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刘向东 本报通讯员 刘奕昕

手机好久没响了∕我就一直刷新∕唯恐错过每一个单

子……

这首《抢单》诗的作者叫杨永超。这个寄居在郑州东区以东
一个乡村的 90后小伙子有一个梦想：当作家。事实上，他目前
的工作就像他诗中所描写的，他是一个奔波在郑州市区送快递
的“跑男”。

7点 54分，记者跟小杨一起上路时，他打开了手机软件接
单。8点21分，小杨接到了第一单活儿：从商务内环送几份文件
到天明路与农业路交叉口的某单位。软件上显示行程是 9.1公
里，收费18元。

8点 56分，小杨和客户已先后进行了7次电话沟通，但要送
的文件始终不能交接。“等等，你再等等。”客户在电话里再次这么
说时，小杨明显有些“伤不起”了，尽量平和着语气和客户商量：

“麻烦您把这单退掉吧。我实在等不起了。”
小杨说，按公司的考核标准，除非客户主动给客服平台打电

话取消订单，否则要扣分。每个“跑男”每年有12分，被“差评”、
投诉、无故拖延送达时间等，都要扣分。扣完12分，需要到公司
再进行一周培训，才能继续接单。

9点11分，小杨顺利接到了新单，从商务外环到政七街，3.7公
里，收费13元。小杨说，十几元的单子是他们最喜欢接的活儿，路程
不算远，挣到的钱比较划算。不过，这单活儿他并不喜欢：要“顺便”
把一个重约20公斤的氧气机送到一个家属院没有电梯的七楼上。

不喜欢，又不敢向客服平台退单——无正当理由退单，也会
被扣2分。他说，这已经算好的了。去年秋天，小杨接过一个38
元的包裹单，但却要他“顺便”把一台30多公斤的冰箱扛到6楼上
去，“累孬了！”

接了一个订单∕是个老小区∕从一层爬到七楼∕又从七楼

下到一楼∕一层挣了二毛八∕∕天气再恶劣∕我们依然在路上

∕当心中暑∕临出门妻子嘱咐我说……

把氧气机扛到楼上下来时，小杨说声“等一下”，就站在那里玩
起了手机。十多分钟后，他笑着说，我写了一首《一层两毛八》，你
看看。

10点48分，小杨接到了第4单活儿，从北环到金水路一个居
民小区的，4公里，13元。

同样是骑着电动车，记者一路上就没机会和小杨并行过，很
多时候，他会在要拐弯的路口等着记者。

“你得注意安全啊！”记者说。小杨笑了，说，因为视力不好，
他已经很注意了，干“跑男”两年多，“只碰过三次车”。他还告诉
记者，他们中有些被称为“大神”的，为赶时间多挣钱，闯红灯、逆
行、骑电动车上高架……“这样不好，钱挣多少是个头啊？”

从早上7点半开始跟着小杨，到11点，他实接了4单活儿，跑
了30多公里。算算，小杨该有近50元收入。“今天我还比较顺。”
小杨说，他从没给自己订过目标，但他们中有目标的人不在少
数。一个有两个孩子的母亲，每天“不挣300元不回家”。

干这一行能不能一天挣300元？“能！”小杨肯定地说，他认识的
这个两个孩子的母亲，每天都是早上6点出门，半夜3点多回家……

为了干这一行，小杨买过7辆电动车，其中丢了2辆，撞坏1
辆，目前这 4辆每天他都会充到满格电，约摸一辆车电快完了，
就回去换一辆。

小杨骑上第二辆车时，已是11点 32分。接下来，小杨要干
的活儿，是送盒饭。小杨说，最多一次他中午送过48单盒饭，挣
了300多元。“跟打仗一样，楼上楼下跑来跑去。累孬了！”

