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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庆邦

□刘庆邦

秋凉时我回老家为母亲“送寒衣”，返京时大姐给我带
了两样东西，一样是黄豆，一样是芝麻。黄豆和芝麻都是大
姐当年在自家田里种出来的，里面包含的是老家特有的地
气。大姐戴上花镜挑选出来的黄豆，闪着金色的光亮，一粒
饱似一粒。大姐把芝麻也收拾得很干净，没有一点儿尘土
和杂质。我没有任何推让，就把盛黄豆和芝麻的两个小袋
子装进了行李箱。母亲不在了，这是当大姐的对弟弟的心
意，我完全能够理解。大姐对我说，黄豆可以生豆芽儿，芝
麻做成芝麻盐最好吃。我说好。

回到北京的家，我没有犯懒，没有把黄豆和芝麻掏出来
随手往墙角一放了事，随即动手操作起来。制作芝麻盐的
办法，是先把适量的芝麻放进平底锅里炒，炒得芝麻噼里啪
啦乱响，小肚子都鼓起来，然后把炒熟的芝麻倒在案板上，
撒进一些细盐，用擀面杖来回擀碾。直到把芝麻碾碎，碾出
里面的麻油，并和盐融合在一起，芝麻盐就算做好了。用热
馒头蘸芝麻盐吃，或是把芝麻盐撒进面条碗里，那叫一个
香，那叫一个好吃！生豆芽儿稍稍费事一些，需要投入一定
的耐心，说生豆芽儿就是生耐心也可以。这个没问题，别的
我不敢说，耐心我还是有的。我用清水把黄豆洗了一遍，再
用清水把黄豆泡上。当半盆子黄豆泡得由黄到白，每一粒
都白白胖胖，我就把盆子里多余的水控出来，盖上一块干净
的湿纱布，豆芽儿的萌生就可以期待了。期待意味着希望，
有了希望不等于撒手不管，从此我就得把生豆芽儿的事放
在心上，每天一早一晚都要用清水把豆子冲一冲。清水里
是有营养的，也是有氧气的，我为豆子冲水，是为其补充养
和氧。每次给豆子冲水时，我都会观察一下，看看胖豆子动
静如何，开始冒芽儿没有。大约两三天之后，豆子的胚芽儿
就从豆子的身体里悄悄地生发出来。刚发出来的胚芽儿小
小的，细细的，似乎有那么一点羞怯。而胚芽一旦有所突

破，它生长起来就快了，可以说它每天都有新变化，每天都
能带给我欣喜。不能等豆芽儿长长了再吃，那样会吃不
及。豆芽儿一边生长，我们家一边吃。由于豆芽儿不断生
长，盆子里的豆芽儿好像不见减少似的。我们下进汤面条
里煮着吃，或是炒着吃，怎么做都好吃。北京的菜市场上也
有黄豆芽儿卖，但我见那些黄豆芽儿总是又粗又长，形态有
些夸张，让人一见起疑，怀疑那些豆芽儿是某种化学类的催
生素或助长精在起作用，才使豆芽儿变得如此异常。我宁
可不吃，也不愿到市场上买黄豆芽儿。只有我用老家的黄
豆和清水生出的豆芽儿，吃起来才有豆芽儿味儿，才有家乡
味儿，心里才踏实。

