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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生活 扎根人民

为人民抒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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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郑州，隔河相望
□高金光

郑州多河

贾鲁河、熊儿河、金水河、索须河

全是小家碧玉

她们弯弯绕绕 、曲曲折折

她们低调内敛、不事张扬

她们静流着、歌唱着、微笑着

从冬到夏，一年四季

我喜欢隔河相望

这个从乡间带来的好习惯

在郑州得以延续

而区别仅仅是

对面的林荫深处

从前望见的是飘摇的炊烟

现在望见的是林立的繁华

金水河漫步

我从丹江来

我要说出一个事实

——临水而居是幸福的

这幸福的前提，在水的

色彩、质地、味道、气息

符合美学的尺度

我在郑州住

我要说出一个事实

——这里的人们是幸福的

譬如金水河，这条

穿越城区的小小河流

人们愿意亲近她

清澈的水清肺

干净的水净心

甚至滋养爱情、保护纯真

在河岸上眺望蓝天的蓝

倒影在碧波中的

是那些当代治水的人3

□焦守云

我曾在焦裕禄干部学院，给县委书记培
训班讲过课。其实也不能算是讲课，就是和
他们聊天，说一些我父亲日常的事，或者说
是我的个人记忆，或者是母亲讲给我听的父
亲的一些生活中琐碎的事情。这些事情既
是他作为丈夫和父亲的日常规范，也是作为
县委书记焦裕禄的个人生活的原则。说起
来，也都是生活中的小事，却能体现一个有
原则有底线的父亲的人格魅力。

现在的中国发展速度快，人们的物质
生活水平提高得也快。这些都是好事。可
是精神上却并不同步，这也是我这些年来
积极宣传我父亲的原因。我讲讲父亲的
事，或多或少，从道德上，从精神文明的建
设上，对人们尤其是对于官员们，总是一个

提醒。听完我讲的内容，他们捂着自己的
心口想一想，是不是自己对工作的投入可
以更多一些，能更好地为老百姓的幸福生
活提供服务。

2016年冬季的一天，我上午在一个报
告会上做了关于父亲的演讲，一场报告做下
来我高烧 39℃多，直接被推进了 ICU 病
房。那一次非常严重，住了一个多月的
院，还错过了当年第九期县委书记培训班
的一次授课机会。我曾经下过决心，想让
全国的每一位县委书记都听一听我父亲
的故事。让他们听一听，在那样一个物质
生活非常艰苦的条件下，一个县委书记究
竟能做些什么。现在的条件好了，也不必
刻意地去吃苦，但是在做人方面要有原
则，要有为官一任，造福一方，为老百姓做
些具体事情的想法。这总是好的。我就

多讲父亲的家庭生活，而这些家庭生活都
体现了人之常情，能让人们知道，在高大
完美的形象之下，焦裕禄还是一个幽默风
趣、爱好广泛、富有担当的父亲。

可能这也算是一种责任心吧。我退
休以后，时间更加充裕了。焦家这些孩子
里面，我大姐和大哥的身体都不是太好，
我就成了我们家里的新闻发言人。我承
认自己是一个幸运的人。我幸运是焦裕
禄的女儿，是徐俊雅的女儿，他们教育我
首先做一个诚实正直的人。现在，不仅仅
是我开始宣传我的老父亲，我的儿子，也
用他自己的理解方式开始宣传他的外公
了。他是用音乐剧的方式，他们是一个团
队，很用心地将那样一个年代的动人细
节，用音乐的方式表达出来。时代在进
步，有时候，我都感觉自己跟不上这个时
代了，还好，我儿子的音乐剧，用一种年轻
人喜欢的方式来介绍焦裕禄。去看音乐
剧的孩子们，也被深深地感动了。这说
明，焦裕禄并不仅仅是电影屏幕上一个高
大上的形象，他还有更多的丰富的人性需

