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美丽中国梦

作词 李长平

作曲 印 青

演唱 汪正正 郑 咏

泱泱中华复兴路

多少英雄慷慨共赴

茫茫大地 碧血丹心

映红一轮东方日出

百年期盼中国梦

亿万人民同心共筑

何惧前方道路坎坷

迈开中国铁的脚步

美丽的中国梦 伟大复兴路 伟大复兴路

实干兴邦 信念永固 信念永固

美丽的中国梦 伟大复兴路 伟大复兴路

崛起的神州 花团锦簇 花团锦簇

中国梦

作词 车 行

作曲 肖 白 刘 斌

演唱 刘 斌

爷爷的爷爷做过这个梦

梦的是世道太平

度过春夏秋冬

妈妈的妈妈做过这个梦

梦的是风调雨顺

自强的儿女接过这个梦

梦的是艰苦奋斗

创造社会繁荣

东方的巨龙认准这个梦

梦的是民富国强

实现民族复兴

不忘祖辈的苦难

牢记这个梦 不管再大的风雨

追赶这个梦 不辱今天的寄托

担当这个梦 不负明天的希望

共圆这个梦

我们的中国梦

作词 晓 岭

作曲 孟庆云

演唱 雷 佳

（合）啊 你的梦 我的梦

梦的翅膀在飞翔

啊 母亲梦 儿女梦

梦的翅膀在歌唱

风儿送来春的气息

让我与梦不期而遇

一滴露珠晶晶落下

一双翅膀翩翩飞起

寻一个幸福梦 哪怕千里万里

飞过雪穿过雨 我知道了新天地

薪火相传生生不息 生生不息

（合）汗水染得山青水绿

歌声引来花香鸟语

自豪的笑容多么甜蜜

自信的道路开创奇迹

寻到了幸福梦 就在情里爱里

手相牵心相聚 我看到了新天地

更加宽广更加美丽 更加美丽

这条路

作词 黄 石

作曲 孟庆云

演唱 王 莉

这条路 布满了荆棘

这条路 充满了艰辛

这条路 镌刻着苦难辉煌

这条路 闪耀着光荣梦想

这条路 热烈的鲜血浇灌了复兴的萌芽

这条路 滚烫的汗水浸透了希望的原野

我们从容 我们自信

一条心齐努力 走在大路上

这条路 布满了荆棘

这条路 充满了艰辛

这条路 镌刻着苦难辉煌

这条路 闪耀着光荣梦想

这条路 热烈的鲜血浇灌了复兴的萌芽

这条路 滚烫的汗水浸透了希望的原野

我们从容 我们自信

一条心齐努力 走在大路上

这条路 热烈的鲜血浇灌了复兴的萌芽

这条路 滚烫的汗水浸透了希望的原野

我们从容 我们自信

一条心齐努力 走在大路上

这条路 热烈的鲜血浇灌了复兴的萌芽

这条路 滚烫的汗水浸透了希望的原野

我们从容 我们自信

一条心齐努力 走在大路上④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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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梦辛仓是个村，属开封市鼓楼区，人口两千
多，紧邻郑民高速。从开封金明广场驾车向
南往，五分钟即到。

硬汉叫梁国义，大家都喊他老梁。老梁
今年 63岁，是这个村的党支部书记。他中等
个儿，四方脸大眼，稍瘦却有棱角，沉默寡
言，话虽少出口重，掷地有声。他在东北边
疆当了几年兵，有股子军人的豪爽劲儿。

说老梁是硬汉，不仅指他身板硬、性格
爽直，更多地还是指他当支书这些年办事利
落、公正，值得人敬重。

老梁当兵回来就在村班子干事，算起来
到如今当支部书记也有 35个年头了。

我结识老梁有几个时间点。先是十多
年前，我所在的单位响应省委“万名干部下
基层”的号召，有三位同志到辛仓驻村，一驻
就是一年。这一年间，没少听驻村的同事们
赞许村支书梁国义。其间，单位组织人员到
村里慰问，果然就看到一个物丰粮满、人和
景明的新农村和一个硬硬朗朗、少言寡语的
老梁。当时的印象：这个村西瓜种植面积
大，西瓜品种又好，沙地种西瓜，甜！这个村
支书，中，是个干家。

