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要饭记 □冯杰

黄河素有“铜头铁尾豆腐腰”之说，它软硬兼
施，它浩荡东流，来到开封兰考东坝头忽然拐头北
上，直奔大海。长垣兰考两岸就属这块“豆腐腰”
里的一段，是九曲黄河的最后一道弯，这里两岸河
床最宽，最易决堤泛滥。多少年里，在这块“豆腐
腰”上，蔓延过苍老的白云和鲜嫩的草滩。

我生活在黄河西岸长垣，黄河每年发水，发大
水我们这里叫“上水”，上水不同于上茶，“上水”则
预示着房屋倒塌，四季度荒的开始。

那些年，两岸村庄里会经常碰到川流不息的
要饭者，多以老人为主，有的带着小孩，聪明的还
会打一段“莲花落”。他们着柳条编的要饭篮
子，篮子是小舟的形状，庞大得似乎要装下一个饥
饿的村庄。人们问要饭者，哪儿的？长垣的大
爷。又问，哪儿的？兰考的大爷。

尽管两位都是要饭的大爷，幽默里却不乏难
言苦涩。这是旧日黄河两岸遗事。

我二大爷也要过饭，他说大凡要饭都有一个
规律，很少在自家门口要饭，多到异乡他地，这样
既抹开脸面，话也好说“圆泛”。要着要着成一种

“无奈的职业”。当年我看电影《焦裕禄》，里面有
一个镜头片段，在中原的寒冷冬夜，县委书记焦
裕禄来到兰考火车站，站在广场前弥漫的风雪
里，他面对着的是一个饥饿寒冷的兰考。那些站
着的，蹲着的，依靠着拐杖立着的，黑压压一地，
来自全县各个村庄，一个个都是要外出要饭的兰
考人，他们携家带口，在大雪的静默里，这是一个
对政府怀着何等渴望的群体。我眼睛湿润，如鲠
在喉。

黄河人在艰难落魄时没有上策下策，只有听

天由命。如今，“要饭”成为一个远逝的词语，需要
解释才能理解。

在兰考仪封乡代庄村，年轻的村支书代玉建
对我说，自己一家人和要饭也有密切关联，说他爷
就要过饭，也是当年兰考要饭大军里的一员，在要
饭的家族里，至今还有一位要饭的大伯，因为要饭
才到异乡当了倒插门女婿，落户豫西三门峡，过去
因为家贫很少走动，如今又续上亲情。

代玉建是一位年轻的“80后”，过去一直在郑
州创业，2014年从郑州回到故乡代庄村当支书，
他母亲为此事好长时间不理他，埋怨说，好不容易
跳出兰考这个穷地方，咋能又折回来？

代支书说有一个事情最触动他，无论在郑州或
其他地方，听口音判断，常常能碰到许多同乡，但是
兰考人在外地从来不说自己是兰考的，都说是开封
的，再问，顶多说开封东。皆内敛不说。甚至两个
陌生的兰考人相见，都不会说自己是兰考的，似乎
说出来“兰考”二字就会马上被人瞧不起。

他说，别说别人，连我自己说是兰考人都没有
底气。那个要饭的名声让兰考人一直携带着。贫
穷像一件无形的外衣，在兰考人身上紧紧粘连着。

代玉建当支书第一件事，首先把街道改善得
焕然一新，在村里修了11条路，原来村里的道路4
米宽，有时村里办红白喜事根本过不了车，现在是
8米宽，最宽的 14米。没有一个老百姓因为修路
上访，家家通情达理，有的人家让出 4分地。代庄
村街道的名字起得很有“新时代”感：譬如田园路、
如意路、文明路、幸福路，即使放到城市里也显得
干净分明。

代庄村过去种植结构单一，只有传统的小麦、

红薯、玉米，现在产业多样化，种植葡萄、苹果，培植
草坪，他说，通过调查，他在代庄村因地制宜，不随
大流，只种能让老百姓放心相信的。村里还引进三
个项目：洁净煤厂，瑞野灯饰，云台冰菊。今年开展
水产养殖，还要在冬天举办一个“捕捞节”！