要被人知道，他是一个感情丰富且值得我
们信任的人。

我们焦家是有家风的。这家风自然
是从奶奶教育父亲开始，父亲又教育了
我们。我们自然要好好地传承下去。而
在这里，我特别想说一下我的母亲，她也
是焦家家风最重要的施教人。父亲去世
时，母亲才三十几岁，她一个人把我们兄
妹六人养大，供我们上学，支持我们工
作。我母亲也是做过县政府领导的人，
但是她对凡是有利益的事情，一律往后
面躲。她说了，不能因为是焦裕禄的爱
人就要占体制的便宜。而且，我们兄妹
几个人的工作，她都没有动用过关系。

现 在 我 每 次 回 到 兰 考 都 觉 得 很 亲
切，这是我生活了很多年的地方，这也是
我父亲奉献了生命和精神的地方。到这
里来转一转，看一看，父亲和母亲年轻时
的样子便又如在眼前了。趁着我的身体
还能走动，我会继续去宣传我父亲的事。
在我心里，他不仅仅是一个党的好干部，
更是一个有着人格魅力的亲人。3

□郑旺盛

一

时间已至 2017年的 10月，放眼望去，天高云淡，长空
辽阔。金色的秋阳之下，大地郁郁葱葱，一片生机勃勃。

《庄严的承诺》这部长篇报告文学，已经七易其稿，我的
内心感慨万千。此次采访和写作，我耳闻目睹了兰考从县
委书记、县长到乡村干部、扶贫工作队队员、贫困户，他们为
共同战胜贫困而拼而干的最平凡而又最突出、最朴实而又
最感人的奋斗历程。我有幸见证了社会主义中国一个贫困
地区的广大干部群众蕴藏的摆脱贫困、向往幸福小康生活
的巨大勇气、信心和力量。

作为一个作家，我在这里看到的不仅是发生在兰考的
这场扶贫攻坚战，我还看到了广大党员干部在脱贫攻坚战
中磨练成长，看到了兰考从脱贫攻坚中锤炼出的一支能打
硬仗敢啃硬骨头的党员干部队伍，看到了兰考广大农村的
生机勃勃和农民焕发精气神的巨大转变。

当我得知兰考很多干部群众为我的采访写作点赞时，
为《庄严的承诺》这部长篇报告文学作品点赞时，我倍感激
动和欣慰。所有写作中的艰辛和煎熬，都在这种巨大的收
获中化作了清风和白云；每一份曾经付出的心血都变得沉
甸甸的，像秋天的阳光下闪耀的向日葵饱满的颗粒。

兰考大地火热的生活，轰轰烈烈的脱贫攻坚战，吸引我
来到这里，让我在扎根人民、扎根生活中，感受到生活的丰
厚和精彩，感受到人民群众无尽的智慧和力量。

文运同国运相牵，文脉同国脉相连。我想，写兰考就是
在写中国，写一个国家级贫困县兰考的脱贫之路，就是在书
写2020年全国所有贫困县脱贫的光荣之路。为人民抒写，
为时代抒写，为社会主义中国抒写，难道不是一个作家所应
该自觉担当的光荣职责、历史使命？

二

兰考以三年的时间，在全国率先打赢了脱贫攻坚战，光
荣地践行了兰考人民当年向习近平总书记和全国人民作出
的庄严承诺。

有人问：兰考是如何做到的？我深入生活，深入采访，
我知道。在脱贫攻坚中，兰考人想办法、出实招，将“精准”
做到了极致，真正做到了“真扶贫”“扶真贫”“精准扶贫”“精
准脱贫”，调动全社会的力量对贫困户进行政策扶贫、产业
扶贫，很好地解决了“谁来扶”“扶持谁”“怎么扶”的三个关
键性问题，实现了既“输血”又“造血”的扶贫之路。

焦裕禄当年在兰考曾经说过一句话：干部不领，水牛掉
井。扎根在兰考的那些日子里，我听到了，看到了党员干部
是如何拼着干、领着干的。兰考县针对全县的贫困村选派
了 115支驻村扶贫工作队，要求工作队实行“五天四夜”的
工作方法，就是工作队每个星期吃住在村里五天四夜不能
回家。县四大班子领导也都分包了贫困村作为自己扶贫工
作的联系点，每个星期都要去自己的包村联系点扶贫。