每天下午 3点左右，是小杨吃午饭的时间，一碗烩面吃过，
他会去他的“工作室”——在东建材附近，他特意租了间门面
房。与其他“跑男”不同，小杨下午一般不接单干活儿。他说，他
真的不愿放弃自己的爱好。所以，每天下午他基本就在他的工
作室呆着，喝茶，写一些他喜欢或不喜欢的文字。

小杨的工作室里没有电脑。他在这个工作室干着与文字有
关的工作，他会帮人写传记来挣钱。“找我写的人很多的，因为我
收费不高，给企业写一篇几千字的文章，只收几百元。而且我用
惯了手机，全是用手机写的呢！”

在小杨的工作室里，随手翻看他已出版的诗集《陈寨往
事》和散文集《无法重来的一生》等五六本书，记者记下了这样
两首诗：

与同行交流∕我说我是个诗人∕他们哈哈大笑∕我知道做

一个快递诗人∕是一条孤独的路∕∕早上起来∕一如既往地不

舍得吃早餐∕穿上工装∕拿着车钥匙下楼∕别人说∕看，这个跑

腿的小哥∕我没有说话∕因为我知道∕我不是跑腿小哥∕我是

“镖师”

同行兄弟组织聚餐∕大家有说有笑∕酒足饭饱后∕互相道别

回家∕扭头离开的瞬间∕不约而同打开了软件∕∕夜里十二点∕

在高架桥下∕一位快递小哥还在刷手机……

夜，渐沉。以往的这时，小杨会回他的居所，写一些他喜欢
的文字，用微信和一些文学群里的好友聊聊天。但这两天，他接
了一个“私活儿”。前几天，他被公司客服平台指定去为一个住
院的老人送晚饭。“公司随机指定的活儿不敢不接，会被扣分
的。”小杨说，那是一单15元的活儿，他赶去后才知道，一对独居
的老夫妇，丈夫生病住院了，妻子扭伤了腿上下楼不方便，就通
过手机下单让跑腿公司代送晚饭。当小杨把晚饭送到医院要走
时，手机里忽然收到了老妇人发给他的一个8.8元的红包。

小杨说，干他这一行，收到客户因满意而发的红包不是一个
两个，但这个红包却让他有些感动。他走回老人的病床前，郑重
地说：“大爷，你跟大妈说，如果明天还需要送饭，不用下单了，直
接给我打电话就行。”

“天天跑惯了，多一单少一单有啥呢？”夜幕中，小杨和记者道
别，骑上他满格电的第三辆电动车，消失在省会的霓虹里……1

□王支援

虞城县城郊乡郭土楼村的背街
小巷里，有一个四间平房的小院子。
这是已经脱贫的贫困户谢玉真的
家。前不久，54岁的她正式成为一名
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党员。

谢玉真的父亲是一名老党员。
几十年来，老人的一言一行深深地影
响着谢玉真。谢玉真清楚地记得，父
亲经常对她姊妹三个说，咱家是党员
家庭，为人做事都要记着这一点，要
讲贡献，不能贪占小便宜。父亲在临
终前，把党员证交给了她。“就是从那
一刻起，我就下决心，一定要加入
共产党。”谢玉真说。

前几年，谢玉真随拾棉大军去了
新疆。拾棉花，是按斤付酬的，很多
人喜欢抢拾开得好、花朵大容易拾
的，对那些半开不开、小骨朵的棉花
弃之不理。谢玉真却觉得，把棉花沤
在地里是浪费。于是，她就走在后
面，把别人放弃的棉花一朵朵拾起
来。一天下来，她要比别人少拾十来
斤。当地棉田负责人发现这一情况
后，曾认真地问她：“你是共产党员
吗？”“我父亲是！”谢玉真自豪地答。
从此，这个棉田负责人每年都会诚恳
地邀请她去拾棉花……

2014 年，谢玉真的丈夫因病去
世。面对一贫如洗的家，谢玉真感觉
天一下子塌了似的。然而就是在这
个时候，村两委和村慈善基金会为她
家拿出了一笔钱，帮助她家渡难关。