除了生豆芽儿，我还在两个花盆里种豆子。两个玉红
色的花盆，是我和妻子过年买水仙时一并买回家的。水仙
花的花期较短，只开一周左右就谢了。那么好看的花盆我
舍不得扔掉，就盛一些土，在花盆里种豆子。种豆子不像生
豆芽儿，生豆芽儿的目的是为了吃，而种豆子带有试验性，
是出于一种观赏的兴趣。把土细细整过，挑出里面的小石
子，均匀地埋入豆粒，浇上水，我想看看豆子能不能出苗。
花盆放在阳台上能照到阳光的地方，埋下豆种后，写作之
余，我每天都对着花盆观察。豆子既然在清水里都能发芽
儿，我相信它们在土里发芽儿发得会更旺，因为土壤才是豆
子真正向往的地方。花盆里还没有一点儿动静，隔着土层，
我就开始想象豆子在土壤里面的发展过程。在我的想象
里，豆子开始发胖了，开始伸懒腰了，豆子已经起床了，在伸
胳膊踢腿，马上就要破土而出。可爱的豆子没让我失望，它
的生发过程与我的想象几乎同步，当我估计豆瓣该出土时，
早上起来一看，好几个豆瓣果然拱了出来。用清水生出的
豆芽儿，其实是豆子的茎和根，因根无土可扎，豆瓣就不能
举起。把豆子种在花盆里就不一样了，有土壤作基础和依
托，根就可以往下扎，豆瓣就可以往上举。豆瓣一出土就分
成了两瓣，就是翠绿色。喜人的是，每个豆瓣上都顶着一点

新土，如新娘子头上戴的一朵花。我赶紧拿出手机，把这种
美好的情景照下来。此后的每天早上，当阳光照进阳台时，
我都会为嫩绿的豆苗照相。豆苗天天向上，每天都在成
长。照着照着，豆苗就展叶了，就蹿茎了，眼看着盈满了一
盆，两盆。我不指望豆子开花，更不指望豆子结果，两盆新
绿带给我的创造性乐趣，已经使我有了收获感，足以让我心
生愉悦。

意外的收获来自种第二茬豆子之前。第一茬老得发
黄的豆秧子拔去之后，我想让花盆里的土休息一下，积攒
一下能量。我没有在土里施任何肥料，只是往花盆里添了
一些新土，每天浇一些水，以保持土壤的湿润。我曾当过
农民，经验告诉我，土壤里有许多微生物，只有在土壤湿润
的情况下，那些微生物才会生存，繁殖。有微生物大家族
在土壤里又吃又拉，差不多等于给土壤添肥。地越干越
贫，越湿越肥，说的就是这个道理。浇过几次水，我发现一
个花盆里发出一个小芽儿。第二茬豆子还没种，这发的是
什么芽儿呢？第二天我仔细观察了一下，见逐渐展开的叶
片像是绿豆的叶子。好玩儿，花盆里什么时候跑进一粒绿
豆呢？绿豆也是豆，既然花盆里长出了一棵绿豆苗子，那
就尽它先长吧。大约过了十来天，绿豆的秧子拖长了，拖
到了花盆外面。绿豆的叶子也越生越多，秧子拖到哪里，
小小绿伞一样的叶片就撑到哪里，给阳台平添了一片绿
荫。在绿豆生长期间，我到外地出了几天差。临行前，我
特意叮嘱妻子，别忘了给绿豆浇水。妻子笑着问我：你是
想让它给你结绿豆吗？我说：它要是愿意结，我也不反
对。我出差回来的第二天早上，让人惊喜的一幕出现了，
花盆里竟开出了一朵牵牛花，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喇叭花。
牵牛花是一种野生的花，它常开在河畔，地头。牵牛花也
是一种喜高的花，灌木丛上，或庄稼棵子上，都有它们举着
喇叭吹奏的身影。我没有想到，牵牛花竟把花朵牵到我们
家里来了，这怎不叫人喜出望外！

花朵的颜色是深紫色，紫色自下而上，由深到浅，浅到
花朵的边缘处，就变成了白色，等于为花朵镶了一圈不规则
的白边。就着晨光仔细观看，我发现花面不管是紫色，还是
白色，上面都分布着一些细小的颗粒，看上去像是绒质。同
时花面上如有一层荧光，在熠熠生辉，真是美丽极了！我马
上把牵牛花拍成特写镜头，通过微信发给家人共享。

有心种豆豆不结，无心栽花花儿开，这是怎么回事呢？
我和妻子共同回忆了一下，想起我们往花盆里添的新土是从
密云的山林里取的腐殖土，土里散落的可能有牵牛花的种
子。种子遇到了水分，就开始生根，发芽儿，拖秧，开花儿。

