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谈获奖

这是“上天赐予的礼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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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学的海洋里，诗歌是美

的象征、浪漫的代言，以其独到的

表现形式和视角，为读者展现出

缤纷世界。

在今年8月揭晓的第七届鲁

迅文学奖评选中，许昌诗人杜涯

凭借诗集《落日与朝霞》获得诗歌

奖。她也成为第七届鲁迅文学奖

中，我省唯一的获奖者。

鲁迅文学奖，与茅盾文学奖、

老舍文学奖、曹禺戏剧文学奖并

称中国四大文学奖。杜涯为何获

奖？她的诗意人生是如何开启

的，对未来又有哪些打算？9月8

日，杜涯接受本报专访，谈她心中

的诗和远方。

地方传真

本报讯（通讯员 赵市伟 魏泽森）“我们
等这工资两年了，要不是你们的大力支持，还
不知道我们要等到啥时候呢！”近日，拿到
32000元救助款的农民工来到许昌市魏都区
矛盾调解化解中心，向合力指导化解该案的
法官和调解员送锦旗致谢。

2015年，耿某在袁某承揽的一办公楼建
设项目中负责铺设楼顶保温砖工程，工程总
价款 45000元。工程如期完工后，袁某仅仅
支付耿某 2000 元，并用十箱酒抵偿工程款
8000元，余款一直拖欠未付。多次索要未果
后，耿某将其告上法庭，法院判决员某支付耿
某35000元。

判决生效后，袁某拒不执行，耿某申请强
制执行。该案进入执行阶段后，执行干警多
次电话联系袁某敦促其履行判决义务，对方
刚开始称在外地，后来干脆拒接电话。执行
干警通过网络查控系统查找其名下财产，却
一无所获，该案一度陷入僵局。

因为迟迟拿不到钱，耿某等人情绪激
动，多次到法院和其他部门反映情况。为切
实做好涉民生执行案件化解工作，维护农民
工合法权益，魏都区法院一方面邀请老马工
作室的金牌调解员马增杰参与调解，稳定耿
某等人的情绪；另一方面积极为耿某等人申
请信访救助金。最终，在法院与调解员的共
同努力下，耿某顺利拿到 32000元信访救助
金。7

“人，充满劳绩，但仍诗意地栖居在这片
大地上。”在杜涯的眼里，诗歌可以提高人的
修养，会让一个人越来越高尚、温柔、宽容，
坚强面对外在的困厄和灰暗。

杜涯对诗歌充满感激：借助于它的翅膀
和高度，她才尽可能地接近了那个渺远的属
于自己内心的世界。并且，正是写诗，让她
在即使暗淡的现实生活中保有光明与温暖。

“诗歌是我生命的底色，没有诗歌，我无
法生活、生存下去。”杜涯说，诗歌是雪山顶
上的那一片纯粹和明亮，为了那一片纯粹和
明亮，“有的人可以放弃现实生活中的一
切。我就是这样的人”。

获奖，是对杜涯多年写作的肯定与鼓
励。但她认为，获奖并不是衡量作品水平高
低的标准，更不意味着获奖者的写作境界已
经达到了顶峰，可能只有作者自己知道，心
中的诗歌顶峰在哪里。

杜涯说，她还会待在家乡许昌，会把观
察到的家乡的风物，很自然地表现在未来的
诗歌当中。她也希望，能有更多的人在诗歌
的浸润下变得美好。7

□本报通讯员 孔刚领

在许昌乃至整个河南，只要提起建安区河
街乡，人们首先想到的就是腐竹。40年来，河
街生产的腐竹摆上了千家万户的餐桌。在河
街乡，提起邢庄村的倔老汉邢国彬几乎是家喻
户晓的人物。

现年66岁的老邢在豆制品生产加工行业摸
爬滚打40年，从起初的家庭作坊发展到如今的
现代化企业，从土生土长的农民到明星企业家，
一路走来，个中滋味，可以用苦辣酸甜来形容。

改革开放的春风吹来，让“不安分”的邢国
彬坐立不安，他提出了开办腐竹厂的想法时，
不少人劝他等等再说，可他却说：“人家南方人
都在开工厂，我们还等啥，只管试一试！”

1979年，邢国彬在家搭起简易房、支了一
口锅，一家人开始做腐竹，他每天早上到村头
井口，排队用辘轳打水，来来回回挑几十桶
水。然后套上牲口开始磨豆浆……一天下来，
累得腰酸腿痛。

