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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声无息，光阴一分一秒滑过，2017号时光列车即将抵达终点。

回眸间，360多个日日夜夜，每一天都留下了我们追赶时代的脚印，追逐梦想的奋斗、追求美好的记

忆。我们曾在什么地方驻足流连，又被什么打动心灵；曾经许下什么心愿，又在什么时候放飞了梦想？

这一年里，于娟忙着把山里绿色、甜美的果实送到城市去，王振浩组织了读书会，畅游书的海洋，任晖

用创新打开孩子们求知的新视界，陈炳为太极文化发扬光大而骄傲，刘战合安心地奋斗在科研一线，田青

叶也在忙碌的工作中体会到了温暖……一路走来，他们或许有艰难、有坎坷，但，有梦想，谁都了不起。

前行的路上，总有一束光照亮梦想，总有一份爱如影随形。我们正处在一个崭新时代，不放弃对生活

的热爱与执着，你想要的，一定到来。

2018，让我们向着未来，出发。2

每 个 清 晨 你 都 必 须 醒

来，坐上地铁，路过他们的世

界，人来人往，坚定地去属于

自己的地方。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

7点起床，15分钟洗漱用餐，7点
半准时从民航路站搭乘地铁1号线，8
点在绿城广场站下车，随后骑 5分钟
共享单车到公司……在郑州中原区一
家私企上班的陈小曦，今年1月起，开
启了这样的上班模式。

“开车上班，万一遇到拥堵路况只
能干着急，郑州的地铁开通之后，起码
不会迟到了。”陈小曦说，自打郑州进
入地铁时代，他就喜欢上了这样的出
行方式，虽然有时候要跟别人挤在一
起，但心里有底儿多了。而今年兴起
的共享单车，更是为他的上班路打通
了“最后一公里”。

在地铁里，除了翻翻当天的新闻，
喜欢摄影的陈小曦也喜欢用手机随手
拍一拍车上的陌生人。“你能感受到每
个人的身上都有很多故事，以前开车
的时候，很少会有这样的感觉。”有时
候，陌生的姑娘发现他在拍照，还会很
配合地露出笑脸、比个手势，让他感到
一丝暖意。

除了这些，郑州打造的交通“半小
时经济圈”，也让他感受到方方面面的
便利。周末或节假日，他会去龙门石
窟、云台山这些地方逛逛，或者去开封
鼓楼尝尝夜市小吃。等郑州地铁 17
号线建成投用了，“还可以坐着地铁去
许昌，逛逛莲城，顺便体验一下传说中
的水上公交！”

陈小曦说：“在河南出行，真是越
来越‘行’啦！”

当现代科技与传统乡村

生活结合，与土地细水长流，

人们终将收获安静、阔大又

常长、温暖、满足的生活。

——《如果可以这样做农民》

红红的苹果和大枣，软糯甜香的
柿饼，皮薄如纸的核桃等农产品在院
子里摆放整齐，等待打包发货。

临近新年，许多人开始准备年
货，这是土特产品销售旺季。“这都是
今天要发出去的快递。”三门峡陕州
区曲村的村民于娟指着院里的农产
品说，这几天很忙，公公婆婆也一起

“上阵”。
这两年，来曲村旅游参观的人很

多。于娟发现，游客很喜欢买土特
产。于是，她就萌生了依托旅游资
源、利用互联网将家乡特产卖进城的
想法。去年，她开始尝试在微信朋友
圈发布售卖信息，结果很受朋友们的
喜爱。后来，全家人一合计，他们的
网店今年2月正式开业了。

陕州区位于伏牛山麓，昼夜温差
大，土壤肥沃，空气清新，具有生产优
质水果得天独厚的条件。于娟介绍
说，除了利用微信、淘宝等“互联网+”
模式，她也积极尝试网络直播，“夏
天，在地里直播红梨采摘，秋天直播
打核桃，现在直播采摘苹果。家乡的
农副产品这么好，应该让更多的人了
解和品尝，也帮村民增加些收入。”力
争拓宽农特产品销售渠道，让“土货
进城”。