“考虑到我家的实际情况，村里还把
我家认定为建档立卡贫困户，不断帮
扶，让我感受到了社会大家庭的温
暖。”谢玉真说。

成为贫困户的谢玉真，心中始终
惦记着入党的事儿。2015年春节前
夕，当村支书到谢玉真家慰问时，她
问，像她这样的贫困户能申请入党
吗？得到肯定回答后，她连夜写下了
第一份入党申请书。

为帮助谢玉真脱贫，村里给她联
系了外出务工的脱贫项目。她先后
去浙江采茶叶、山东套苹果袋、甘肃
摘枸杞……年收入 2万多元，当年就
脱了贫。

经过一年多的培养，2017 年春
天，谢玉真成了一名中共预备党员。
那一刻，谢玉真内心非常激动，高兴
得几天都没有睡好觉。她把入党誓
词工整地抄在红纸上，贴在客厅里，
时刻提醒自己要以共产党员的标准
严格要求自己。

郭土楼村确立发展乡村旅游的
脱贫致富项目后，村里栽了几十亩竹
子需要工人管理。一天60元工钱，并
规定下午6点钟下班。身为管理工人
之一的谢玉真经常一直干到天黑才回
家。她说，她也知道在家干没有外出
打工挣钱多，但她觉得，自己已是共产
党员了，就应该为村里的发展多尽一
份力。

村里开设的“以孝治家”食堂，
规定每周五村里 60岁以上老人都可
以免费就餐。身为村里义务志愿者
协会组长的谢玉真，这一天几乎都是
第一个赶到食堂打扫卫生、择菜做
饭。90岁的村民杨留生，因岁数大不
能到食堂吃饭，谢玉真就把做好的馍
菜汤给他送到家里。杨留生感激地
说：“妮，你真好！”谢玉真答道：“爷，
是国家的政策好，你这是在享共产
党的福呢！”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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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效东

8月初的一天，俺村的学生崔祥
收到了郑州大学的录取通知书。他
高兴得蹦起脚喊：“我成了咱村第四
十三个大学生了！”

俺村属于宁陵县阳驿乡，现有
321人。新中国成立时，俺村不足百
人，方圆十几里没有学校。那时候，
俺村在外上学的人少，直到 1986年，
俺村才有一个高中生屈玉林考上了
焦作矿院。他接到通知书后，流着泪
说的话俺至今还记得：“我父亲 1958
年上小学时就是少先队大队长、三好
学生。本来他该读中学、上大学的，
但因为家里穷，他连中学都没上成。
我能考上大学，就是遇到了改革开放
的好政策。”

屈玉林在大学发愤读书，毕业后
有好几个发明专利。他的专利产品
和技术也陆续走向市场。如今他成
了带领上千员工的企业老总。

俺村的退休教师屈成文、屈成
诗、屈成书以屈玉林的事迹为典型，
积极向村民宣传《义务教育法》，劝说
家长们督促子女完成九年义务教育
学业，中途不能退学打工，好上高中
考大学。1998 年，村里成立起教育
促进会，三人分别担任正副会长，崔、
乔、解、孙四姓又各推选一位德高望
重的人为理事。他们定章程，在“促”
字上下功夫，在服务上做文章，鼓励
俺村的孩子们发愤读书，不能输在教
育起跑线上。

2000 年，俺村一个在乡中上学
的学生突然要退学去打工，屈成文等
三人就轮流登门去做思想工作。后
来，这个学生顺利读完高中，考上了
大学，现在是杭州一家企业的工程
师。