“一年下来一算账挣了2000多元，一家人高
兴得合不拢嘴。”邢国彬回忆说，“做腐竹比种地
挣钱快。随后不到一年的时间内，我们村有10
多户也支起锅台，开始做腐竹。几年后，大部分
农户都干起了这一行，俺村成为腐竹专业村。”

邢庄腐竹专业村声名鹊起，风靡一时。而
邢国彬成为早期率先富起来的“万元户”，1984
年受到县政府表彰。

邢国彬告诉记者，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河
街乡的腐竹生产达到鼎盛时期，全乡从事腐竹
加工的人家有4000多户，仅外来从业者就达2
万人。

大家都磨腐竹，产品销售成了问题。邢国彬
家生产的腐竹虽不愁销路，他却突然宣布停业，
改行做销售。1985年开始，邢国彬白天找蔬菜
公司找销路，晚上又乘火车赶往另一个城市。

1987年 12月的一个雪夜，他押车赶往河
北途中，汽车中途“抛锚”，冰天雪地里，他和司
机在风雪中自己修车，冻得浑身哆嗦，只好拿
出“二锅头”喝两口御寒。

随着像邢国彬一样的专业销售人员的增
多，河街腐竹产品由河南走向了全国市场，在
北京、天津、武汉、西安等30多个大中城市都有

“河街腐竹”专卖柜台。
邢国彬说，但由于生产设备落后、卫生不

达标，个别商户甚至使用“吊白块”，以及外
省商家冒用河街腐竹的品牌，以次充优，严重
影响了河街腐竹的市场声誉。加上无序竞
争，导致河街腐竹产业逐年萎缩，滑向危险的
边缘。

2006年以后，政府部门对腐竹产业进行集
中整顿，取缔小作坊，建设了腐竹产业集聚区，
共有33家示范企业入驻，腐竹产业走上了规模
化、产业化、品牌化的发展道路，开始浴火重生。

“有人说老邢倔，有人说他眼光独到。政
府开始整顿时，别人家有的停了，有的搬走
了。可他却杀了个回马枪，重操旧业了。”邢国
彬的妻子李金凤说。

2007年年初，邢国彬在政府的支持下，成
立了许昌康利世纪食品有限公司，建起了标准

化的生产车间，12条生产线上马。
“科学技术就是生产力，磨腐竹也不能安

于现状。”多年来，邢国彬不断更新设备。从上
豆到出浆，工人只要按按电钮就能完成大部分
工序，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生产车间还用上
了卫生瓷砖，卫生标准在同行业中做到了一
流。2002 年，他的公司注册了“文锋”商标，
2009年，公司的腐竹产品获国家地理标志产品
保护。2015年公司被市政府授予“农业产业化
市级龙头企业”称号。

采访中，记者看到宽敞整洁的车间里热气
腾腾，袅袅不绝，一口口标准化的不锈钢方锅
里，煮沸的黄色豆浆不时凝结起皮，身穿蓝色
制服的女工穿梭其间，眼疾手快，迅速地将凝
固的豆皮从热锅中揭起，捏制成条，挂上锅上
方的钢架，动作一气呵成，如行云流水。钢架
上的腐竹条挂好连成一片，如同一面面金色的
旗帜，蔚为壮观。

“创立一个品牌易，保持一个品牌难。这
些年我们几家上规模企业发挥示范作用，自我
约束，自我加压，力保许昌腐竹的品牌形象。”
邢国彬说。

邢国彬生产的腐竹因质优、不含添加剂，
销路甚广。目前，他的公司生产的腐竹供不应
求，市场覆盖全国大部分地区，并出口到韩国、
澳大利亚。

宝刀未老，壮志凌云，期待老邢续写更加
精彩的故事。7

本报讯（通讯员 樊军培）芦苇摇曳，秋
湖湿地风景如画；风掀碧浪，生态水系沁人
心脾；高楼林立，品质小区鳞次栉比……近
年来，东城区以棚户区改造、项目建设为抓
手，聚焦高质量发展，着力构建创新型现代
产业发展体系；聚焦生态高颜值，着力建设
美好家园；聚焦民生高品质，着力提升人民
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宜居、宜业、
宜学、宜商、宜养、宜游”的东城区已经成为
许昌市的一张靓丽名片。近日，在“改革开
放 40年见证东城新变迁”媒体集中采风暨
摄影大赛中，媒体记者和摄影师对东城区的
绿地游园、商业体系、美丽乡村建设、安置小
区建设、社区党建等情况进行了观摩，对东
城区的发展有了相对全面的认识。