代支书告诉我，1995年时，他家还吃了一冬天
的玉米面，1999年他从兰考上大学时全村没有用
上自来水，到了2014年回来当支书时还没有用上
自来水，2014年，代庄村人均收入4600元，集体收
入为零，到 2017年人均收入 11600元，集体收入
18万元。去年，全县美丽乡村评比中代庄村获第
一。2017年，兰考成为河南省首个脱贫县。

代玉建说，终于有一天，在郑州听到人们问一
个骑摩托车送外卖的，那小伙子理直气壮地回答

“兰考的”。语气里带着底气。
在中国，在中原，“要饭”一词后面能延伸出一

部饥饿史，50多年前，焦裕禄在兰考干工作累倒了
也没有彻底丢掉兰考人的要饭篮子，在代庄村村
委会，我看到柜子里一排红色、绿色、黄色、蓝色、
白色不同色彩的档案盒，代支书说那是 2014、
2015、2016年不同年份的脱贫者的档案。假设焦
裕禄活着，他能看到代庄村的脱贫档案也会发出
一丝欣慰的感叹。

在中国，在中原，有一天，“要饭”一词将会成
为一个语言化石，多年后，也许需要语言学家加上
历史学家注释后人们才能懂得。这对于九泉之下
的逝者而言，是一件值得欣慰的事；对于现世的健
在者而言，是一种发自内心的幸福感。

那一天，在兰考焦裕禄纪念馆，我竟看到了那个
用柳条编的篮子，小舟一样的篮子欲言又止。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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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兰考多少次，都不嫌多。
听说县城东边的葡萄架乡已经洞开了富裕之门，

我们走出焦裕禄纪念园，沿着老黄河大堤，如今的“村
村通”柏油路东行。1855年，黄河在铜瓦厢溃堤、改
道，兰考大地被盐碱和风沙所覆盖，兰考人不得不外
出逃荒要饭，被人问起从哪里来，就说：兰考。直到上
世纪60年代初，在“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带领兰考
人根治风沙、内涝、盐碱之后，才有所改观。

车行 20公里后，我们来到了葡萄架乡地界。
100多年前，乡政府所在地本名后刘楼村，村中洪
姓老者在官道旁凿井一口，植葡萄一架，摆摊卖
茶，以解来往客商之渴。行人欲歇脚，常言：到葡
萄架下歇歇再走。久而久之，葡萄架成了地名，成
了恒久而甜蜜的记忆，而且被率先引种兰考蜜瓜
的杜寨村所赓续。

出了杜寨村部，路两旁玉米地里，玉米棒子已
粗如儿臂。相邻的塑料大棚鳞次栉比，银光闪闪，
很多瓜农正在里边忙活。细看棚中瓜藤，不知何
故，有的才一米来高，刚开花，有的已两米来高，被
高高吊在铁丝上，已结出拳头大的青瓜，而有的瓜
看样子得有四五斤重了。

杜寨村支书、兰考县甜心种植专业合作社理
事长李永建一语道破其中奥秘：“园区 400 多个
棚，分三批种，每一批相错十来天，压茬成熟，最先
种的再有半个月就可以北上北京，南下深圳，西去
郑州，东去浙江嘉兴了。”他和两个村干部、两个贫
困户共同成立的甜心种植专业合作社，就专为瓜
农做市场销售服务。兰考县委书记蔡松涛出席党
的十九大时，口袋里就装着兰考蜜瓜的二维码，在
人民大会堂代表通道面对媒体做过推介哩。