时光如梭，再次见到老梁时，我已被调
到辛仓村所在的鼓楼区工作。组织上分配
我负责新农村建设工作。开封市要鼓楼区
确定一个新型农村社区示范点，我跟老梁打
交道便频繁起来。从开始的酝酿，选址，确
认，规划，到最后选址确定在辛仓村，这与老
梁有直接关系。鼓楼区委认为，这个新型社
区放在辛仓村好，一则村班子坚强有力，能
干成事；二则村支书做事扎实稳重，不会出
太大的问题。还有一个潜在的因素，这个村
紧邻高速连接线，地理位置便于领导和上级
察看。选址确定后，我正鼓动老梁率班子成
员外出学习考察，组织上又安排我到市宣传
部门工作，此事就被搁置起来。

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中，有群众

提建议，宣传部门对全市各行各业的先进典
型的发现、培育、宣传不够，说得专业点，就是
在凝聚正能量方面有欠缺。恰在此时，老梁
出现了。他出现在《河南日报》一个整版的

“全省二十名最美村官”的入选事迹介绍里。
他作为开封全市 2500多个行政村党支部书记
的唯一代表去角逐全省十大“最美村官”的评
选。看到此，我心中颇有几分感动，第一感觉
是，组织上推荐梁国义是对的，没有选错人；
再一个感觉是：老梁是个低调干活儿的主儿，
弄这，他不一定热。

不管怎样，在离开鼓楼区两年多后，我
还是决定去看一看老梁，看一看那个新型农
村社区建设得怎样了。

老梁病倒了，已经病了六个多月了，一直
躺在医院里。我让同事打听，他告诉我这样
一个消息，我很吃惊。不会的，老梁这人没有
特殊情况是不会倒下的。20年前，他曾被检
查出肝上有毛病，医生都告诉他没得治了，好
像他立马三刻就不中了似的。老梁二话不
说，起身就回家了。整个冬天，他带着儿子梁
兵硬是翻了八亩地。结果，啥情况也没出
现。这一回怎么会躺下呢？我有些焦虑，嘱
咐同事再去弄个清楚。结果半夜信息又反馈
过来：老梁回家了，前天被拉回家了，已经放
弃治疗了，基本上不认人了，话也说不出来
了。同事问我，这种情况下，还去看他不去。
我几乎没有犹豫，去，明天一定要去。

听说我要去看老梁，辛仓的村主任早
早就等在村口，鼓楼区的领导也赶来了，大
家的脸色都很凝重。我们这几个人与老梁
大都有很深的接触，对老梁的人品、性格、
作风都有共识。村主任说 ,我和老梁搭班
子 20 年了，没有任何不愉快，我俩有个想
法，要为全国所有村“两委”班子做个榜样，
团结的榜样。

我们一行拼了车，奔村里去。从路口到
村里还有一段路，这段路有千把米，跟城里

的马路一样宽。路两边已错落有致地建起
了一些楼房。我问，这就是辛仓社区工地
吧？办事处的同志做了肯定的答复，接着
说，就是这个社区要了老梁的命了。从这个
社区启动建设到现在，两年多了，老梁几乎
没有吃过一顿安稳饭，没睡过一个囫囵觉。
800亩地的社区啊，涉及全村四个组 1000多
口人，老梁带着工作人员挨家挨户动员，嘴
唇都磨出了茧子。

我听着，沉思着……
老梁家里已经聚了不少人，都是街坊邻

居和亲戚，看到这阵势，我们加快了脚步，进
了里屋。

老人躺在床上，双眼紧闭着，整个脸颊
由于消瘦都塌了下去，脸色很暗。一瓶维持
生命的“营养液”通过滴管注入病人的静脉，
我们的心都揪紧了。这是老梁吗？这是那
个干起活儿来拼命三郎一样的梁国义吗？
我的眼睛有些酸涩，我的喉间有些痛楚，我
不知道这个时候该不该唤醒他，该不该打扰
他，他真的是太累了！

同行的当地办事处党工委书记是一位
爽朗的女书记，她朗朗地喊：老梁，醒醒，老
梁，我们来看你了。老梁努力地睁开了眼。
家人指着我们一一问，还认识他们不？老梁
点点头，咧开了嘴唇，露出了一丝笑意，顿时
把整个屋子点亮了。