“东城区的变化可谓日新月异，我深切地
感受到许昌真美！”观摩走访后，中国网记者
张晓奇说，东城区高品质小区与广场游园错
落有致，环境优美，形成了宜居宜业的花园式
城市，令人赞叹不已。在东城区恒大绿洲社
区、李庄社区，大家领略了东城区如何以党建
引领打造“以民为本，为民办实事的社区典
范”；在科技广场、许都公园等处，大家没有看
到抽烟和乱扔垃圾的人，体会到城市居民的
文明程度之高。

摄影师毛国灿说，东城区的巨变让很多
人感到意外、惊讶和震撼。这里多年前还是
城郊乡野，如今已是高楼鳞次栉比，道路平
整宽阔；多年前还是河沟荒坑，今朝已是碧
波荡漾的湖泊湿地……健身运动场、儿童乐
园等分布在街头游园，居民切实有了改革开
放中社会发展的获得感、幸福感。他表示，
在“改革开放 40年见证东城新变迁”媒体集
中采风暨摄影大赛中，摄影爱好者将选择城
市最佳亮点，用瞬间定格永恒，用特写折射
全景，用过往彰显未来，记录东城区的发展
与变迁。7

本报讯（通讯员 焦永生）“保证安全生产
是我的工作职责，为了个人生命安全，为了家
庭幸福安康，为了公司安全稳定，我宣誓……”
9月10日，许昌供电公司举行秋检施工安全誓
师大会，百余名专兼职安全员、班站长及职工
代表庄重宣誓并进行安全宣誓签名。

随着秋检工作的全面展开，施工现场点
多面广，给安全工作带来巨大压力。为深入
贯彻落实“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综合治理”的
安全工作方针，保持安全生产工作长周期稳
定，许昌供电公司积极拓展安全教育思路，通
过开展秋检施工安全誓师大会，正确引导和
动员广大员工时刻紧绷安全弦，确保安全生
产工作可控、能控、在控，全面提高安全管控
水平。

誓师大会上，百余名专兼职安全员、班站
长及职工代表承诺将认真遵守安全生产各项
规章制度，规范各项工程施工全过程安全管
理，落实现场安全风险管控措施，进一步增强
安全责任意识，切实做到施工内容、施工方
案、施工作业票（工作票）、现场执行的安全措
施“四对照”，现场工作任务、作业范围、作业
程序、危险点、安全措施“五清楚”，坚决杜绝
各类违章行为。

“誓言是一种承诺，更是干好安全工作的
决心。通过安全宣誓活动，不仅能够激发员
工履行好各自的安全责任意识，而且这种别
开生面的安全教育活动也营造了人人讲安全
的浓厚氛围。”对于安全宣誓活动，该公司输
变电分公司安全生产办公室主任李志光说
道。7

法官和金牌调解员联手执行

农民工喜领民生款

有“颜”有“品”
东城区获点赞

许昌供电公司

秋季施工誓“不违章”

从“万元户”到企业家

“冒富大叔”的风云40年

杜涯喜欢诗歌，应该追溯到母亲的启
蒙。两三岁时，母亲就经常给她念诵民谣
和诗歌经典，在潜移默化中熏陶着她对诗
歌的韵律感。

1980年的暮春，12岁的杜涯在村庄南
边的一片树林里写作业，有那么一瞬间，感
觉春风拂面、树叶摇曳，诗意盎然。于是，
她不写作业了，而是写了第一首诗歌《歌唱
春天》。当然，那时候写的实际是“顺口
溜”，或者叫打油诗。

16岁那年，杜涯考取许昌卫生学校，
等于跳出了农门。到了学校，杜涯又开始
写诗。那时候，她对蓝棣之先生编选的一
本《现代派诗选》爱不释手，它也让杜涯认
识了戴望舒、卞之琳等诗人，认识了现代派
诗歌。

毕业后，杜涯当过护士、杂志编辑，辗
转许昌、郑州、北京等多地，在奔波的生活
中，她始终保持着对诗歌的热爱，从杜甫、
李贺、李商隐、海子的诗歌中吸收养分，也
从里尔克、艾略特、叶芝、狄金森、阿赫玛托
娃的作品中汲取营养。

她在诗歌之路上不断进阶，在语言及
形式上做了多种尝试与探索，包括符号诗、
长廊诗、阶梯诗、十二行诗等，直至写出了
《桃园之行》，才找准并定下了自己的基调：
将心中的小说的陈述方式(而不是虚构)引
入诗歌，形成独特的“叙事”风格。

