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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词精品选粹之三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

笔谈笔谈

凡人小像凡人小像
王钢微报告王钢微报告

□

王

钢

□

邵

丽

风向

生
意
人
老
吕

身影

□

雍
和
春
常

责任编辑 冻凤秋投稿信箱：hnrbzyf@163.com2014年 11月 11日 星期二 HENAN DAILY12 中原风中原风

16 年前，逛街走进他的建材小门店，
买了复合木地板。

时隔 6 年，在一个建材大卖场偶遇，
他竟脱口叫出了我的名字，还说出了第
一次卖给我家地板的型号和数量。

又隔 10 年，在一个建材大商场偶遇，
他又脱口喊出了我的姓名，还记得第二
次为我家铺地板的细节……

呀，还有这样的生意人！
人海茫茫，过客匆匆，飞逝的脸孔何

止千万，然而萍水漂流，多年不见，他却
一眼认出了你，一下喊出了你！——其
实，你并不是唯一，他的所有客户中，这
样熟稔于心的占了五分之一。

采访中，51 岁的吕华东反复说：我不
是老板。

的确，他没有一点老板的滋润和轩
昂。衣着简朴，瘦削，腼腆，而且生来眼
帘有点下垂，他总习惯于微微地仰脸看
人。一边当着卖地板的掌柜，一边兼着
铺地板的工人，老吕不过是商海里挣扎
的无数生意人中的一员。

出身贫寒的他，高中毕业 19岁离开永
城农村。父亲是水利工程局的工人，他和
弟弟作为职工子弟，得以进省城干起了临
时工。他在工地上认识了刷油漆的女工小
张，小张是郑州城中村的居民，两人结婚生
子，风雨患难，至今住在村民安置房里。

老吕经商，最初是和弟弟一起与人
联营超硬材料厂，可在 1989 年厂子搞砸
了，举债赔付 10 万元。1995 年，他攒够
8000 元定金，成为郑州东建材的原始商

户，在路口开了一家加工切割花岗岩石
材出售的小店。隔壁是卖实木地板的，
顾客络绎不绝，车辆常常挡住他的店门，
他一打听地板产自成都，便也奔成都去
找门路。寻到一家作坊似的地板品牌总
部，人家问他：你想不想做复合木地板生
意？他带回巴掌大一块 8 毫米厚的第一
代样品，从此生意一做就是 17 年。

胼手胝足的 17年，跌宕沉浮的 17年！
做生意的才能，老吕是不缺的。他

腾出半边店面，在东建材第一个卖起了
复合木地板，自编广告页广为宣传，很快
打开了市场。到 2003 年非典时期，纳米
抗菌产品畅销，他以 18000 平方米佳绩成
为河南区域的销售状元，获得总部 5000
元奖励。

做 生 意 的 运 气 ，老 吕 却 差 了 一
些 。 利 益 竞 争 中 的 任 何 强 权 ，在 一 个
孤弱的生意人面前都是巨头，他显得如
此无力，培育的市场流失了，售后服务
的业务收走了，连经销商资格都差点被
强 行 取 消 ，经 请 律 师 打 官 司 才 达 成 和
解。店面上交后，他从东边市场撤退到
西边市场开店，但合同未到期那块地皮
就转做房地产了，只得又从西边市场辗
转到北边市场落脚。

惨淡经营之中，老吕渐渐认定，商海
无情，顾客有情，赐他衣食的客户才是生
意的指望。在他心里，每位客户都是一
位亲友，所以他才会在久违之后，一眼就
认出你，一下子就喊出你的名字！

“不求一时高回报，但求一生长回

报”，当年品牌总部的这个口号早已被抛
掷，却被一名经销商继承下来。老吕的生
意经，是做生意先做人，讲诚信，重友情，做
一家就让一家满意，与客户成为朋友……
为了赢得“回头客”，他自己尽量少赚一点，
打折之外，还对老客户实行免收安装费、不
用付定金、等完工再结款等优惠措施，并把
中断数年的售后服务重拾起来……

如此一来，本就属于大众产品的复
合木地板生意，还有多大油水呢？大学
毕业的儿子，觉得爸爸不会做生意，付出
与回报不成比例，没买房，没买车，一直
是欠、欠、欠。堂兄更数落老吕：“像你这
种人，太实在，生意做不大。无奸不商，
你一点也没个商人样儿！”