家人介绍说，从大年初一住院直到现
在，老梁很少有笑脸，见你们几个来了，他高
兴。女书记也有了兴致，又喊老梁：老梁，快
点好了吧，我还等着你给我送大礼呢！

事后我问咋回事，女书记告诉我，她刚
到仙人庄乡报到时，到辛仓村第一次见到梁
国义，他开口就说了这样几句话：我当了几
十年支书，不会送礼，我把工作干好，就是给
上级送的大礼。从此，每当村里碰到棘手事
解决不了时，女书记就将他的军，向他要大
礼。就为着这份大礼，这几年老梁没日没夜

地工作，三城联创、村容村貌整治、新型社区
建设等等，辛仓村没有拉过一次后腿，都是
全区甚至全市的先进。也是为着这份大礼，
老梁累倒在了岗位上。

屋里的气氛活跃了一会儿后，老梁没
了力气，说了几句不连贯的话：搬……搬……
走……回啦……家人说，他入院后极少吃饭，
这些天都是靠药物维持，这会儿他又迷糊
了。我们看着又要陷入昏迷的老梁，心情格
外沉重，只得悄悄地朝外走。当我们再次回
头去看老梁的时候，忽然见老梁艰难地抬起
了手，向我们挥了一下，眼角挂着泪水。

我们都停下脚步，向老梁挥起了手……
老梁家的门口，有几棵大树。阳光透过树

叶间的缝隙洒下来，一地的美丽，一地的清凉。
我们嘱咐老梁家人，要照顾好老梁。家

人哽咽着解释，刚才，他又糊涂了，住院这些
天，老梁反复念叨的就这几句话：村里的路
还没修好呢，新型社区还有很多事没有安排
呢，村“两委”的办公地点还没有搬呢。每每
说到这些，老梁满脸都是不甘。

女书记也激动地插话，老梁整个人都扑
在工作上。在老梁的带领下，辛仓村百万元
以下的生猪养殖户有一百多家，百万元以上
的有六十多家，村民购买的价值十几万元、几
十万元的轿车比比皆是，以辛仓村为示范点
的仙人庄生猪养殖业成了远近闻名的特色产
业，中央电视台还专门来采访过呢……

回去的路上，我跟随行的同志商量，一
定要好好地组织宣传好梁国义同志，他的务
实重干，他的刚直不阿，他的胸怀群众，他的
廉洁勤政，他的团结同志，无论哪一点都值
得我们学习，都是我们的榜样。

写下这些的时候，夜已经很深很深了，
放下笔，推开窗户，繁星满天，街道上还有夜
市的喧哗声传来。夜色还是这样的迷人，生
活还是这样的美好！

我双手合十，默默地为老梁祈祷着……④6

诗会不可无诗。
上午，就中原诗歌的历史、现状和前景作了

宏观议论；下午，就杨炳麟的新作《尘世》作了微
观研讨。都收获颇丰。

紧紧张张满满当当的白昼过去，如今夜晚
来临。第三届中原诗歌高端论坛要向诸位献上
一场诗歌朗诵会。我们对场景作了转换，由议
论转向抒情，由对诗人的议论转向诗本身。

这次朗诵会，选了两位中原诗人的大约 20
首诗。按姓氏和年龄排序，他们是刘高贵、高
金光。高贵出生于 1962 年，算是兄长。金光
1964 年出生，可称老弟。如今，他们都正值当
打 之 年 。 高 贵 供 职 于 河 南 省 民 政 厅 救 灾 中
心。金光在《党的生活》杂志任职。公务繁忙，
都是业余作诗。视诗为宗教，都是诗的虔诚的

信徒。
高贵的故乡在信阳的光山，金光的家乡在

南阳的淅川，信阳在河南的东南部，南阳在河南
的西南部，一个信阳，一个南阳，都是阳光照耀
较多的地方，是河南的粮仓。

这次朗诵会所选，都是或大都是他们所写
关于故乡，关于田园，关于家，那个可以让心安
放的地方的。金光的诗，素朴、痛楚；高贵的诗，
悠远、绵长。

我和高贵、金光，是朋友，也是邻居。上世
纪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我在与光山相邻的
同是大别山区的新县，接受贫下中农改造 4年；
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我在与淅川相邻的同是伏
牛山区的西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3 年。因
此，我可以说我是他们的邻居。大别山、伏牛