2007 年年底，正在北京的杜涯毅然
决然地回到许昌。为何这样做？杜涯说：

“我要感谢北京的大度和大气，可是生存
的压力使我不能把主要精力用在读书和
写作上，这时常让我苦恼、困惑。”因此，她
要把一些羁绊甩掉，然后全力以赴，攀爬
心中的诗歌高峰。

海德格尔说：“诗人的天职是还乡。”回
到许昌的杜涯，如鱼得水，回到了聆听大自
然声音的状态之中。

对杜涯来说，“还乡”有两层意义。第
一个层面是现实意义上的还乡。实际上，
杜涯一般是不和人谈诗歌的，谈得最多的
是家乡。她在外面开会，在外面与人交往，
从来不以是河南人而自卑。恰恰相反，杜
涯觉得身为河南人很骄傲。杜涯认为，中
国最好的地方是河南，是上天恩赐予的人
间福地，或者说人间天堂。

而精神意义上的还乡，则是另一个层
面的意思。曾经，杜涯以为外边的世界很
大。如今，她觉得，世界只有故乡那么大。

她在寻找和回归的是现实的也是精神
的故乡。

“我现在上午写作，下午散步，看
落日，看朝霞，一般不与外界来往，但
生活得很充实。”杜涯说，《落日与朝

霞》很多篇章写的是自然景色，但
实际上写的是对生命、时间和空
间的思考和感悟。

杜涯一直默默地在诗歌之路
上行走，从未违背写作的初
心。她是一个来自基层的中
原诗人，她的写作像秋日暮
晚或春日朝霞晕染下的大平
原一样开阔而平静。她是孤
独而敏感的，又对乡土和苍
生怀有悲悯之心。

吉狄马加
中国作协副主席、第七届鲁迅文学奖

诗歌奖评奖委员会主任

鲁迅文学奖是以鲁迅先生命名的文学

奖项，是中国具有最高荣誉的文学奖之一，

分中篇小说奖、短篇小说奖、报告文学奖、诗

歌奖、散文杂文奖、文学理论评论奖、文学翻

译奖等多个奖项。鲁迅文学奖的单项奖每

两年评选一次，每 4 年评选一次鲁迅文学奖

大奖。

生命有涯诗无涯
——专访第七届鲁迅文学奖河南获奖者杜涯

杜涯接到获奖通知，是在8月一个周末的
下午。正在家中读书的她，接到了北岳文艺
出版社一位责编的电话，告知并恭喜她：诗集
《落日与朝霞》获奖了。

“我的感觉，有惊有喜。”杜涯说，当初参
评时，是抱着一种“试试看”的心态。在内心
深处，她感觉，鲁迅文学奖是只能遥望的远
方，以至于最初“通知我说获得提名，让我都
很吃惊”。

当“馅饼”真的从天而降，她先是惊讶，后
是喜欢，就像是“上天赐予的礼物”。

西沉的落日里有永在的方向／它引导群
树、晚霞、飞鸟的翅膀／清辉向暮垂落，山河
也趋向壮丽／滚滚的星宿，它总是年年出现
在岚霭里／在旷野上，在一条路的尽头，在远
处的树林上／所有的事物都朝向了温暖，温
暖而又惆怅……

这，是杜涯诗作《落日》的一段。
诗集《落日与朝霞》收录了杜涯 2007 年

至 2015 年创作的诗歌，分为“忧歌”“散步”
“远方之光”“告别”“北方之星”等6辑，前期的
诗歌从大自然生活和苦难经历出发，将人生
经验进行诗性提炼，使之具备了强烈的抒情
性；后期的创作从早年的时光、生命、流逝转
向更为深远开阔的无限、永恒、生命归宿等主
题。总而言之，《落日与朝霞》既有小心翼翼
的浪漫，又有生命不能承受之重的现实；既有
人间草木的美好与温暖，也有生离死别的忧
伤与哀愁，氤氲着一种能让人感动的情愫。
读者可以从中领略中原风光，感受到乡村世
界的美好和时间流逝的哀愁，深思生命的有
限和永恒。

评论家谢冕说，《落日与朝霞》是“在大
自然的律动中敏感到属于生命和时间的
哀愁”，是杜涯“用自己的方式记录、表
达、呈现和构建现实”。

创立一个品牌易，保持一个品牌
难。这些年我们几家上规模企业
发挥示范作用，自我约束，自我加
压，力保许昌腐竹的品牌形象。

邢国彬

谈经历

诗人的天职是还乡

B

谈未来

诗歌是我生命的底色

C

新闻链接

鲁迅文学奖

诗歌是我生命的底色，没有诗歌，
我无法生活、生存下去。

诗人杜涯

邢国彬在车间检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