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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继兴

那天正下暴雨，儿媳忽然从云南打电
话来：“爸，曈曈的头在幼儿园被砸破流血
了，你和妈妈快去看看，把他接回家吧！”

“严重不?”我非常震惊而不安！
“老师说，不大要紧，已做了包扎。你

和妈快去看看吧！”她出差在外，闻此一定
万分揪心，却又无奈。我可以明显觉察：
她怕我们慌里慌张，只好故作平静。越是
这样，我越是焦心！于是，我和老伴立即
携伞，下楼，打的，急匆匆往幼儿园赶！

曈曈刚刚三周岁多一点，在幼儿园上
小班。平时，由他姥姥和姥爷在深圳帮助
照看，这段时间姥姥姥爷有事去了上海，
我和老伴专程从郑州赶去接班。平日和
孙子虽见面较少，却时常有视频交流，也
并不显陌生，一见面他总是亲切地呼喊：

“爷爷！奶奶！”让我们心里甜滋滋的！
我们到达的次日，他妈妈便出差到云

南去了。早上由他爸爸开车把他送到幼
儿园里，并承诺下午仍然由他去接。不料
他下午开会，不能正常下班，电话通知我
们去接。当我们准时出现在“小二班”教
室门口的时候，曈曈不是惊喜地呼喊“爷
爷！奶奶！”而是瞥到我们，蓦地刹那惊
讶，顿时委屈满脸，瞬间泪水泉涌，一头扑
在老师怀里抽泣起来，这让我们倍感意
外！莫名甚久，他的潘老师才给我们解释
说：“早上，他爸答应下午来接他的，结果
来的不是爸爸，而是爷爷奶奶，所以很感

委屈。”我们给他解释半天也不行。最后，
拨通了手机，让他爸爸直接给他解释，他
听了哭着道：“爸爸说话不算数！”直到爸
爸给他道了歉，认了错，他才停止抽泣，踟
蹰片刻，颇显勉强地跟着我们走了。

我扯着他的手走出幼儿园，低头看了
一眼他满脸的泪痕，心头不觉一震！我沉
思:“说话算数”一定是幼儿园老师播在他
心田里的品格种子，而且已经开始扎根发
芽。也许，他还不大懂得“说话算数”里蕴
有诚实、践诺、不说谎、不骗人等等更多更
丰富的内涵，但是，对于一个三岁多的孩
子来说，记住“说话算数”也就够了！我敢
说所有的成年人都知道这四个字，但未必
人人都能像孩子这样顶真。这，正是孩子
的可爱之处！

昨天，曈曈的爸爸奉命出差福建，不
想今天就又出了砸头的意外。

我们赶到教室的时候，见小朋友们都
在烂漫地玩耍，只有曈曈偎坐在潘老师身
边，静静地在听老师的教诲。见到我们，
老师微笑着立即拉他起来，将他送到我们
身边，非常抱歉地向我们说明，是别的小
朋友垒的积木倒了，将他的头砸伤的，已
在卫生室做了包扎，不太要紧。不过，三
天内不要洗澡，防止感染。

曈曈一直不曾言语。待我们上了出
租车，开始往家里返的时候，他虽然微蹙
眉宇，轻作咬牙状，依旧不予作声。我细
细观察他面部那颇显复杂的表情，看着
他头部渗有血迹的纱布，料想他一定在

暗暗地忍着，遂问：“曈曈，伤口疼吗？”不
料他道：“爷爷，他不是故意的！”显然，他
不仅已完全宽容了误伤他的那位小朋
友，而且担心我们再去责怪那位小朋
友。于是，便将这一准备好的答词咬在
嘴边脱口而出。

本来我想尽力安慰他，不料他却在尽
力安慰我。说真的，我的心灵当时产生了
十分强烈地震撼！顿时，历代诸多圣贤关
于宽容、原谅、忍让、豁达、心慈、善良……
的论述，被他的一句“他不是故意的”给诠
释得明明白白！当然，一个三岁多的孩
子，不可能产生那么复杂的思考，肯定是
老师的亲切安抚和解说产生的效应！不
过，孩子能够浅显地理解，能够愉快地接
受，也许对他的一生都会产生作用！

据说，1988年，75名诺贝尔获得者聚
集一堂接受记者的访问。记者问：“您在
哪所大学、哪个实验室学到了您认为最重
要的东西？”一位白发苍苍的学者沉思片
刻回答道：“在幼儿园。我在幼儿园里学
到了一生中最重要的东西：把自己的东西
分一半给小伙伴，不是自己的东西不拿；
东西要放整齐；吃饭要洗手；做错了事情
要表示歉意；学习要多思考；要仔细观察
大自然……”立即引发出了大家强烈共鸣
的热烈掌声！