“搭上互联网的快车，我们的‘山
货’成了‘香饽饽’，远销全国各地。”
于娟高兴地说。

红红的果子，带来了红火的日
子。

这 世 界 其 实 无 所 谓 远

方，每一个你的远方，都是他

人的故乡。

——《近在远方》

这一两年来，一些新颖而有特色
的民俗旅游项目越来越受到游客的青
睐。对此，导游袁凤杰有着切身感
受。从今年3月份起她经常带客人到
豫西的地坑院参观，不少看惯了名山
大川的游客，看到这独特而神秘的民
居建筑后，不免大呼神奇。

地坑院号称“地平线下的古村
落”“民居史上的活化石”，主景区有
20多个独立的院落，各有特色。袁凤
杰说，在这里逛逛民俗文化园，看看
骑马抬轿的婚俗表演，听听融汇了秦
腔、蒲剧、豫剧等戏曲精髓的锣鼓书，
见识一下民间绝活儿陕州剪纸和捶
草印花，尝尝当地的羊肉汤、肉夹馍
和糟蛋……两三个小时过去，很多人
都会意犹未尽。

不过，让小袁印象最深刻的，当属
皮影戏表演了。这种曾经风靡于中国
大地、如今却难得一见的民间戏剧，每
天都在地坑院里上演着。小孩子们拥
进窑洞一排排坐好，叽叽喳喳，但当音
乐响起，他们就渐渐安静下来，目不转
睛地盯着屏幕，看那一个个五彩斑斓
的小人儿讲述古老的故事……小袁
说，孩子是最好的观众，从他们专注的
眼神中，可以看到中华文化传承的无
限希望。

诗和田野，不全在远方。感受民
俗，体验祖先们日常生活中的点滴，不
仅是一次游玩，更是一次寻根。

愿嘤鸣以求友，敢步将

伯之呼。

——《体育之研究》

蜿蜒奔流的黄河像个“几”字，
春天里，在黄委会工作的王振浩组
织了单位一批志同道合的年轻人以
此成立了“阿几读书会”，他们把每
周四晚上定为集体读书时间，把一
周前选定的书，集中在这晚分享交
流。

一年来，他们的读书会举办了
40 期活动，所读的书远远溢出了他
们的专业。拿王振浩本人来讲，这
一年，他读了《大学》、南怀瑾的《原
本大学微言》；陆续阅读唐宋八大家
文集，读完了《苏轼文集》《韩愈文
集》；历史类阅读方面，他读《续资治
通鉴》，读历史小说和历史地理著
作；此外，他还读了几本外国政治学
方面的书，如《乌合之众》《君主论》。

“读书会于我而言，更像是找到
了慰藉精神的一片净土，改变了我
的生活。”总结一年来的读书生活，
王振浩对他所在的读书集体和郑州
生活充满感情。“在这里读书，让我
寻找到了黄委会以及其他单位志同
道合、博闻强识的好朋友，我为通过
读书能够结识这么一批朋友，感到
由衷高兴。”

“ 愿 嘤 鸣 以 求 友 ，敢 步 将 伯 之
呼。”这是青年时代的毛泽东发表在
《新青年》杂志上的话，王振浩用它
来 总 结 自 己 2017 年 的 读 书 生 活 。

“除了感情上的寄托外，每次读书分
享都会带给我不同的思考，这些都
促使我将读书感想形成文字，梳理
了自己的思想。”

通过那个索引的窗口

一株玫瑰伸了进来

——《说吧，记忆》

5月，乔叶断断续续写了两年的长
篇小说《藏珠记》终于收官，等着出
版。后来，当她的朋友们看完这本书
后，第一反应都是：你真不愧是个典型
的吃货呀。

“吃货”这个名字可不是白得的。
如果不是个典型的吃货，乔叶还真不
会选择美食这个角度。她在郑州定居
了十来年，吃过很多饭店，认识很多厨
师，听他们聊过很多豫菜的事，积累了
不少写作素材。乔叶以这些素材写过
系列散文，也写过短篇小说，却都不过
瘾。这次终于把它们放到长篇小说里
来，痛快了一把。