平凡、老实、念旧、痴情，把自己和一
个品牌绑定在一起，把自己与一群客户绑
定在一起，不懂得挪窝，不舍得离弃——
一点也没个商人样儿的老吕，失败了吗？

在一位律师家里，铺好的地板崩边
了，律师认为是安装质量问题，老吕赔偿
了 3000 多元。没想到，律师再买地板还
找老吕，并把姐姐、岳母、连襟都发展成
了老吕的客户；

在一位大学老师家里，工人安装踢
脚线钻墙眼时，沾沙的鞋底在红颜色的
地板上踩出白划痕，老师要求赔偿，否则
就不要地板了，老吕赔了 800 元。后来在
这位老师热心推荐下，老吕在新老校区

“滚雪球”，卖出 7000 多平方米地板；
地质医院一位客户，因为供暖改造要

拆地板，老吕觉得全部拆掉可惜，帮他设

法只补铺了 20 多平方米。这位客户十分
感激，接连三次把老吕介绍给亲戚朋友；

一位家电女老板买过老吕的地板，装
修新居时又到处找他，偶然通过邻居打听
到了，见面就笑道：“老吕，你钻哪老鼠洞里
去了？”她与老吕的买卖纪录已达8次……

如今，老吕的新店开进了郑东新区
一家中高档建材商场，崭新的复合木地
板样品，布满了整个店堂的墙壁和地面，
米黄、红褐、棕栗、灰白，在灯光下闪烁着
莹润的光斑。

开业并不乐观，新建商场人气还未起
来，顾客寥寥。店面每平方米月租 120元，
加上装修、产品样板已投入三四十万元，
如果撤出赔得太多，他只能选择坚守。

他告诉我，与他同时坚守的一些老
板们，分析社会大环境大气候，预估明年
下半年销售会有好转。他感叹：“这个时
代的人，通过网络、报纸、电视，谁也不能
不关心社会政治，尤其是生意人。”

米黄、红褐、棕栗、灰白的复合木地板
上，我们安然居住，云水一般的地板纹理
淹没了那张面孔，他生来眼帘有点下垂，
总习惯于微微地仰脸看人。我们不知道，
他还等在那里，有点焦虑，更多的是忍
耐。他等着我们出现，他的等待也许三年
五年、十年八年，也许是永远……④6

致敬，老兵 !

近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重要讲
话引起了文艺工作者的热烈响应。我相信，这个讲话对
我们的文艺创作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其影响之深之远之
大，将是不可估量的。

作为文艺家，一定要全面、系统、准确地理解习总书
记讲话的精神实质，把握它的内在逻辑性和切合当下实
际的针对性，使我们的文艺创作更健康地发展。比如，大
家讨论最多的一句话是：“文艺不能当市场的奴隶，不要
沾满了铜臭气。”相信很多艺术家对于市场与艺术的关
系，心里都有一个标准。但在有些人的语境里，对市场的
抵触情绪好像蛮大的，认为市场就是万恶之源、与市场靠
得近的作品都不是真正的艺术品。我觉得这种理解是偏
颇的，不利于文艺的大发展大繁荣。市场与艺术不是对
立的，也不是相互排斥的，或者可以更深刻地说，没有市
场就没有艺术的流传播迁。对市场的抵触情绪，来自于
我们过于封闭的文化不自觉，一切东西如果与商品、市
场、金钱挂起钩来，好像就是不洁之物。我们不能忘记中
国走上市场经济这条正确的道儿，摸索了很多年。正是
由于市场对资源的配置起关键性作用，才使我们从一个
一穷二白的国家，站在了经济总量世界第二的位置上。
我们更不要忘记习总书记接下来的那句话：“优秀的作
品，最好是既能在思想上、艺术上取得成功，又能在市场
上受到欢迎。”

拥抱市场和做市场的奴隶，是两种不同的世界观和
价值观。有论者言，《红楼梦》之所以千古不朽，正是因为
曹雪芹只盯着自己的内心而没有倾身于市场之故。这种
说法值得商榷，在第一回里，作者自述道：“编述一集，以
告天下人……何妨用假语村言，敷演出一段故事来，亦可
使闺阁昭传，复可悦世之目，破人愁闷，不亦宜乎?”