“童言”难忘。每每忆起那段经历和
这段故事，我都想站在中原大地，遥遥面
向位居南国的深圳，为那所幼儿园的老
师，深深鞠躬表示我深深的敬意……3

□刘庆邦

我的老家河南沈丘县，于隋开皇三年（公
元 583年）建县，到 2017年，已有 1434年历
史。县城原来在南边的老城，1950年北迁至
槐店镇。在我的印象里，位于槐店的县城没
什么好玩的地方，除了南面有一条终年流淌
的沙河，河边泊着几条载货的木船，别的就想
不起什么了。到煤矿当工人之后，有一年秋
天趁回老家探亲的机会，去县城北郊的帆布
厂看望我的一位初中女同学。女同学是我的
初恋对象，铭心刻骨的恋情曾把我害得好苦
好苦。和女同学见面后，天色已晚，我们不知
道往哪里去，就在一条河的河堤上来回走。
那条河是沙河的一条支流，下大雨时，县城的
积水可以通过支流往沙河里排。而不下雨
时，支流的河床是干涸的，看去很深的河底都
是一些沙子。没见女同学之前，我激情鼓荡，
预设的动作是把女同学拥抱一下，最起码要
握一握她的手。也许是出于对爱的敬畏，也
许是对某种期许准备得太过充分，事到临头
反而手足无措。我们在河堤上来来回回走了
三趟，先是我送她回帆布厂，再是她送我回旅
馆，三是我又送她回帆布厂，直到月明星稀，
我预设的动作一点儿都没能出台，以致造成
终生遗憾。

后来我想，那时县城里倘若有一座公园，
我和女同学到公园的僻静处停一下，或坐一
会儿，有接触的机会，事情的结果也许会大不
一样。不一样到什么程度呢？或许会直接影
响到我的婚姻走向，使我们的初恋得以落实，
并结出硕果。凤凰台上凤凰游，看来环境对
人生的作用不可小觑。

过了一年又一年，直到 2012年，开天辟
地第一回，我们沈丘县才有了第一座公园。
这个开创性的佳话说来稍稍有点话长，请允
许我慢慢道来。

不记得是哪一年，高速公路修到了沈
丘。人们来到沈丘，对沈丘的第一印象不是
很好。当年修高速路时，为了抬高路基，筑路
工人只能就近取土，在高速路里侧不远处挖
坑，把一大片土地挖得坑坑洼洼，连下面的沙
礓都挖了出来。高速路是修好了，双向四车
道上的各种车辆川流不息，而建高速路形成
的废弃荒地却留下了。一年两年过去了，三
年四年过去了，荒地里长满了杂草、灌木棵子
和荆棘，坑洼里的积水变稠，变黄，成了蚊子
孳生的温床。更有甚者，有人把荒地变成了
倾倒垃圾的地方，有风吹过，塑料袋一类的白
色垃圾飘上了天空，很是难看。加上荒芜之
地就在高速路出口的左侧，去沈丘的人们一
眼就看到了，人家评价往往是：噢，这就是沈
丘，环境质量不怎么样啊！

事情的转机，来自房墉从北京回乡创业
之时。他出生的村子房营，和我的村子刘楼，
两村的直线距离不超过三公里。作为成功的
企业家，他回乡投资的第一个项目，就是在那
片有碍观瞻的荒芜之地为家乡人民建一座公
园。他们把废弃的坑塘深挖，扩大，建成一座
湖。湖中央留出一块，作为湖心岛。把挖出
的沙土堆成一座山，在山顶建了凉亭。在山
与湖心岛之间建起一座古色古香的三孔拱
桥，湖岸边还建了长廊。如此一来，园内有山
有水，山顶有可以远眺的亭台，山下有通水之
桥，岸边还有听雨的长廊，一座可以与江南园
林媲美的公园便赫然呈现在人们面前。

这个公园是一座有主题的、升华性的公
园。它以传承和弘扬槐文化为主题，公园的
名字叫中华槐园。为什么选择槐文化作为公

园的主题呢？因为槐文化在我国源远流长，
周代既有“三槐九棘”之制，以“三槐”而代“三
公”。从山西洪洞大槐树下移民的传说，更增
添了人们以槐寻祖的情结。槐树因此有了一
个至高至尊的称谓，那就是国槐。加之沈丘
的县城就在槐店，以中华槐园为公园命名是
水到渠成。