蹲在棚里，不忍触碰青翠欲滴的瓜藤瓜叶，却

见瓜上的纹脉青黄相间，煞是好看，还能闻到即将
成熟的芳香。李永建说，这是哈密瓜本土化后的
一个品种，叫“玉兰香”，省农科院研发的。还有

“蜜玉”，还有其他，现在种有将近20个品种。
蜜瓜好吃瓜难栽。伸手掐掉瓜藤上新发的一

个叉，李永建说，像这样的叉子都得打掉。种瓜得
瓜，费心费力，育苗，栽植，打杈，去头，吊蔓，施肥，
滴灌，防止病虫害，活儿多，你得操心。比如采用
滴灌技术灌溉，省水，一季下来，瓜农也就花二三
十块钱。但用水很讲究，得用井水。这个瓜很娇
贵，河水和雨水有细菌，用了光得病。

兰考县水利局施工队党支部书记、杜寨村小
康工作队队长张静指着一个“玉兰香”说：“像这么
大的瓜有6斤多。但不能都长这么大，一般三四斤
重的好卖。”她说，最靠近瓜的一片叶子是功能叶，
它焦黄了，说明瓜熟了。

34岁的张静现在也是一个瓜农，她在工作之
余也租地建了一个瓜棚。去年6月，省农科院的常
老师和梁博士来到杜寨，希望瓜农试验种子，但不
知道效果怎么样，老百姓很犹豫。张静不怕，她说，
没人敢种，我种！翻地，土壤杀菌，闷棚，起垄，铺地
管带，铺地膜。到了正式播种的那天，村里几个大
娘手把手地教。结果直接点子种瓜，瓜藤根系发
达，省工又省钱，瓜的品质也好。今年，瓜农点子种
的就多了起来。2017年3月，兰考县率先在全省摘
掉贫困帽，开展“支部连支部，快速奔小康”活动，她
下来当奔小康工作队队长。刚开始来的时候，也是
小麦韭菜分不清。张静有办法，她一头扎进大棚，
给群众帮忙，干活，边干边学，很快成了行家里手。
有人看见张静说：“张队长，你的瓜长得还不孬，纹
上得可好看了。”张静说，焦书记说过吃别人嚼过的

馍没味道，我看啊，吃自己种的瓜才更甜。
农民对新生事物的认知和对驻村干部的认同

都需要一个过程，关键是引导，干部要像焦裕禄那
样为群众着想，办实事，群众才信你，服你。“80后”
青年朱震就是一个被引导出来的新时代瓜农。时
已近午，走了几百米就汗流浃背。朱震的大棚就
在眼前，但是没看到人。李永建和张静俩人都喊：

“朱震，朱震！”
朱震从大棚里钻出来，汗湿的衬衫，黑红的脸

膛，憨厚的笑容。大棚如蒸笼，朱震正在给无土栽
培的蜜瓜通过滴灌浇水、施肥。2016年前，朱震在
上海打工，搞外装潢，天天爬玻璃幕墙，是一个把
身家性命悬在城市半空里的“蜘蛛人”。杜寨村要
试种蜜瓜，没人愿意种。李永建找到朱震：“你试
试呗。”朱震说：“中，试试呗。”这一试，朱震成了甜
心合作社的五个理事之一，从试种一个棚到现在
拥有十六七个棚，今年春天那一季，就收入了十五
六万元。朱震尝到了甜头：“你想干了，就跟放羊
一样，放一个是放，放一群也是放。”

掀开挡害虫的网门帘，朱震钻进旁边的一个大
棚，伸手给瓜藤打头。说起杜寨村的过去，朱震声音
变得低沉：“我爷爷、父亲那一辈，都出去要过饭啊。”

兰考蜜瓜一年两熟。朱震说：“我这一季到国
庆节时候熟，现在不管（不能）吃，要不是一定让你
们品尝品尝。”李永建插话：“有电商，到时候，你们
要是买，可直接发给你们。”

兰考的乡亲们感叹，有了改革开放，有了党的
精准扶贫政策，他们才能有甜蜜的幸福时光。杜
寨村只是兰考甜蜜事业的一个缩影。在和朱震相
约瓜熟再见时，兰考之行仍然意犹未尽。