花儿是美好的，生活也是美好的。我们热爱生活，享受
生活，同时还要创造生活。只有以积极的心态，不断创造生
活，我们的生活才会更丰富，更精彩。3

创造生活

花儿是美好的，生活也是美好的。我们热爱
生活，享受生活，同时还要创造生活。只有以积
极的心态，不断创造生活，我们的生活才会更丰
富，更精彩。”

问心自道 谒拜陈纳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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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鹏

我向他的墓碑敬献鲜花，深深鞠躬，敬了一个庄严的军
礼。

这次拜谒，我准备了50年；这个军礼，我练习了无数遍。
他就是美国已故中将陈纳德。
那是一个阳光洒金的黄昏，我和夫人辗转坐了20多个小

时的飞机，跨越了半个地球，专程来到位于美国维吉尼亚州的
阿灵顿国家公墓，谒拜心仪已久的陈将军。

静静的波托马克河，把阿灵顿公墓与华盛顿纪念碑、林肯
纪念堂东西相隔。一条宽敞的大道穿过阿灵顿大桥直抵公墓
大门。

在游客中心，一位服务小姐问我们来看望我们的什么人，
我用事先查阅的英文单词说“一位亲戚”。幸好我的夫人懂一
点英语和美国规矩，急忙向她解释：“不是亲戚，是一位朋友。”
服务小姐和蔼地笑了笑：“是亲戚，还是朋友？”夫人只好连声道
歉，言明是来谒拜克莱尔·李·陈纳德将军的。她补充说：“在我
先生心中，陈纳德将军不是亲戚胜似亲戚，不是朋友胜似朋
友。为了来看他，他整整等了半个世纪。想必您知道，陈纳德
是中国人民的恩人！”

这位姑娘更加热情：“哦，我很感动！我到这里服务不久，
你们是我遇到的又一拨儿这样的中国人！”

金秋中的阿灵顿国家公墓，巨树如盖，绿草遍地，沉浸在
夕阳的金辉里。要不是有军人在哨位为阵亡的将士肃立守
灵，这里真像一个色彩缤纷的公园。

放眼望去，鸽群翱翔，晚风摇树，人们在悠闲地享受晚霞
里的静谧、空气中的芬芳。

一望无际的白色墓碑成列成行，墓前不是国旗就是鲜花，
笔直的线条，宛若阅兵的方阵。我们从地图册上查到陈纳德
将军墓地的确切位置，快步走去。好像赶赴一个正式的约会，
生怕迟到了被主人责怪。

将到2区 872号，老远就看到他的墓碑。“陈纳德将军之
墓”的中文石碑面对着我们，格外醒目。

石碑敦厚朴实，在夕阳里静静伫立。碑文的另一面用英
文镌刻着他的生平。

端详公墓中这座唯一汉文石碑，瞻仰他那幅身着戎装、威
严逼人的经典照片，思绪翻飞。

他出生的时候 ，我的祖国正生灵涂炭；他逝世时候，我的
祖国已从废墟上站起，开始了大规模的国家建设。

中学时代，当我知道，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紧要关头，
是他组建“中国空军美国志愿航空队”即著名的“飞虎队”，不远
万里驰援中国战场，为中华民族的抗战屡建奇勋时，他的名字
便与白求恩、柯利华、斯诺、史沫特莱等国际友人紧紧地联系
在一起，成了我心中的英雄和偶像。

他的生平我甚至背得过来：陈纳德，原名克莱尔·李·谢诺
尔特（Claire Lee Chennault），1893年9月6日出生在美国
得克萨斯州的一个农场主家庭，1958年 7月 27日逝于华盛
顿。他祖籍法国，祖父是法国援美志愿者，早年赴美帮助华盛
顿的军队抗击英军，解放美国。

陈纳德中学毕业后进入克里佛航空学校攻读，从此与蓝
天结下情缘。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陈纳德进入印第安纳
州哈里逊堡的军官学校受训。后来，陈纳德驻防过长岛米契
尔机场、珍珠港、亚拉巴马州马克斯韦尔基地。