既然以槐园为公园命名，园子里的树木
当然是以槐树居多。据统计，园内的各类槐
树有65种，2万多棵。从挂在每棵树的标牌
上看，有金枝国槐、五叶槐、龙爪槐、毛刺槐、
香槐、白花槐、红花槐、紫花槐、黄金槐、洋槐，
等等。让人感到震撼并肃然起敬的是，入园
即可见两棵大槐树挺立在东西两侧，两棵被
称为“槐王”的槐树树龄都在1500年以上，可
谓阅尽人间沧桑。正对园门口的是一棵名叫
五福迎宾的槐树，它五干同根，好像兄弟五
人，正恭立欢迎游客的到来。在槐文化的笼
罩下，槐园的多个景点都是以槐冠名，山叫槐
仙山，湖为槐香湖，亭名观槐亭，桥称三槐桥。

节假日期间，槐园内游人如织，笑语欢
歌，很是热闹。2013年清明节前夕，我趁回
老家的机会，应邀到中华槐园看了一番。时
值春暖花开之际，湖边垂柳依依，红桃照水，
人们或结伴登山，或带着孩子划船，或坐在槐
树下写生，或在花卉前合影，一派“清明上河”
的喜人景象。

中华槐园的建设者们不限于挖掘、整理
和弘扬中华民族的槐文化，在县委、县政府的
大力支持下，在建设槐园的同时，他们向其他
优秀民族文化拓展，还为沈丘的历史文化名
人、《千字文》的作者周兴嗣建立了高大的花
岗岩雕像，在槐园内开辟了《千字文》文化广
场，在公园东侧建了以开展多种文化活动为
主要功能的三槐堂。在《千字文》文化广场
上，《千字文》以魏碑体镏金大字形式，被全文
镶嵌在一面像打开的书本一样的墙壁上。

在三槐堂和沈丘县文联联合组织开展的
诸多文化活动中，我也有幸忝列其中，参加了
一些文学方面的活动。四年来，我已先后赠
送了包括《平原上的歌谣》《遍地月光》《黑白
男女》在内的三部长篇小说、四部中短篇小说
集和一本散文集。赠书活动还会继续下去。
我把我的一部分藏书运回去，在三槐堂建了
一个图书馆。在图书馆里，我还为周口作家
协会举办的文学创作笔会做过讲座。

回顾中华槐园的创建过程，我难免心生
感慨。在中华大地上，不管是黄鹤楼，还是滕
王阁；不管是嵩阳书院，还是白鹿书院，都是
平地起楼，从无到有。而一旦落成，便成为文
化，成为历史。我想中华槐园也是如此，它至
少可以载入沈丘的史册。据《沈丘县志》记
载，沈丘在春秋时代因“其地不利，而名甚
恶”，曾被称为寝丘。民谣对沈丘的评价是：

“一湖一凹又一坡，庄稼没有野草多，三天不
雨禾苗干，一场大雨变成河。”沈丘的改天换
地发生在当今这个中华民族发展史上前所未
有的时代。而中华槐园的应运而生，谁能说
不是沈丘发展变化的一个缩影呢！

话说了这么多，让我再回到文章的开
头。当年我和女同学处于谈恋爱的青春年
华，却苦于找不到一个可以谈恋爱的公园。
如今公园有了，我的青春已逝，早过了谈情说
爱的年龄。我听说了，我的那位女同学并没
有远走，还在沈丘本土。但自从那次和女同
学分别之后，四十多年过去了，我再也没有和
她联系过。初恋的情感总是纯洁的，美好的，
也是精神性的，超越性的，甚至是抽象性的，
就让那段美好的情感永远美好下去吧！3

□赵跟喜

窗外，玉兰开了，风有些轻，吹着花
朵。“鸽子树”，我说。

你从瓦影里转过头，望向窗外，一束
光随之飞来，我看见你的侧影。很熟悉
的影子，是从前吗？曾经有过吗？

在你扭头的瞬间，我看见一条铺满
青苔的小路，刚刚下过小雨，青石的路面
有些水泊，从水泊里可以看见蓝天上的
云团，风吹过来，有些清香和细碎的响。
鸽子树！看，那群白色的鸽子。

坐在青瓦的窗后，白色的光束使我
们轮廓分明，它使我们定格在鸽子的花
影里。没有听见你们说些什么，我有些
神思迷离，听见水响，我们走近河边。多
么清澈，水在春天的石头上跳跃，溅起白
色的浪花，鸽子！