爱情与美食，是《藏珠记》的主
题。为了写好豫菜，乔叶多次深入到
饭店的后厨进行采访，用她自己的话
说：“豫菜界的诸多名厨，特别是中国
烹饪大师李志顺先生和他的高徒们被
我频扰，他们在专业领域的精深造诣
让我受益良多。”小说也被列为中国
作协定点深入生活的作品扶持项目和
河南省委宣传部“深入生活，扎根人
民”的作品扶持项目。

乔叶还要感谢的，是中国古典文
学史上那些伟大的记录者和书写者。
她说：“他们是在我这个原创者背后潜
藏着的另一种意义的原创者。作为写
作者，仰望古典文学的天空，阅读这些
震撼灵魂的作品，会时时从心底生出
一种对传统文化的自豪感。”

在古典文学与现实生活中寻找力
量，乔叶得以“藏珠”。正如纳博科夫
《说吧，记忆》中吟唱的：通过那个索引
的窗口，一株玫瑰伸了进来。

成功不是终点，失败也

并非末日，最重要的是继续

前进的勇气。
——电影《至暗时刻》

照片上的任晖一头短发，戴一副
无框近视眼镜，面孔白净，双手支在办
公桌上，一位年轻CEO的自信、睿智
从挂着笑意的嘴角流露出来。

他是郑州高新区年轻创业大军中
的一个，这个毕业于中央财经大学的
焦作青年，曾开过音像店，卖过CD，做
过网站，经营过点读笔项目，在创新创
业的摸爬滚打中成功转型，带领他的
公司建立了一套集动画、游戏、点读等
多功能于一体，拥有独立知识产权的
儿童电子书阅读平台——咿啦看书
（Ellabook）。

咿啦看书目前已成为国内最为
领先的儿童电子书阅读平台，全球
C 端用户达到 200 多万，业务上游，
与全球 60 多家出版机构签订了合
作协议，无论发展速度，还是用户规
模，抑或行业地位，都在全球处于领
跑地位。

“其实，公司的市场业务真正发展
是在 2017年。”坐在西三环大学科技
园的公司里，刚从美国硅谷游学回来
的任晖回顾即将过去的2017，谈话不
无持重，“仅从今年 3月份起，公司就
成功实现了四次融资，目前融资规模
已经达到一个多亿。成就感没有考虑
过，只是带领着自己的团队走到了河
南互联网企业的前列。”

2018年，任晖打算把“咿啦看书”
服务对象由3-12岁的儿童扩展至15
岁的少年，同时，还将为贫困地区的少
年儿童提供更多免费电子阅读服务，
让自己的事业融入国家文化扶贫的大
事业中。

一切知识都是徒然的，

除非有了工作；所有工作都

是空虚的，除非有了爱。

——《我的心只悲伤七次》

“丁零零……”离郑州紫荆山路东
大街交叉口不远的一栋办公楼里，一
串串清脆的电话铃声不断响起，此起
彼伏。

“您好，我是小田，很高兴为您服
务。请问需要查询到哪里的航班？”

“请帮我看下这两天到海南的机票，有
没有优惠点儿的？”“好，请稍候，马上
为您查询。”

这样的对话，每天都会在田青叶
的工作中出现一两百次。这是河南一
家以电话订票、旅游综合服务为主要
业务的本土企业，她已经在这里工作
了 14个年头。与她“并肩战斗”的还
有300多个同事。

关注行业动态也是他们工作中的
重要内容。“年底前郑州开通三条新航
线，直飞澳大利亚墨尔本、越南胡志明
及河内”“明年再开通 6 条洲际航
线”……这样的新闻让他们兴奋——
河南人出行越来越方便。

田青叶的同事樊利娟介绍，他们
的工作节奏比较紧张，遇到突发事件
而需要加班的情况也比较常见。“累，
但会有成就感。”今年，一个十三四岁
的孩子在这里订票后独自乘机去澳洲
留学，不料航班变动，家长与孩子失
联，焦急万分中向她们求助。几个值
班人员花了两三个小时，终于联系到
孩子所在酒店的前台，家长心中一块
石头才落了地……

