
情救助故事，摹写了以全国优秀共产
党员、时代楷模许帅的血砺忠诚，他

“为民甘为孺子牛”，把党和政府的阳
光普照在救助人员心坎上，是“出彩
河南人”的煌煌星座；他矢志“让卑
微的生命有尊严的活着”，是熠熠闪
烁的巍巍灯塔。罹患绝症后，他举着
骨头当火把，与死神赛跑，把生命的
宽度丈量精彩绚丽，铮铮誓言照彻中
华民族的复兴之路。

捧卷品读，炽热的初心与坚贞的
使命交相辉映，壮美的文字在鲜活的
结构里跳荡，不停地擂动着你的心
鼓，在灵魂深处震撼。人性的温度不
经意搅动你的泪泉，从字里行间汩汩
流淌，感情如此细腻，人物跃然纸
上，往事历历在目。逝去的往事穿越
时空扑面而来，让你喟叹感怀，让你
唏嘘落泪。

欧阳华作品《生命的呵护》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