水有些凉，我们把脚伸进水里，水涌
过来，在我们的脚面上漫延，渐渐淹没脚

踝。是昨天吗？去年吗？前世吗？就这
样，就是这条小河，我们坐在青草铺地的
河边，听见柳枝上的鸟啼，看白云一朵一
朵顺水飘远。一群小鱼游过来，透明的
小鱼，能看见它们银色的肋骨。

鱼儿开始叨我们的脚趾了，我们会
心一笑。它们开始围着脚趾游弋，转身
的时候，会看见白光一闪一闪。

小路的石缝里有些小草，像海藻一
样蔓延在石面上，年轻，嫩，叶尖上有白
色的绒毛，蚁是新生的，它们在草叶下筑
巢，搬运米样大小的土粒，我们停下脚
步。鸽子回来了，翅音消失在离我们不
远的地方，它们开始咕咕叫，不远的地方
是一株玉兰，鸽子是白色的，玉兰花有些
潮红，我们站在它们面前，站在春风中。

“时间蜇伤你的时候，会疼吗？”
“不。不会”
光束顺着白色的管道缓缓流入我的

血管，一滴，一滴。我听见遥远的呼吸，

煤油灯下的，迷蒙春夜的，檐滴秋雨的，
瓦屋的气息，牛在窗外嚼着草，停下来的
时候，有虫鸣钻进来。

一个女人坐在我的身边，斜襟的棉
袄，我清楚地看见针脚的路线。一只手
落在我的额头上，感觉瞬间回到婴孩，听
见了自己的啼哭。母亲叫着我的名字从
院子里跑回来，我听见母亲小脚咚咚敲
击地面的声音。我看见了母亲，这个世
界上给了我生命，给了我永远温暖的
人。我停止了啼哭。

她坐在我的身边。
不管什么时候，这个世界上发生了

什么，只要回到母亲身边，我的心就没有
惊恐，不安。

我们坐在时间的点上，你说。活着
多么美好！

是啊，每个早上，我们睁开眼睛，能
看见那束光如期而至，一朵小花开在几
上，你可以对这个世界微笑。

现在，你转身，你看见玉兰花在风中
展动翅膀。你再转身，你坐在一个人身
边，你刚刚认识他不久，不，你感觉认识他
很久很久了。陌生，熟悉，像一张脸的两
个侧面，一面在光束里，一面在光影里。

我们在田野里奔跑，脚下是开着黄
花的蒲公英，天上是雨丝和云朵。我们
唱着童谣，那时候，我们很小，就像雨滴，
像风中飞翔的蒲公英的种子。

你有领地吗？
有。一座城堡。
我将告诉你，你沿着那条青苔的小

路走，经过鸽子树，你将走进梦园，你将
闻见有些潮湿和霉的气息。

那是我的城堡！
现在，让我们的目光穿过青瓦的缝隙，

你看，墙上那束光，它像一团灵魂，静静地
蹲在墙上。它看见了刚刚发生的一切。

已是薄暮，我们被渐渐涌来的影子
笼罩。

如故。3

问心自道

情系中华槐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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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张强网
保障园区可靠供电

“大周产业集聚区之所以能够成
为全省特色产业集聚区的一个焦点，
一直都离不开供电企业的帮助。”3月
10日，长葛市大周产业集聚区管委会
主任张建周对记者说，早在2013年，
该市供电公司就专门给该产业集聚区
建设了110千伏青汇变电站，并在去
年进行了增容改造，“充足的电力供应
让园区入驻企业用电无忧，不仅如此，
园区只要有新项目上马，跑得最快、服
务最周到的永远都是供电部门。”

据了解，长葛市大周产业集聚
区距离新郑国际机场 15公里，毗邻
郑州航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位于
郑许一体化枢纽中心，以废旧金属
的回收、加工、销售为主导产业，形
成了再生铝、再生铜、再生不锈钢三
大产业基地。针对再生金属循环利
用这个朝阳产业，长葛市提出了建

设“许昌·长葛中德再生金属生态
城”的战略构想，规划面积 29 平方
公里，将建成“三季有花、四季常青”

“林中有厂、厂在林中”的中德风情
小镇，有望率先成为全省产业集聚
区建设的典范。

产业发展，电力先行。根据大周
产业集聚区发展规划，电力部门超前
行动，今年将在园区内开工建设1座
220千伏洗砚池变电站，“十三五”期
间还规划建设1座110千伏辘轳湾变
电站，充分满足产业集聚区企业用电
需求。