移动互联网的飞速发展，给这个
行业带来的冲击肯定是有的。但田青
叶和她的同事认为：“服务不仅需要技
术，更需要‘温度’，我们的路会越走越
远。”

让一个人置身于变幻无

穷的环境中，让他与数不尽

或远或近的人物错身而过，

让他与整个世界发生关系：

这就是电影的意义。

——《雕刻时光》

“我以前不怎么看电影，到 2017
年却因为认识了一批爱好文艺的朋
友，才与电影结下了缘分。好的电影
能给我留下难忘的记忆，甚至给我以
生活的启迪。”

说这话的70后岳广兵，是郑州一
家辅导机构的高中物理老师，举手投
足文艺范儿十足。他喜欢一位意大利
导演的话：“生活的全部，就是一部生
动的电影。”谈起今年看过的电影，小
岳如数家珍——

“记得三四月份《摔跤吧，爸爸》上
映，和孩子看、自己看、全家看，普通话
配音版、印度语版，前前后后看了不下
五遍。电影《八月》对我来说有点特
别，看完它我并没有以往那种写观感
的欲望，却是急切地抽了半天空，细细
梳理记忆中长辈的一些往事，也不由
得联想到老家类似于电影中的那温情
脉脉的熟人社会，并与都市社会做了
对比。”

总结今年的电影，他为国产片自
豪：“种类丰富，好片子多，不论是文艺
的、动画的、现实主义的，还是大制作
的，满足了大家多种不同层次的需
求。尤其是那些表现爱国情怀的电
影，比如《战狼2》，就很好看。”

谈到明年的观影期待，小岳说：
“多一些像《相爱相亲》那样贴近生活
又暖色调的，多一些像《豆福传》那样
弘扬我们优秀传统文化的，最重要的，
是多几部像《战狼2》那样提振老百姓
的民族自信心与自豪感的大片。”

功 夫 就 在 我 们 的 生 活

中。学功夫不是为了打架，

而是为了和平。

——电影《功夫梦》

“君子无所争，仁者必有勇。”今年
46岁的陈炳，微信号上挂着这样一句
签名。这句话，多多少少反映出他从
太极文化中悟出的一些人生哲理：生
活中与世无争、修身养性，做事时积极
向上、勇往直前。

尤其是在做有意义的事情时，更
应该当仁不让。今年 9月，从焦作陈
家沟启动、沿“一带一路”展开的“世
界百城千万人太极拳演练”，在 20多
个国家完成了接力。作为陈氏太极
拳第十二代传人，陈炳负责了其中15
个国家的展演活动，个中辛苦，自不
待言。

语言不通、文化差异、一些地区网
络不太发达、数据传输慢……陈炳坦
言，这次活动中，大大小小各方面的困
难都经历过，但这些最终都被他和团
队一一克服，圆满完成任务。

付出总有回报。每到一地，陈炳
总能见识到当地太极爱好者的热情。
不同肤色、不同民族的人们，都乐意参
与到太极文化的推广中，这让他深受
鼓舞。

在希腊的国际太极教练员培训
班，太极展演活动的到来打乱了学员
们原本的学习计划，陈炳提出给予一
定的经济补偿，被学员们婉拒。他们
说：“我们都是在做同样的事情。”这样
让人感动的点滴，在活动中比比皆
是。

“通过推广太极拳，让更多人认识
中国，了解中国，进而了解中国文化的
博大精深，这是我们这代人的责任，再
辛苦也值得。”陈炳说。

去 什 么 地 方 呢 ？ 这 么

晚了，美丽的火车，孤独的

火车？

去吧，但愿你一路平安。

——诗歌《火车》

尽管进入了高铁时代，但人们的
记忆深处，仍时时浮现出黄绿相间的
绿皮火车。它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是我
们出行的重要交通工具，一节节拥挤
的绿皮车厢，随着特有的节奏，承载着
人们的岁月和回忆。

8月4日，本报以《温情慢火车》为
题报道了往返于新乡洛阳两地之间的
绿皮慢火车，没有空调，逢站必停，有6
个区间的票价只有1元，小孩票5角，
很多人坐着火车去邻村买菜、钓鱼、走
亲戚，与列车员一起演绎乡间温情。