2001 年，俺村有个叫屈超的学
子考上了商丘师专。毕业后，他又参

加了研究生考试，被成都体院录取
了。而且，就在屈超为学费犯愁时，
是屈成诗送来了 1000元钱，还让在
县里工作的他侄儿帮忙贷来 9000
元，帮着屈超入了学。

2006年，国家免去了农业税，俺
村的农民高兴得唱了三天戏。负担
减下来的农民支持子女上学的劲头
更足了，当年俺村就有 3名学子考入
大学。

随后，农村接受九年义务教育的
学生享受到了“两免一补”政策，农家
的学生也更发愤读书了。随后几年
间，俺村又有许多学子走进大学校
门。县电视台记者看到俺村重视教
育，村里已有近 30名大学生，就录制
了《宁陵县有个“状元村”》的新闻，使
俺村在远近有了名气。

实话说，俺村的学生成绩也有差
异。崔姓一个家长说，他两个上初中
的儿子连普通高中也考不上。屈成
书就劝两兄弟报考职专。两人在学
校学会了汽修技术，毕业后被一汽修
厂聘用。现在，两人每月都能拿四五
千元工资，还在郑州买房成家。他们
这件事儿，也让俺村教育促进会摸索
出了学生差异化上学就业之路。

这些年，俺村农户还兴起了一股
“攀比风”：看谁家考上大学的人多。
有个女学生，父亲在外打工时煤气中
毒成了“植物人”，母亲要一边照顾病
人，还要一边搞种植养殖供一双儿女
上学。2014 年，姐弟俩都考上了大
学。就在姐弟为学费发愁时，村民们
纷纷捐善款，筹来了两万多元学费，
感动得他们热泪盈眶。大伙儿都说，
若不是改革开放出台了好政策，贫困
的他们哪有机会上大学啊！

目前，俺村已出了 43个大学生，
成了远近闻名的“状元村”。依俺看，
要不是改革开放的政策好，俺村哪会
出这么多大学生啊！8

“状元村”今昔

纪念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往事

□张丛博 奚柔

趁着晨雾清爽，范随州、王振芳夫妇
和往常一样，带着干粮进山找料。陶瓷
圈素有“烧天青难，难于上青天”的说法，
而用含有多种元素的天然矿物做釉料，
才能烧制出汝瓷如玉的天青色。

伴随着山涧蝉鸣，他们徒步在宋代
古窑址附近寻觅，如一对游走在山水之
间的“神仙眷侣”。

他们一个是中国工艺美术行业艺术
大师，一个是中国陶瓷工艺大师。他们
人如汝瓷般低调，在事业成功之后，身居
深山埋头研发，不忘陶工本色。他们沉
迷于泥与火的变奏，谱写出琴瑟和鸣的
现代佳话，被称为“最美汝瓷伉俪”。

近日，他们的家庭被中华全国妇女
联合会授予 2018 全国“最美家庭”，成为
全国千户“最美家庭”中的一家。

夫妻搭档

三伏天的汝州，气温超高，范随州、
王振芳夫妇身穿工服、戴着口罩，从制泥
到瓷坯的选用，再到釉料的斟酌，额头脸
颊的汗水滴答直下，忙完各自成了“老包
脸”，相视一笑。

生活中是夫妻，工作中是搭档，一件
件精美汝瓷作品背后都凝结着夫妇两人
的汗水与巧思。

汝瓷制作工艺复杂，两人在共同研究
制釉等技术的同时又各有分工，王振芳主
攻刻花，范随州主攻拉坯。内行陶瓷收藏
家们总能分辨出他们的作品，“一看就有
他们夫妻两人的影子，阳刚和阴柔相融
合，不分彼此。”

当年，著名婚恋节目主持人孟非见
到两人设计并制作的“中华和瓶”时，便
心领神会地脱口而出：“天作之合！”这件
汝瓷作品由两个经典的玉壶春连心连体
而成，寓意交流融合、合作共赢，表达出
中华民族“和”的千年文化理念。