充足可靠的电能，是入驻产业
集聚区的企业开足马力生产的必
备条件。本着“产业集聚区建到哪
里，供电线路就延伸到哪里；用户
落 到 哪 里 ，用 电 服 务 就 跟 进 到 哪
里”的原则，省电力公司高度重视
产业集聚区电力保障工作，紧紧围
绕全省经济社会发展和产业集聚
区建设大局，及时了解园区内用电
需求，科学开展负荷分析预测，提
前做好产业集聚区电网规划，统筹
编制、滚动修编，及时推进电网建
设，做好产业集聚区能源先行官。

一个承诺
保障项目顺利投产

2016年 7月，洛阳供电公司接到
了洛阳鹏起实业有限公司的用电报
装申请。该公司落户于洛龙区科技
园区，总投资 11.2 亿元，是一家专业
从事新材料和高新技术装备研发、铸
造、精加工为一体的高新技术企业，
也是洛阳市和河南省重点建设军工
单位。接到报装申请后，洛阳供电公
司迅速行动，仅用3天时间就完成了
业扩报装方案制订工作，而在以往至
少需要一周时间。

“因为我们采用了业扩报装辅助
系统。”洛阳供电公司大客户服务室
客户经理张明宇说，“以往，我们需要
协同发策、基建、运维、调度等多个部
门的工作人员，反复到现场勘察，摸
排项目地址周边的电源情况、线路走
径和电缆、线路通道等。而如今借助
业扩报装辅助系统，我们在了解到鹏
起实业用电报装申请的容量与企业

地址后，只需要将相关信息录入该系
统，根据系统内的配电GIS地图，就能
清晰掌握周边电源情况，再针对一些
细节部分进行实地勘察与走访，便能
够快速制订出科学合理的客户用电
方案。”

张明宇所说的业扩报装辅助系
统，是 2016 年省电力公司基于营配
调贯通实施的业扩报装全流程线上
办理系统，对外实现高低压新装、增
容业务通过网上报装，对内实现业扩
报装各协同环节由线下传递转为线
上流转，打通发展、财务、运检、营销、
调控等专业信息化系统壁垒，深化跨
专业流程融合和信息共享，为“一口
对外”服务打下坚实基础，有效提升
了服务质效。

去年以来，省电力公司系统坚持
“业扩报装不受限”理念，践行让每一
家产业集聚区入驻企业用上电、用好
电的承诺，对供电负荷紧张地区新报
装企业用电，采取“先接入后改造”举
措，让产业集聚区内企业顺利接电投
产。据统计，全省高压客户平均接电
时间同比缩短33%，业扩限报消除率
达91%，业扩报装提质提速成效显著。

一口对外
保障企业舒心用电

“按照计划，今天要到隆丰皮草进
行新建台区验收，请调度、运维、建
设、营销专业安排专人于8:30到公司
大院集合统一前往。”2月 20日 8时，
孟州市供电公司客户经理杨磊在微
信群中发布工作提醒。

焦作市隆丰皮草有限公司是孟州
市产业集聚区入驻企业，也是全球最
大的羊裘皮鞣制企业，占地 1800 余
亩，产品线覆盖毛革两用靴、汽车饰品
类、家居用品类等几大门类数十种，先
后与澳大利亚UGG、西班牙革乐美等
高 端 品 牌 合 作 ，旗 下 拥 有 COZY
STEPS、澳美等子品牌。该公司把环
境保护放在企业发展首位，继污水处
理项目之后，今年又新建了污泥处理
项目，用电报装容量2500千伏安。

当天上午，杨磊协同其他工作人
员，一起到隆丰皮草公司对新报装的
2号变压器进行统一验收。在验收过

程中，杨磊还主动向车间工段长询问
用电情况：“您好，请问咱们在生产过
程中对用电的感受如何？您对我们
供电公司有什么意见或建议吗？”“没
啥意见，咱从来没操过用电的心，主
要电上没耽误过咱啥事。”工段长朴
实地笑笑，说道。第二天，隆丰皮草
污泥处理项目顺利接电投运。

孟州市产业集聚区连年名列“全
省十强产业集聚区”，在2016年全省
重点项目暨产业集聚区建设观摩点
评活动中获得豫北地区第一名。为
更好地服务孟州招商引资，服务该市
重点项目落地，服务企业发展，孟州
市供电公司推行大客户经理制，一口
对外、主动对接，确保“内转外不转”，
提升营销服务工作效率。

据省电力公司营销部营业处处
长田珂介绍，为服务好全省产业集聚
区建设发展，供电部门为各产业集聚
区新建项目专门建立了台账，简化用
电报装手续，加强各专业部门之间的
协同配合，选派专属客户经理，推行

“一口对外”服务，使产业集聚区入驻
企业用电业务办理简单快捷，日常用
电方便舒心。

“满格电”助力产业集聚腾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