遗憾的是，这位军事奇才因脾气倔强，屡犯上司，在1937
年4月愤然退役。但他愈来愈关注中国的抗日战事，对这个遥
远国度抱有特别的友善和同情。就在这时，他的好友霍勃鲁
克从中国来信，问他是否愿意来华任职，支援中国的抗战事
业。他慨然应许，日夜兼程来到了中国。

随后，他担任中国空军高级顾问，整合组建“飞虎队”。
他人生的辉煌由此铸就。8年间，率领他的联队，他开拓

了著名的“驼峰航线”，使之成为国际援华物资的第二条生命
线。“飞虎队”以损失563架飞机、牺牲1500多人的代价，共击
落、摧毁日寇2608架飞机，击沉、击伤日寇223万吨商船和44
艘军舰，击毙日军官兵66700名。仅他个人就击落日机40多
架，为中国抗战胜利立下了汗马功劳。

当然，他也有挠心的事：陈纳德回国几天后，日本投降。他
对自己未能参与受降仪式耿耿于怀：“八年来我唯一的雄心就是
打败日本，我很希望亲眼看看日本人正式宣称他们的失败。”

他的许多趣闻轶事常常为人乐道。首先就是他和陈香梅
女士那段跨越种族、年龄、文化传统的浪漫爱情……

“中国老乡吧？来看陈将军啦？”
我的思绪被一个亲切的乡音打断。惊回首，一对中国母

女推着婴儿车，出现在我们身后的小路。她们说，每次来这
里，都要到2区看一眼陈将军。“咱中国人忘不了他的好啊！”

夕阳就要沉入阿灵顿山岗，闭园的时间快到了，我们朝大
门方向走去。

此刻，一群白色鸽子正从华盛顿纪念碑方向飘来，飞进太
阳，融入霞天。我忽发奇思：这鸽群，要是一直迎着太阳飞，飞
到地球的那一边，一定会与北京人民英雄纪念碑上空的和平
鸽群相遇相融……那将是何等美妙、何等壮丽的景象！

再见了，陈纳德将军！你以你的正直、善良、勇敢、担当，
注解了人生的价值和意义，诠释了大爱、公义、无私和无畏。
你以自己的壮行义举，站到了人类道义、良知的峰巅；你的慷
慨豪情，早已汇入了自由、平等、和平、和谐世界主旋律；你活
着，“坦然行路、不至碰脚”，你躺卧，“必不惧怕，睡得香甜”。3

□陈战东

老井很老，老到父亲都说不出它的年龄，只记得辘轳上
的木摇把变铁摇把、麻井绳变钢丝井绳。老井很新，新到没
了辘轳和压辘轳的磨盘，没了井口和井口下的风景，代之以
水泥盖子和水管电线，很难看出它还是一口井。老井在新老
交替中，完成了一次低调华丽的重生。

前些日子回老家，拧开院里的水龙头，清冽透亮的水流
便哗哗喷出，弄湿了鞋袜，我赶紧关掉，问一旁的父亲：“水咋
恁大？”“这是咱村井里的水，地势高，水量足，再也不会像以前
一样老是断水了。”父亲说完，露出一脸灿烂的笑容。我有些
疑惑，井水怎么会流到了自来水管里？老井在村子下面的深
沟里，怎么会地势高？父亲指着村子对面让我看，山头上果
然挺立着一座方形的水塔。原来，井水是通过一根水管先抽
到水塔里，然后再从水塔流到家家户户的自来水管里。全
村人现在吃的就是祖祖辈辈吃惯了的老井水。

我问这个工程花了多少钱？父亲说不知道。我问是谁出
的钱？父亲说不知道。我问是谁修的工程？父亲说不知道。
父亲唯一知道的是，有一天村里突然来了几个外地人，问村里
有没有井，村里人带路找到老井后，就再也没管过他们。他们
早来晚归，挖坑接管，搭线通电，没几个月，就修成了一座水塔。