因为脱贫攻坚，兰考的每一个贫困户都在党和政府、在
扶贫干部的帮助下，在对贫困户实行的“两不愁，三保障”政
策下，有了房，有了粮，有了钱，有了生活的保障，就算是老
弱病残这些失去劳动能力的贫困户，政府也会采取兜底的
政策，让他们有基本的生活保障，让他们有尊严的在这片土
地上生活。

也许，这些贫困户们并不能说出这就是社会主义制度
优越性最好的体现这类话来，但他们以亲身的体会和自己
所在村庄的巨大变化，一定能感受到党和政府带给他们的
看得见、摸得着的幸福，感受到国家对待像他们这样生活在
最基层的劳动人民的最深情的关怀。

三

脱贫攻坚，让兰考万象更新，生机勃勃。
在脱贫攻坚中，兰考重树了“四面红旗”，以榜样的力量

鼓舞人心鼓舞干劲。兰考涌现出了赵垛楼的干劲、张庄的道
路、何庄的精神、耿庄的决心、乔庄的探索等脱贫攻坚的好榜
样，兰考广大农村和农民的内生动力在脱贫攻坚中被党员干
部引导出来激发出来，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力量，这种力量改
变了贫困农民的命运，也改变了村庄的命运，让兰考这片充
满希望的大地出现一个又一个生机勃勃精神焕发的村庄。

广大农村需要一个个村庄活起来，需要一个个农民活
起来。农民需要一个充满生机的村庄、精神焕发的村庄，需
要自己的村庄焕发无穷的力量。因为，这里是他们的家，是
他们的根，也终将是他们的魂。

我在想，如果河南、如果中国的贫困县有更多像兰考这
样的党员干部，那河南农村、中国广大农村将焕发出何等强
大的力量!

我的采访、我的认知、我的思考，让我坚定地认为：物质
的贫困并不可怕，最可怕的是精神的贫困。兰考脱贫攻坚
的实践有力地证明：贫穷并不可怕，贫穷也并不是不可改
变；越是贫穷的地方，人民对决战贫困、摆脱贫困命运的渴
望和向往就会更加强烈。

从兰考的脱贫攻坚中，我看到了很多，听到了很多，感
受到了很多，更想到了很多。我的内心，感慨激荡。既然我
与兰考有缘，既然我有幸见证了兰考的脱贫攻坚，我就有责
任为兰考人民书写奋斗之歌，让兰考人民为脱贫而奋斗的
干劲和精神跃然于文学广袤的世界，让他们斗志昂扬、砥砺
奋进、荡气回肠的奋斗历程和精神世界以文学的力量广为
传颂，向全中国传递鼓舞人心的关于脱贫奔小康的正能量。

脱贫攻坚不仅是兰考一个县宏大的事业，更是中国人
民决战贫困的一项伟大而壮阔的事业，是特别值得作家去
投笔书写的有价值有意义的宏阔题材。因为为人民抒写是
每一个作家的光荣职责和担当。3

□徐青

给红军老战士黄火青立碑的那天，听
说现场的人并不多。可这件事却传得很
快，也传得很远。

黄火青的一生富有传奇色彩，他历任
过多个重要职位，是一位党的高级领导干
部。黄火青的老家，在鄂豫两省交界桐柏
山南麓的石鼓山下，石鼓山是桐柏山西南
余脉最边上的一座山。新中国成立后，走
上领导岗位的黄火青，一直坚持以红军老
战士自称，不管在哪里工作，都把自己的一
切交给党，把人民视为自己的父母。

黄火青只是在晚年退休后回乡一次。
伫立在石鼓山上，他思绪万千满含热泪，他
缅怀一起跟他干革命而牺牲的多位兄弟、
战友、同志，尤其是秦超等革命烈士。秦超
和黄火青同时入党，又和他一起被党组织
派往苏联学习军事。回国后又同时在红十
四军，他任团政委兼团参谋长，秦超任团
长。在一次与强敌的遭遇战中，他和秦超
战斗到最后，他不幸负伤，秦超壮烈牺牲。
一个月后，在另一次战斗中，身负重伤不省
人事的他，被当地的老百姓就近掩护了起