今年国庆节前，这列老式火车最
终退役，全新空调的 6901/6902次列
车开始运行。

因绿皮车承载了太多人的欢喜忧
愁，充满着生活气息，所以，改型后的
列车仍保持绿色，只是在电力供应、列
车环境、行驶速度上比之前有较大改
变，煤炉改为电茶炉，乘坐更舒适了。

12 月 23 日，记者再次来到这里
时，碰巧列车长陈广峰在站台上和一
位旅客交接遗失物品，并婉拒了旅客
的感谢红包。原来，旅客将装有重要
药品的包落在了行李架上，被晚上巡
视列车的李广峰发现并保存起来。

“这是我日常工作的一部分而
已。”陈广峰坦言道，不管是之前的绿
皮慢火车，还是现在的全新空调车，他
们全列工作人员为旅客服务的心始终
不变。

无论你因何乘坐这趟列车，无论
你乘坐的是以前的绿皮慢车还是今天
的空调车，绿火车上的温情故事从未
停止……

二十一世纪什么最贵？

人才！

——电影《天下无贼》

11月，郑州史上最强“抢人”政策
发布，向全球发出了“招贤令”，也为
高校人才引进提供了有力的保障和
支持。

博士后刘战合是郑州航空工业管
理学院近年引进的一名高科技人
才。别看他年纪轻轻，“含金量”却很
高，是飞行器研究领域的高层次人
才。

说起来，他和这座城市、这所学
校的渊源还是很深的。读书时，同一
课题组的河南人勤学、严谨让他倍生
好感，后来这所院校的创新留才政策
让他彻底动了心，在众多选择中依然
选择了河南这所院校。

“这个城市最让我喜欢的就是它
的宽度和温度。”他说，来河南整整两
年了，每一天都有新变化。家门口的
公园、市民活动中心安放了他的闲暇
时光，岳父岳母对中原文化更是入
迷，一有空就坐公交车、地铁去逛博
物院，听戏曲，参加民俗活动。

最吸引他的，是河南省在人才引
进这方面有诚意、有胆识，对于人才
的栖息，也是快落户、好安居。当初
他来的时候，入职手续和住宿“一帆
风顺”，连妻子就业、孩子入学也很快
得到解决，让他没了后顾之忧。

“学校为我提供了科研平台和资
金，政策支持力度更大，让我在这里
可以安心实现我的科研梦。”他说。

他认为，郑州市发布的引进人才
政策为许多有为青年提供了很好的
机遇，会吸引更多海内外人才来到河
南，为中原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策划 王国庆
统筹 陈炜 陈茁
执行 胡春娜 赵大明 赵立功 刘竞 邓放

我赞美

祖国的今天，

我三倍地赞美

祖国的明天。

——《马雅可夫斯基选集》

12月，郑州的蓝天比以往每年都
多。12 月 23 日下午五点半，家住郑
州西郊建设路的出租车司机周玉辉
一边开车，一边乐呵呵地与坐在副驾
驶座上的记者攀谈。

四十多岁的周师傅开出租车已经
二十多年了，他提得最多的就是今年
冬天郑州的蓝天白云。好天气不但让
他开车载客心情愉快，而且还和他的
经济收益挂上了钩。他说，这个月城
市机动车单双号限行，让他的出租载
客生意格外好。

“私家车主们有意见吗？”记者问。
“大多数都赞成。那些最初不赞成

的，后来也有不少改变了想法。”周师傅
说，“很多人办事效率提高了，其实个人
也省钱了。关键是大家看着蓝天白云，
呼吸着新鲜空气，谁不心情舒畅！”

与二十多年前相比，现在开出租是
否比从前感觉好？周师傅的回答起初
让人不解：不好。他解释，二十多年前，
他开出租每月收入四五千，比普通人收
入高出一倍多，这让他很有优越感。

“现在，全社会收入普遍提高了，
普通人每月谁不挣个四五千。”周师傅
说到这，忽然笑了：“咱得想开是不是，
不能老图自己挣钱多，大家收入都提
高了，这是好事啊，就这，我每月收入
六千多，还比普通人强呢，生活恁好，
咱得知足！”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