“肯定是政府让修的，但哪一级政府就不知道了。”父亲
说完这句话，还是满脸的不敢相信。他以前是村里的小组
长，后来当了村主任，为村里大大小小的事情没少跑路、磨嘴
皮，可自从脱贫攻坚工作开始后，很多以前他争取都争取不
来的好事儿，现在不用争取都办成了。父亲又指了指远处让
我看，东边的山间是一条条丝带般盘绕的水泥路，连接了大
大小小的村子，村民们永远告别了坑洼泥泞的泥土路。西边
的山头上有一座据说是全市最大规模的养牛场，很多贫困户
都入了股，就了业，再也不用背井离乡到外面打工。还有很
多专业种植合作社，将山货变俏货，鼓了农民的腰包。这些
变化起初大家大多都不知情，总是先来一群工人，问路，丈量，
然后自搭帐篷，自己做饭，不让群众出一针一线就办成了农

民们祖祖辈辈梦寐以求的大好事儿。
“也不光咱村，前后几个吃水不方便的村子都建了水

塔。”父亲说。
我去了老井旁。井口已经被水泥封住，旁边竖了个电表

箱，上面的“安全用电”红得很艳。辘轳，压辘轳的磨盘，支辘轳
的木杈，或靠壁而立，或散落路旁，过气十足地盯着它们家里的
新主人。

小时候，老井是伙伴们玩耍的地方之一。把井绳放下
去，再把它一层层地卷起来，把打满水的水桶摇上来。有时
我们趴在井口数一数水面上的脑袋，看一看水面倒映的蓝
天，找一找坐井观天的青蛙。投一颗石子，听一听很久之后
才传来的一声响。如今，那些童年的乐趣都不在有了。

转身回家时，一段很陡的上坡路累得我大口喘气。我这
才想起，老井带给我的也不全是乐趣。当邻居家的孩子开始
从井里担回第一担水时，父亲也扔给我一副水担，两个同样大
的水桶，让我去井上担水。兴冲冲去，哭咧咧回。父亲瞅着桶
里已经被摇溅得不剩多少的水，皱起了眉头。母亲扒开我肩
膀上的衣服，看见了两个血印。慢慢地，肩膀上的血印变淡
了，担回来的两半桶水成了两满桶水，父亲终于对我露出了赞
许的微笑，而我还在喘着粗气，驱赶着两桶水和大上坡带给我
的苦累。我那时候就幻想着，有朝一日井里的水能自动流到
家里该多好啊。后来，水是流到了家里，不过不是老井水，而
是掏钱从很远的外村引来的水，水质水味和老井水地下天
上。不好也得用，那时候，费功夫把深沟下面的老井水引到村
里还是不敢想象的事情，根本负担不起。失去了用途的老井
从此就成了“孤家寡人”，这十多年来，一直被人们遗忘在那个
人烟不再的角落里。

回头再看一眼那根从井口水泥盖里钻出来的水管，银
白银白，沿着绝壁攀缘而上，消失在山头的茫茫云雾里。
我继续前行，水管就又出现在眼前，钻洞过沟，爬坡绕梁，
多像大山身体里的一根血管，连接了过去与现在，重续了
情感与血脉。

从此，老井水汩汩流淌，继续滋养它熟悉的乡亲们。3

老 井 时代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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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大会议结束后，登封市供电公司高度重视，精心部署，组织开展了形式
多样的学习、讨论活动。该公司要求，要把学习宣传贯彻十九大精神作为当前
首要政治任务，坚持学与思、学与用、知与行的高度统一，把十九大精神内化于
心、外化于行，切实抓好落实。同时，该公司还积极引导干部员工认清形势，提
高认识，主动作为，将焕发出来的学习热情转化为强烈的干事创业热情，以决战
决胜姿态完成各项既定任务，为明年各项工作开好篇、布好局。

（宋丹丹）

我公司接受委托，现定于2017年12月1日14:30在许昌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三楼开标三室（龙兴
路与竹林路交会处公共资源大厦）召开拍卖会，依法对河南许昌0九0一省粮食储备管理有限公司所有
的榆柳街分公司门面房及院内二层楼房和所占压土地使用权(具体范围以委托方提供的资产评估报告
明细表为准），进行公开拍卖。