来。后来看情况紧急，老乡们又趁黑夜把
他藏到芦苇丛中，他才捡回了一条命。

黄火青回乡那两天，县委书记周本立
工作一忙完就去陪同他。这天晚饭前，周
书记对黄老说，晚上去剧院看戏。听说晚
上有戏看，老人家很高兴，但也很警觉，他
怕是为他安排的少数几个人看的专场。他
立刻提出要和大家一起看，还说每个人都
要买票。周书记告诉他，县剧团正在上演
豫剧《朝阳沟》，戏票是花钱买的，一人一
张。黄老这才高兴地说：“我们都是共产党
的干部，像看戏这一类的小事，也不能马
虎。老百姓看共产党，就是从我们这些人
的一言一行中来观察的。”

回到家乡，回到老庄子上，黄老走这家
进那家，一直都是笑呵呵的。那次回乡，黄
老看到家乡的巨大变化，喜上心头，特意作
词一首抒发心声：

水晶帘，还故乡。

去时麦如丝，归来果满枝。

战天斗地五十年，旧地一切不相识，醉

米汁。

秃岭穿新装，河水奔山冈。

乌云妖雾齐消散，桃李万株竞芳香，还

故乡。

但当他看到耕地越来越少，地里的坟
堆越来越多、越来越大时，脸上不免露出了
愁容。同行的小妹黄海明劝慰说，耕地里埋
坟的问题，是一个普遍问题，很多地方比枣
阳还严重些。谁都知道耕地里埋坟不好，但
很多人都这样做，有的还在攀比。这件事细
想想，的确不是个小事，可谁来带这个头？

“我来带这个头！红军老战士、共产党
员黄火青来带这个头！”他认为，自己是红
军老战士、共产党员，来带这个头最好。他
将自己的决定正式向党组织作了汇报，又
向子女亲属们做了通告，也及时与家乡党
组织和有关领导做了沟通。黄老对子女们
说，枣阳新市老家后面的石鼓山上，有很多
的石头缝，随便找个石缝挖个坑把骨灰盒
一埋，入土为安叶落归根就完事了。

黄老是99岁那一年的初冬，在北京因
病逝世的，他死后，骨灰从北京八宝山运
回，埋在了他家房后石鼓山的一个石缝
里。实现了老人家生前的遗愿，既入土为
安叶落归根，又不占后人一分一毫的耕地。

黄火青的骨灰下葬的那天，知道的人
很少，他老家枣阳新市杨庄的乡亲们也是
临时才知道的，现场既没有锣鼓家什，也没
有喇叭响器。乡亲们见证了一个老红军老
革命、一个共产党的高级干部最为简单的
安葬过程，以至于安葬完毕后，很多人问：

“这就完事了？就这么简单？”黄老入土的
这天，天一擦黑就开始飘雨，雨丝一会长一
会短，纵情地飘洒了一夜。

黄老为人民打江山时九死一生，为人
民坐江山时鞠躬尽瘁，新中国成立后几十
年仅退休后回乡一次，回到家乡黄庄只吃
了一碗芝麻叶面条。而今，叶落归根了，他
选择的属于自己的仅仅是一个石头缝。

黄火青朴素的做人情怀，在教育和感
动了社会的同时，很多人对这一结果却接
受不了：“为什么黄老连个墓碑也没有？”多
年来，老百姓强烈要求给黄火青立墓碑，有
多人相约一起为这事找到了镇政府，也有
人找到有关部门提出要自己出钱给黄老立
碑。当地政府也感觉到，黄老是在用自己
的行动影响和带动大家，移风易俗丧事从
简，保护越来越少的耕地。在黄老连个坟
凸都没有的墓地旁立个碑，不是可以更好
地弘扬黄老的精神吗？

黄老的墓碑不高，正面只有五个字：“黄
火青之墓”。墓碑的背面虽然字不少，但大家
看后能很快记住也只有五个字：“红军老战
士”。由于既没有举行官方仪式，也没有按民
间立碑的规矩办，给黄老立碑的那天，像他骨
灰入土的那天一样，现场除了民政局的两位
干部，和黄老的几位亲属，其余都是他老家杨
庄临时得到消息的乡亲们，立碑的过程极其
简单。也许是巧合，当天又飘起了小雨。