山，是我的第二故乡。对邻居的诗，我感觉格外
亲切，多了一份特别的感动。

我还想说，如果没有南水北调，没有因此而
发生的移民，就不会听到我们一会儿将要听到
的高金光所写的诗。为什么要南水北调呢？是
因为要给缺水的首都北京送水，为了给包括诗
人在内的首都千万人送上洁净的水。为此，淅
川有 17 万人离乡背井迁居他乡。顺便再说一
句，为了保持水的洁净，水源地淅川在十年内关
停或转产了 350家企业。

北京的诗人、诗评家，在不久的未来，当你
们凝神静思时，当你们奋笔疾书时，你们的案头
会放一杯茶，如果是毛尖，那就是信阳茶，那是
南阳水泡的信阳茶。那时，你们会想起中原，想
起中原诗群。④6

到美国圣地亚哥市的第二天，我去了久负
盛名的圣地亚哥动物园。圣地亚哥动物园是
全球规模最大的动物园之一，这里栖息着 800
多种动物，其中有不少濒临绝种的动物，还有
来自中国的大熊猫。动物园占地 600 多亩，整
个动物园就像一个天然植物丛林，到处都是郁
郁葱葱的繁茂绿林。

动 物 园 里 配 备 有 游 览 汽 车 和 空 中 缆
车。我在动物园入口处坐上了双层游览车。
我的前排坐着一个中年妇女，她的旁边站着
一个小女孩。小女孩约摸一米高，穿着一件
红格子长袖连衣裙。当小女孩转过头来时，
我几乎惊呆了。小女孩瘦小的脸上，皮肤像
疤痕一样扭曲牵扯着，眼睛部分只剩一个小
小的裂缝，鼻子、嘴巴、耳朵也扭曲得几乎不
成 形 状 。 女 孩 的 手 指 也 呈 痉 挛 状 蜷 缩 在 一
起。车子开动后，女孩开始在原地慢慢转圈
子，转了一圈又一圈。中年妇女回过头，微
笑着对我说：“安妮现在兴奋极了，她知道我
们现在在游览车上。”

“安妮？”我一时没弄明白她指的是谁。
“我女儿叫安妮，”女人指着转圈的小女孩

说，“你看她在转圈子，这是她高兴的表示。”
女人打开双肩包，从里面拿出一个塑料水

瓶，打开瓶盖，拉了拉女孩的手。女孩停下
来。女人搂住女孩，把瓶口放在女孩的嘴边，
让女孩抿了几口水后，女人掏出纸巾擦去她嘴
边溢出的水滴。女孩喝完水后，继续在原地转
起圈来。

我小心地问道：“安妮，她会说话吗？”
女人摇头，说：“安妮不会说话，她眼睛看

不见，耳朵也听不见。”
“那——”我惊异得不知道该说什么好。
“安妮有触觉，只要我触摸她，她就知道。”
“她生下来就是这个样子？”
女人点头：“是的，她出生就是这样。医生

说，这是非常罕见的一种基因突变病。”
我不再说话，默默地看着外面。大路两边

都是亚热带植物，一个个富有特色的动物区就
分散在其中。我看到前面一块牌子上写着“熊
猫区”几个字，连忙伸长脖子往外看。女人笑
了，说：“你从这儿是看不到熊猫的，游览车不
经过熊猫区。”

我不解地问：“为什么不经过熊猫区？熊
猫不是大家最喜欢看的动物吗？”

女人说：“熊猫喜欢安静，汽车的噪音会吓
坏熊猫的。”

女人热心地向我介绍起沿途见到的各种动
物。看起来她对这个动物园非常熟悉。我问她
是不是常来动物园。她说：“我每个周末都来，
安妮喜欢来动物园。如果哪个星期她没有来的
话，她就会烦躁不安，晚上也不肯睡觉。”

“她来动物园看什么呢？”
“安妮喜欢坐动物园的游览车，每次来动

物园，她还要到鸟园去玩。”
“可是，她既看不见，也听不见呀。”
“是呀，我也弄不清楚是什么原因，也许

是气味，也许是环境，她只要一进鸟园，就兴
奋得转圈圈。”

女人拉住小女孩的手，女孩安静下来，女
人爱怜地把女孩搂在怀里，自言自语地说：

“该休息一会了。”女人对我说：“我一直都住
在圣地亚哥，从来没有想过搬到别的地方，因
为这里有最好的动物园，其他地方的动物园
没有这样的条件和设施。”