符合许昌亚太产权交易中心有限公司于 2017 年 11 月 10 日在《河南日报》发布的《许
CQJY-2017016河南许昌0九0一省粮食储备管理有限公司国有资产转让公告》竞买条件的意向竞买
人，于2017年11月23日16时前，到许昌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一楼办理报名登记手续。

拍卖公司地址:新兴路东段路南
联系电话：0374-8308799 13937484196 李先生
公司网站：http://www.xcpmh.com 工商监督电话：0374-3178755

河南阳光国际拍卖有限公司 2017年11月22日

许CQJY-2017016河南许昌0九0一省粮食储备
管理有限公司国有资产拍卖公告

登封市供电公司掀起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热潮

受委托，河南中原产权交易有限公司
拟对鹤壁市众诚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下称

“标的企业”）75%国有股权进行转让。转
让底价为148万元人民币。

一、标的企业基本情况
鹤壁市众诚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4 年 12 月 22 日，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200万元，公司注册地址为鹤壁市淇滨区鹤
煤大道东段福源物业公司四楼，经营范围
为建筑劳务分包、劳务派遣。

二、标的企业的股东结构
河南富昌建设工程有限责任公司持有

标的企业75%股权。
自然人马建国持有标的企业22.5%股权。
自然人王海增持有标的企业2.5%股权。
三、转让行为的内部决策及批准情况
此次产权转让行为已由相关内部决议通

过，并经河南能源化工集团有限公司批准。
四、标的企业近期经审计的主要财务

指标数据

截至2017年 9月30日，经河南融通联
合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审计，标的企
业资产总额为2712299.63元，负债总额为
786962.76 元，所有者权益为 1925336.87
元，营业收入为 49416432.10 元，净利润
93286.11元。

标的企业2017年 10月财务报表显示
营业收入为 44475909.40 元，净利润为
60628.05元。

五、意向受让方应当具备的基本条件
1.意向受让方应为依照中国法律合法

设立并有效存续的中国境内企业法人，或
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

2.具有良好的财务状况、支付能力和商
业信用。

3.本次产权转让接受联合受让体报名。
4.国家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六、交易条件
1.意向受让方须在被确定为受让方之

日起3个工作日内与转让方签订《产权交易

合同》，并在《产权交易合同》生效后5个工
作日内一次性付清全部交易价款。若采取
分期付款方式支付交易价款的，受让方须
于《产权交易合同》生效后5个工作日内支
付不低于交易价款30%的首期款项，剩余
款项须于《产权交易合同》生效后6个月内
缴清，并提供合法有效的担保，同时按照同
期银行贷款利率支付延期付款期间利息。

2.本次成交价款中不包括买受人应向
其他部门缴纳的过户费、交易费、契税等各
种相关税费以及未知的各种费用。产权变
更过程中涉及的有关税费，除国家明确规
定由转让方承担外，其他均由受让方承担。

3.受让方承诺认真履行承继标的企业
的原有债权债务。

七、其他披露事项
1.标的企业其他现股东享有且不放弃

优先购买权。
2.在审计评估基准日至股权交割日之

间的经营损益，由标的企业股权受让方承

担和享有。
八、公告期限及转让方式
公告期限自公告刊登之日起20个工作

日，截止日期为2017年12月19日17时。若
在公告期内征集到两个及以上符合条件的意
向受让方时，将采取拍卖方式确定受让方。

有意受让者请于公告期内向河南中原
产权交易有限公司提出受让申请，提交相关
资料，并向河南中原产权交易有限公司缴纳
10万元受让保证金（以银行到账为准）。逾
期未提出受让申请、未提交相关材料或未按
时足额缴纳保证金的，视为放弃意向受让和
购买。若受让成功，保证金转为交易价款；
若受让未成功，则全额无息退还。

咨询电话：0371-65665761
传真：0371-65665727
地址：郑州市经三路15号广汇国贸
网址：http://www.zycqjy.com

河南中原产权交易有限公司
2017年11月22日

鹤壁市众诚建筑工程有限公司75%国有股权转让公告
中原产权告字(2017)81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