“闺阁昭传”也好，“悦世之目，破人愁闷”也罢，都是
面向市场的一个姿态。更何况，狷介如司马迁者，“究天
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固然精神可嘉，而“著
此书，藏之名山”更令人高山仰止，扼腕痛惜，但“传之其
人，通邑大都，则仆偿前辱之责”之诛心之语，谁说不是低
首下心于后之来者的一个苍凉的手势？

既然我们已经置身于市场经济，逃离这个现实就是
逃离社会，而离开社会，文艺创作便如无源之水，无本之
木。市场和文艺作品相生相克，互补互为，缺一不可。没
有艺术打底，“百花齐放”不过是一时之聒噪；而没有市场
的认可，“百家争鸣”也只能成为一锅坚硬的稀粥。

但是，市场的虹吸力量是不能低估的，它一泻千里而
又泥沙俱下。文艺工作者既要弄潮又要淘金，其种种焦
灼不安更甚于常人。在所谓世风日下人心不古的现实标
签之下，如何既保持知识分子的独立批判精神，又保持人
文工作者的入世情怀，是需要很好地拿捏和把握的。不
能沦为市场的奴隶，更不能媚俗，这是艺术家的道德底
线，也是艺术底线。坚持“二为”方向不等于越媚俗越
好。突破底线，粗鄙不堪，既有辱斯文也玷污了民智，殊
不可为。怎样在艺术和市场中间找到真正的平衡点？习
总书记经常教导我们，要善于吸收中国的传统文化。“中
庸之道”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也是文艺工作者的精神
之轴，其“中庸者，不偏不倚、无过不及。而平常之理，乃
天命所当然，精微之极致也”应该是我们把握艺术作品品
味的一个价值标杆。从文化的本质属性来说，作为一个
文艺工作者，要深刻认识艺术家的道德和责任担当。文
化之职在于化人，艺术之职在于养心。化人不唯化钱，养
心不止养眼，但也不能拒绝化钱和养眼，这是艺术的辩证
法和方法论。

所以，真正有艺术价值的文艺作品，是不怕被市场挑
剔的，“欲勇者，贾余余勇可也！”两千多年前，高固的这句
军中之语，完全可以用来概括艺术家的思想内涵，用饱满
的艺术旨趣、丰富的生活资源，熔炼出经得起市场检验的
好作品，岂止余勇可贾？而且，有了这样的胆气和修为，
才是对讲话精神最好的贯彻落实。④6

熔炼经得起
检验的好作品

世态

父亲今年 86岁了，身板依然硬朗，只是因为当
年参加抗美援朝时右腿负伤，行动有些不便。

上个世纪 40年代初，由于战乱并旱蝗灾害，当
时10多岁的父亲随爷爷扒火车逃荒到了西安，饱尝
苦难，后辗转到了北平。1948年,在平津战役前夕，
他加入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第40军119师357团。

作为一名革命军人，从平津战役、渡江战役、湘
赣战役、衡宝战役、广西战役、解放海南岛到抗美援
朝……父亲参加了大大小小一百多次战斗。1950
年 5月，在刚刚解放的雷州半岛上，作为首批登岛部
队中的一员，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50 年 10 月 19 日，父亲所在的 40 军作为中
国人民志愿军第一批入朝部队由辽宁丹东跨过
鸭绿江 , 10 月 25 日，40 军打响了中国人民志愿
军入朝后的第一仗，拉开了抗美援朝战争的序
幕。首战告捷，打出了国威军威。父亲跟随所在
的部队参加了从第一次战役到第五次战役的大
多数战斗，之后，父亲被调到新组建的防空兵高
射机枪部队任班长。1952 年底在和美国空军的
一次战斗中，父亲的右腿受伤，在战地医院做了
简单救治，后又辗转回到国内，在黑龙江省庆安
县的陆军医院先后进行了七次手术，虽然关节处
仍残留着弹片，但右腿最终得以保全，只是无法
再上战场了。

1953 年秋复员回乡后，父亲仍完整地保留了
一名老兵的本色，刚直自律而又敦厚淳朴。父亲
辞谢了民政部门为他在县里安排的工作，主动回
乡下当了农民，终日在田间辛劳耕作的同时，间或
担任我们村上学校的军代表、校外辅导员以及生
产队干部等。