“安妮多大了？”
“她今年 26岁。”
我想着过往 26载的日日夜夜，还有即将到

来的许多日子。
“你是一个伟大的母亲。”我说。
她笑了，一双美丽的蓝眼睛里闪着泪光。④6

没有炫目的灯光，没有繁复的舞台装置，没
有歌舞助阵，不过是传统的一桌二椅，新排豫剧

《白蛇传》却征服了戏迷的心。
前不久，由河南豫剧院青年团排演的《白蛇

传》在省会郑州首演。《白蛇传》是一台对演员的
唱念做打功力要求比较高比较全面的戏，豫剧
大师陈素真及其弟子早年演出过此剧，但陈派
的《白蛇传》未能在舞台上流传下来。此次新排
的《白蛇传》根据田汉改编、京剧名家张火丁领
衔主演的京剧《白蛇传》移植，主演吴素真师承
陈派弟子牛淑贤，是陈派再传弟子中的佼佼者。

那一场演出，观众醉了。舞台上的“白娘
子”端庄秀丽，唱腔雅致清新，身段优美，行动如
飘，武打功夫更是了得！一时间，简单的舞台变
得丰盈、充实。观众纷纷感叹，“原来没有布景
的戏，比有布景好看”！可以说，这出戏是以舞
台装置的简单实现了丰富的戏曲美。简单，不
简单！这对如今热衷于大制作的戏曲演出难道
不是有益的启示吗？

当然，简单的舞台装置对演员的功力要求
更高。俗话说要能够“压台”。“压台”既需要演
员基本功的扎实，也需要内在的充实，需要刻苦
练功，对自己扮演的角色反复琢磨，对人物性格

和情感的深切体验和准确把握。如今，有些演
员，不愿勤奋练功，不愿在人物体验和把握上深
下工夫。他们向观众传达的只是导演的意图和
音乐设计的安排。这样的表演苍白无力，只能
用“大制作”来弥补不足。《白蛇传》的创作团体
有意识实践戏曲的传统创作原则，把演员与观
众的交流放在首位。这就对演员提出了极高的要
求。白素贞的扮演者吴素真一直坚持每天练功，
决定排演《白蛇传》后，她观摩了大量有关的图像
资料和文字资料，用心体验白素贞的内心世界。
每一个动作她都结合人物，认真推敲；每一句唱
腔，她都反复吟咏，根据自己所理解的特定人物、
特定情境、特定情绪衡量唱腔的艺术分寸，并提出
建设性的意见。在“盗草”那场戏中，为了表现白
素贞被逼应战、拼死一战的情景，演员采用了“拔
剑飞鞘”的特殊技巧。为此，她不知练习了多少
次。参与演出的工作人员敬佩地说：吴素真太用
心了，“拔剑飞鞘”特技在排演场上从未失手！

联想到当今戏剧界存在的忽视演员自身创
造力的现象，我认为《白蛇传》的排演方式颇具
启示意义。

豫剧已于 2006年被收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
遗产代表作名录。对它的传承和保护提到了议

事日程。但一直以来往往是说得多，做得少；宏
观理论多，具体办法少。河南豫剧院青年团排
演传统名剧，本身就是对豫剧最好的传承和保
护。《白蛇传》的创作者打出“祥符调”、“陈派”的
旗帜，表示了对豫剧传统的敬畏和尊重。在创
作和演出中，他们注重继承祥符调的特点和神
韵，也特别注重继承陈派艺术典雅、规范、细腻的
特征。主创人员对祥符调豫剧和陈派豫剧的传
承保护进行了深入思考，他们在继承基本特点的
基础上，对祥符调、陈派唱腔的“特色腔”给予了
特别关注。“特色腔”是一个流派、一个具有成熟
风格的演员使用频率最高、最有文化内涵、最能
调动观众情绪的唱腔。它也是一种风格的标志
性符号，人们借助它能够一眼看出它与其他流派
的区别。作为陈派弟子的吴素真，她的嗓音不同
于陈素真，在演出中反复使用陈派的“特色腔”
时，每一次都稍作变化，变化的依据是人物的内
在情感。演出效果次次强烈，这殊为难得。

精心排演传统经典剧目，在继承传统美学
原则、传统神韵的基础上与时俱进，这就是《白
蛇传》的创作集体传承豫剧、传承祥符调、传承
陈派艺术的具体实践。我以为，这也是对豫剧
传承和保护的好方法。④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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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简单为丰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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