“作品最初的创作灵感，是我俩想表
达夫妻连心、家庭和谐，以‘小家’的温馨、
和睦喻‘大家’的和谐繁荣。”王振芳说。

平时，他们习惯以“老师”互称，夫妻
俩携手走过 20多年，从 1997年创立弘宝
汝瓷工作室到后来成立公司，艰辛的创
业历程同甘共苦。

2013 年的一场大病，让王振芳卧床
一月有余，她当时最放不下的是家庭，

“我认识到为了家人，身心健康最重要。”
病愈后，他们特别设计了一套名为《健康
是福》的太极拳小娃娃汝瓷作品。打太
极，成为夫妇两人每天的保留运动。

无私奉献

常言道，“教会徒弟，饿死师父。”汝瓷
制作关键在于制釉，制釉配方一直被视为
行业核心机密。然而，8年前，范随州、王
振芳夫妇却把配方无偿向徒弟们公开。

经 过 20 多 年 经 验 积 累 ，千 辛 万 苦
探索出来的配方就这样拱手送人，在许
多人看来“有点傻”。其实，夫妇俩也

心 有 不 舍 ，但 他 们 更 在 乎 的 是 汝 瓷 的
发展。

所谓的“饿死师傅”也被证明是杞人
忧天。范随州说，公开配方后，研究制釉
配方的核心团队变成了师徒六人，大家
互相学习，不断出新成果，有时他还会向
徒弟请教。

2016 年，夫妇俩在汝州美丽的大红
寨建设了国内艺术陶瓷界首家院士专
家工作站。有人对他们住在人烟稀少
的山上感到困惑，范随州笑笑说：“我们
是一直在找一个宁静的地方，可以专心
地去研发。”

在范随州的工作室里，摆放着各种
刚实验出炉的陶瓷样本，这都是根据不
同的配方和原料烧制成的。就在采访
当天，王振芳接到中国国家博物馆的通
知，她的作品《莲花碗》入选 2018·中国
当代工艺美术双年展，在国家博物馆展
出。

这些年来，范随州、王振芳夫妇收集
了近六万件(片)陶瓷标本，有着很高的历
史、艺术、科研价值。为让这些珍贵标本
走出家门，发挥更大社会价值，他们创建
了中原地区最大的古陶瓷标本博物馆，
免费向公众开放，“将标本放到博物馆里
能流传于世，让人们有机会去鉴赏、研
究，它影响的不仅仅是一代人。”

工匠精神

汝瓷含蓄内敛，这种简单的美，却并
不容易做到。不喜张扬的夫妇俩，常被
朋友们形容为“人如汝瓷”。

夫妇俩眼中的自己，不是艺术家、不
是大师，而只是一名陶工。每次触摸宋
朝 古 窑 遗 存 、陶 瓷 残 片 ，总 会 陷 入 沉
思。范随州说，回顾中国的陶瓷历史，
正是那些朴实憨厚的匠人，世世代代在
泥浆中摩挲、在炉火旁熏烤，那些精美
无比的瓷器，无一不凝聚着陶工的心血
与汗水。

女儿范晨雨回想小时候，会觉得有些
委屈，父母“一天到晚都是汝瓷”，常忽略
了自己。不过正是这种潜移默化的影响，
女儿继承了这份专注，学习成绩优异，后
来考上了复旦大学硕博连读。

范随州的书架上有许多书是女儿送
的生日礼物，“过去是我们给女儿推荐书
看，现在我看的书都是女儿看过的。”这是
一个学习型家庭，一家人外出旅行去的最
多的是博物馆，还会和女儿一起探讨汝瓷
问题。在一项玉质汝瓷及其制备方法的发
明专利中，女儿的姓名在列。

“踏踏实实做人，踏踏实实做事”是
这个“最美家庭”的家风。家庭条件本已
衣食无忧，但女儿读大学之后坚持自力
更生，课余时间到一些培训机构兼职开
设专题讲座赚生活费。

“我们手艺人就是凭真本事吃饭，走
不了捷径。”夫妇俩并不介意女儿没有继
承汝瓷事业，“只要对社会有用就行”。在
他们看来，虽然没有将手艺传授给女儿，
但他们传递给女儿了手艺人专注、执着与
坚守的精神。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