枣阳城四周地边和耕地中间本来有很
多坟凸，仿佛是一夜之间，这些坟凸都没有
了。红军老战士黄火青仙逝已有10多年的
时间了，在他的家乡湖北枣阳，他就像一颗
永不陨落的星辰高悬在天空，闪耀着恒久的
光芒。3

□范恪劼

一

麦子黄了。
你听到五月的南风走老路认旧

情，一阵阵报讯。星夜开始频频看
天，担忧云雨消息；晨起开始渐渐
更早，仿佛若有所待。是的，已经
闻 到 那 种 久 违 的 味 道 ：躁 动 与 亢
奋，炽热与火辣，饱满与锋利，疲惫
与酣畅。

“麦子黄了！”——你与家人语，
与熟人语，与自己语。甚至，一遍遍
磨镰再灯下把看。那是三月踏青，路
过一个村镇集市，兴冲冲买回来的，
顺手又可劲。

麦地浩大，麦子如玉米如高粱
如竹子，从未见过的麦之林。你抖
擞精神，跃跃欲试，却找不到一块
一垄甚至一棵属于你的。才恍然
意识到这是一个梦。

二

麦子黄了。
他一次次听到麦子喊他的名字。
入住儿子的领地半年了。繁华

的城市，舒适的安居，精致的饭菜，
孙子绕膝的天伦乐，甚至公园里随
处可遇的种种消遣，都抵不上胃的
造反。他知道，不是胃。与其说是
少了家乡麦子的喂养，不如说是少
了麦子的耳鬓厮磨。而属于他的十
亩地已经承包给邻居。

五月愈近，他的胸口闷痛愈甚。
平生第一次，他感觉有种愧疚，麦子
能改户口吗？改了户口的麦子知道
他不再亲手接它们回家了吗？

望望儿子，再望望孙子，这些流着
他的血脉的孩子。麦子呢，那些注入他
的血汗永远不会说话的孩子呢？

丢下麦子的农人等于丢下孩子
的父亲。五月，他摩挲着两只厚茧渐

软的大手，想，这些都可以重播一次。

三

麦子黄了。
双亲，躺在地下的你们，该先于我

看见吧。年年季季，只有麦子不离不弃，
与你们一起守持着家乡的最后根基。

麦子在喊我，父亲。日暮就出
发，拂晓即抵达，我一定先于你站在
咱家的麦地前。

父亲——让我啃了几十年书本
闲出一大截力气的身子横在你瘦小、
羸弱的病躯前；让我摆弄惯纸墨早已
娇嫩的双手搂尽所有的麦芒、露水和
疲惫；让我绷紧你喂养过的脊梁，扛
起这五月的灼热和丰收。

麦子在喊我，母亲。
母亲，让我搀你到麦田，看儿子踩

着你十几年叠印的足迹捡起所有的遗
穗也捡净你的蹒跚你的汗水你的沧桑

你的叹息你的失落，让麦子归仓让温
饱回家让日子回到该有的小麦香。

父亲母亲，麦子在喊我。

四

麦子黄了。
骨节健硕，头重体沉，表情终于

抵达饱餐汗水饱蘸阳光才有的纯粹
——小麦色。

30年前，我用肌肤搂抱过所有看
我如亲人的麦子；30年后，我在五月
努力复原所有的记忆。

人们在饕餮之后，略去耕作省去
辛劳忘掉汗水，用诗意激荡搅动麦
浪。他们其实很难知道麦子的真正
味道。那些种下麦子，看着麦子成
熟，担心麦子收成的人，他们品出了
麦子的酸甜苦辣，他们最懂麦子的纯
香。他们把麦子当成自家孩子。

芒种时节，大地一派丰收的表
情，仍然那样诚实，高贵！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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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远的红军战士

焦家的家风

“铭记历史 缅怀英烈”征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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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看到了广大党员干部在
脱贫攻坚战中磨练成长，
看到了兰考广大农村的生
机勃勃和农民焕发精气神
的巨大转变。

（外一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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