从小，父亲对我们要求严格。如果和其他孩
子发生了纠纷，父亲绝对首先严厉地训责我们，有
时甚至是不问青红皂白，而对其他的孩子一定是
宽容而又客气的。参加生产队的劳动时，作为生
产队干部的父亲对我们更是严格要求，加之他刚
正暴烈的脾气，有时甚至苛刻得不近人情。很多
时候，往往是我们几个孩子上工早，收工晚，而工
分却又记得比别的孩子少；夏天在地里捡麦子，偶
尔给孩子们发仁丹什么的，总是最后发给我们，如
果不够一人一包的话，那么我们一定是分不着
的。对此，我们还不能有任何怨言。所以从小我
们对父亲着实敬畏得很，离得老远，我们就能感受
到父亲身上令人生畏的气息，生怕自己的言行有
什么不妥，会被父亲责骂。

严厉之外，父亲又从心底关心爱护我们，他内
心的情感相当丰富细腻。无论见我们几个孩子谁
考出了好成绩，父亲的脸上都会呈现出发自内心
的喜悦表情。每每这个时候，我们似乎拥有具备
了向父亲索要点什么的资格，而父亲也总不忘记
在去镇上办事的时候，从并不宽裕的抚恤金中挤
出一点来给我们买笔记本、连环画或者别的什么，
而这些对那时的我们来说，实在是非常大的惊
喜。我还记得，在我们弟兄几个上育红班（那时农
村的幼儿园）时，父亲利用家中做木工活的边角料
精心给我们制作了各式各样的刀枪剑戟，小伙伴
们争抢着帮我们把这些物件扛到学校去，一到学
校我们便开演“三国”“西游”等大戏。在那个精神
生活相对贫乏的年代，这些带给了我们无尽的欢
乐！更让我念念不忘的是，父亲还应我们的要求，
先后和我们一起养过两群羊，养过三年兔子，养过
三五只家狗，养过六七窝鸽子。深秋时节，父亲、
哥哥和我带着家里的那只黄狗到田野去放羊的情
景，在我的记忆深处温暖而欢跃。那时，顽皮的我
常常在草地上喊叫疯跑翻跟斗打滚，尽兴释放自
己，哥哥在一旁拔草或读书，父亲则在远处悠然地
抽着旱烟斗。多年以后我偶尔给自己的儿子描述
这幅田园美景时，竟也引得儿子无限神往……

事实上，时刻在感召和影响我们的是父亲一
直保持着的职业军人风范，是父亲身上的家国情
怀和赤子精神。如今，进入耄耋之年的父亲每天
读书看报，始终关心国际国内大事，关注惩治腐
败，关注社会的公平正义，关注南海问题、钓鱼岛
问题等。一谈到事关国家的发展安全问题，父亲
依然特别激动，会一下子从轮椅上击掌而起！父
亲这代人，内心深处对党，对祖国，有着无比坚贞
赤诚的信念和情感。