兰考，我还会再来的！3

杜寨村的甜蜜事业

泡桐问答
□乔叶

这不是我初识泡桐

为什么，在兰考

像是第一次见它

小泡桐的树叶居然如小伞一般大

然后，树高了

树干粗了

叶子变小

树根深扎

我站在树下

抬头仰望——

为什么，从它八月的绿荫中

能回放出春天的

满树繁花

一朵朵朝我落下

花瓣是渐渐过渡的浅紫

花形是长筒形的小喇叭

——我最疑惑的是：

为什么，花蕊深处

它们的蜜

无须品尝我就能推断出

一定会是清甜无加

有风吹动

是谁在轻轻回答：

因为这块历史上的盐碱地

曾经有着最苦涩的生涯

焦裕禄的被子

粉底儿，蓝花儿

花朵中间是雪一样白的

白花心儿

这样的图案让这被子

看着很温馨

破洞很多

棉絮露了出来

可还是暖的

这被子叠放在陈列柜里

明亮的灯光照着它

一定不凉

焦裕禄，被这被子拥抱过

这被子，拥抱过这个坚强的人

这被子，多么像他爱过的那些人民

这被子，多么像他的母亲

张庄之书

一把天蓝的旧木椅

我一坐下，就不想起身

一双千层底的黑布鞋

我一拿起，就想赞美

在那个名叫桐花书馆的地方

我打开一本书

顺着其中一页的方块汉字走进去

突然发现——

每一个村庄都是大地之书

而我置身其中的张庄

正是其中最旧和最新的

一本3

□吴元成

兰考纪行
□海盈

我的心
是趋光的蝴蝶
追逐着 2018年初秋的阳光
在兰考的大地
和天空之间
翩然飞翔

此刻，我的目光
蹦跳着，惊叫着
把兰考县城
那音乐喷泉一样
充满现代感的
潮涌着的
天际线
轰然拔响
紧接着，我的目光
跑起来
沿着光芒一样
射向天边的马路
奔向远方
对了，慢慢走啊，
欣赏
我的目光
在画廊一样
流光溢彩的街道两旁

徜徉
然后，在兰考会客厅的窗口
停下，把这片土地的
昨天、今天和明天
深深地
回眸，打量，眺望
当我的目光
再次出发
它就飞起来了——
掠过连天接地的绿色长廊
飞过丛林般的产业集群
在焦裕禄纪念园松柏的枝头
久久地
惊叹，徘徊，回望
哦，我的目光之鸟
带着心灵
还乡

当我的目光之鸟
再次起飞
掠过兰考县展览馆
掠过脱贫攻坚交流中心的橱窗
飞过梦里张庄的莲花和鱼塘
飞过美丽代庄的黛瓦和粉墙
噙着赵垛楼蜜瓜的甜香

伴着徐场乐器的音响
轻轻地，轻轻地
栖落在
冠盖如云的一代焦桐的枝头
把顶天立地的二代焦桐
深情地
凝望
就在这一刻
整个兰考的天空和大地
轰的一声
化作画卷般展开的意象——
这兰考的天空啊
有一种精神
在飞舞，在翱翔
像焦桐的花儿一样
年年岁岁都在
飘香
飘香
这兰考的大地啊
每一寸泥土
都在挺拔，都在向上
像焦桐的树干一样
日日夜夜都在
生长
生长

拼搏创新群日夜叮当

那天中午，兰考县委宣传部长朱春艳

正在声情并茂地述说着

全县的脱贫攻坚和改革开放

她的手机突然间

叮当作响

“看，又有人在晒工作了。”