致敬，老兵！致敬，亲爱的父亲!④6

邓州行
□高金光

访问渠首
突然就被震撼了
渠首 南水北调源头

一条渠 一座桥
桥骑在渠上
我站在桥上
对高度高度眩晕
似峡谷一样深
如战壕一样长
像河流一样宽
引丹水济京津
就得准备这样的气势
大张旗鼓 浩浩荡荡

丹江就要从这里
转身 启程 出发
搬运清澈碧蓝
天光云影 鸟飞鱼跃
去诗意广大的北方

长渠向北 人民的深情向北
穿岗越岭
我站在桥上 心随波涌

在湍河渡槽看南水北调
在邓州，成语中的
逢山开路、遇水架桥
分明成了
逢山开渠、遇水架槽

湍河渡槽
高大 魁梧
结实得像邓州人
谁发明的杰作
"U"形的完美结构
混凝土的艺术创造
在九月的晴空下
呈现世界最大的风采

三闸开启
三槽并流
我看见丹江水
从湍河之上湍急地流过
欢快地流过
左侧壮丽
右侧壮观
中间壮阔

南水北调中线
湍河既然是第一个
必须跨越的关口
也必须成为第一个奇观
第一道风景
第一座新地标

现在，湍河东去
丹水北上
立体的水流
俨然是立体的画卷
让每一个邓州人自豪

流吧，尽情地流吧
向着京津
向着北方
只要湍河不再是阻碍
前方所有的山川
都会是坦途④6

向北，向北
奔流的生命

□孔祥敬

奔流，奔流 奔流吧
这些激情的浪花
汇集在一起
卷起生命的旋律
向北，向北
奔向三千里渴望的北方

向北，向北奔流的生命
蓝天 白云 太阳鸟
跟随着起伏的绿色徜徉
星星 银河 月亮船
伴随着弯曲的流水欢唱
欢唱吧 欢唱吧
北方那一条条干涸了多年的河床
欢唱吧 欢唱吧
北方那一个个大地的歌手
快从草丛中站起来
振翅高歌吧
唱出你们的芬芳
北方那一只只天空的歌手
快从森林里飞出来
舒展歌喉吧
唱出你们的梦想

向北，向北奔流的生命
清清亮亮
浩浩荡荡
北方的原野
呼吸着南方之水的灵气
牵牛 苜蓿 蒲公英会开得更加漂亮
北方的城市
沐浴着南方之水的秀气
楼宇桥梁灯盏会变得更加鲜亮
北方的乡村
环绕着南方之水的神韵
红杉青松白杨会长得更加昂扬

向北，向北奔流的生命
纯纯正正
爽爽朗朗
每一滴水中的汉语
每一碗水中的楚辞

每一池水中的汉风
每一湖水中的楚韵
盛满了汉江弄湖儿的性情
盛满了丹江拉纤人的器量

向北，向北奔流的生命
以光影、色彩、线条的灵感
请北方的诗人
用这奔流的光影去行吟
唱出南水北调嘹亮的华章
请北方的画家
用这奔流的彩练去调色
画出南水北调壮美的长廊
请北方的书家
用这奔流的线条去泼墨
书法南水北调的风流气象

奔流 奔流 奔流吧
这些激情的浪花
从陶岔出发
披星戴月
远离故乡
穿越伏牛
穿越黄河
穿越太行
奔流入冀
奔流入津
奔流入京
奔流到生命最渴望的地方……④6

水调歌头
□李学洲

北地人太渴，
向南借水喝。
穿山越岭平险，
千里开大河。
立起巍巍石壁，
截断滔滔丹江，
碧湖扬洪波。
侠义邓州人，
渠首奏凯歌。
赴危难，
献良田，
造房舍。
广纳移民兄弟，
天下为忧乐。
侠肝义胆热肠，
龙马精神担当，
一心为华国。
农民好兄弟，
胸怀天地阔。④6

核心价值观、中国精神、人民性、正能量、接地

气，这是我们从习大大在文艺工作座谈会的讲话中

获取的关键词。

今后如何做？“中原风”从上一期开始，专门开

辟“笔谈”栏目，邀请我省文艺领域名家从不同角度

畅所欲言。谈得怎样？在理不在理？有没有启

发？全由读者您评判。

一个专栏乘风而来，另一个专栏要暂时说再见。

从九月下旬开始刊登《鸭腿饭》到本期的《生意

人老吕》，“王钢微报告·凡人小像”专栏连着七期与

读者见面，赢得不少关注和好评，网络上也有相当

的转发量，更有知名媒体向我打听作家王钢的联系

方式，希望向她约稿。

老实说，最初看到这组作品，我是惊讶的，我眼

中的王钢老师的文字，一向是宏阔华美的，是神采

飞扬的，甚至是石破天惊的，这一次，她却朴实到了

极致，她把自己放得很低很低，她甚至忘却了自我，

眼里只有写作对象。

她在给我的邮件里这样写着：这 7 位凡人，都

是从未上过媒体的新面孔，我两眼一抹黑地从尘埃

里把他们扒了出来，对于一直写重大典型的我来

说，挺不容易。但也是一场净化心灵的洗礼，他们

允许我走进他们因贫寒而脆弱、却又无比自尊的内

心，我很感恩。

我想，对读者而言，读这些作品，也是经历一次

又一次净化心灵的洗礼，我们也对王钢老师的付出

心怀感恩。④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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