她摇晃着手机说

这是县里的拼搏创新微信群

这个群啊

即使到了凌晨三四点钟

也总是叮叮当当

这个群是 2015年建起来的

如今已有 262人

包括全县各局委各乡镇的党政正职

和副县级以上领导干部

当然，还有县委书记和县长

这个群，可真是热闹非常——

每项工作进展如何

各个项目落实情况

叮当

放到群里晒一晒

你有学习心得

我有好的念想

叮当

拿到群里晾一晾

叮当一声

这是上级在给予指导

叮当一声

这是领导发来了赞扬

这群人

在日夜不停地

拼搏着，创新着

这个群

就一刻不停地

叮当，叮当，叮当

听着朱春艳的讲述

我的心里突然蹦出一个比方——

这微信群啊，正是兰考大地上

日夜跳动的心脏3

一
悠悠上河，沧桑葵丘。会盟之地，历史悠久。
黄河东坝，浪卷涛吼。沙涝盐碱，民生不守。
焦公尽瘁，流芳九州。精神遗产，举国坚守。
改革开放，勇立潮头。锁沙泡桐，筝琴鸣奏。
脱贫摘帽，全国头筹。小康路上，阔步健走。

二
东坝张庄，原系沙窝。焦公寻源，良策伏魔。
习总书记，心系民瘼。谆谆教诲，开花结果。
美丽乡村，改造院落。红砖黛瓦，天然风格。
春光小院，盈溢欢乐。布鞋文化，乡愁绵多。
桐花书馆，嘉木婆娑。农庄采摘，田园牧歌。

三
堌阳徐场，乐器琳琅。古琴古筝，高端优良。
年产五万，过海漂洋。村庄虽小，雅乐煌煌。
国际文博，惊艳亮相。杭州峰会，温润时光。
许昌小卫，慕名来访。徐家老二，终有佳伉。
宫商角徵，砖雕街巷。红色名城，文艺辉光。

四
今日兰考，百业正兴。城乡发展，气势如虹。
城区规划，格局恢弘。产业集聚，项目支撑。
激发活力，创新引擎。美丽乡村，设计统领。
民为中心，真诚惠农。善哉兰考，不见旧影。
凤凰涅槃，浴火重生。眺望前路，霞蔚云蒸。

乐器村听琴

2018年秋日，兰考徐场村
苍劲古朴的音色 自伏羲式古琴
泡桐面板震荡而出
穿越村巷淙淙流淌

圆木 板材 鹿角粉
雕斫 胎粉 上漆
师旷式仲尼式混沌式
在斫琴师身后琳琅满目

105户有 82户庭院作坊
每年 5万多件套
插上电商翅膀 飞向神州各地
飞越地中海太平洋

兰考，全国民族乐器学术交流会
百人同奏《渔舟唱晚》勾勒水乡丰乐夕阳
深圳，第十四届中国国际文博会
徐场民族乐器精彩亮相
杭州峰会 ，袁莎演绎天人合一境界
徐场古筝温柔了西湖梦幻时光

泡桐啊泡桐，敬爱的焦裕禄书记
慧眼识材选做治沙利器
降伏沙魔迸射出最大能量
改革开放，幻化为脱贫致富明星
会唱歌的木材成就了奔小康的大文章

总书记调研教诲已落地生根
葱郁挺拔的泡桐林华丽转身为“绿色银行”
徐场，小村庄大未来
徐场，红色文化名城的一抹文艺之光

是夜听琴 ，心绪渐入苍茫——
《忆故人》缠绵着对焦裕禄的深沉怀念
《良宵引》流动着和谐秋夜水般月光
《百花引》飘逸着泡桐紫英的宜人清芬
《流水》激荡着大河安澜的汤汤泱泱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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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考，像焦桐一样生长 □张鲜明

编者按

曾经，风沙、内涝、盐碱是

这片土地长久的伤痛；曾经，

贫穷、逃荒、要饭是贴在老百

姓额头的标签；曾经，一个叫

焦裕禄的县委书记为兰考鞠

躬尽瘁，累倒在这里。改革开

放 40年来，兰考发生了翻天

覆地的变化。尤其是党的十

八大以来，兰考人民牢记习近

平总书记殷殷嘱托，大力弘扬

“焦裕禄精神”，以“敢教日月

换新天”的气概，努力奋斗，于

2017年率先摘掉贫困县的帽

子。自此，兰考干部群众开启

奔小康的崭新征程。初秋时

节，本报特邀我省部分作家赴

兰考采风，以真诚的笔触书写

一个崭新的兰考——

（外一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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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长来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