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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万宝

“马天上中央台了！”11月 27日晚，央视
三套的《爱要大声唱出来》节目还没播完，正
阳县吕河乡朱腰村西马庄村民组就沸腾了。
村民们纷纷拥进马天的家分享快乐。

“歌星，给俺唱首歌吧！”平时马天在田间
劳作时，只要乡亲们提议，他总是有求必应，
歌声便会在田间响起。

年过不惑的马天，从没有接受过正规声
乐训练。小时候就喜欢听母亲唱戏、唱歌的
他，慢慢也喜欢上了声乐。小小年纪就走到
哪里唱到哪里。高中毕业后，他省吃俭用买
来音箱，刮风时，他会独自拉着音箱在小河边
唱；下雨天，他会打着伞一个人坐在音箱边
唱；拿着锄头下地时，他几乎都是从地头唱到
地尾……“我自己都想不到，这一唱就是 40
年！”

40年间，邻里乡亲不少都出去打工了，年
终回家时都能带回不少钱。可天天唱歌的马
天不但挣不到钱，还经常需要家里贴钱买设
备、光盘……父亲反对，儿子反对，妻子也不
支持。马天曾做过服装生意，跑过运输，却没

一样挣钱的。后来，他流转了村里的十几亩
田地，边种田，边唱歌。

几年前，马天也曾每天夜里骑十多公里
单车去县城的广场唱。虽然没有收入，但看
着每天有上百人围拢着听他唱，他劲头也更
足了。偶然一次机会，一家卫视的戏曲节目
在正阳县举行选拔赛，马天得了总冠军，进入
年度总决赛。随后，“唱出了名堂”的马天不
断接到一些电视台的邀请，今年初秋，央视三
套《向幸福出发》栏目向他招手……

“把戏唱好，把歌唱好，是我的梦想，也是
咱老百姓的一件乐事儿！”马天说，除了在田
间地头给乡亲们唱歌、唱戏，他还参加了县义
工联合会，经常参加一些公益活动，把歌声送
给养老院、学校和贫困家庭。油坊店村的贫
困户陈彦成，出车祸后瘫痪在床 20多年了，
前些日子马天和义工们去他家慰问时，就站
在陈彦成的床头一连唱了好几首。

“实话说，我也想挣钱，但我更想用歌唱给
乡亲们带来快乐！”马天说，如果商业演出和公
益活动冲突时，他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后者，因
为他更喜欢乡亲们叫着“歌星”让他再唱一首
的感觉。8

□本报记者 刘向东 本报通讯员 刘奕昕

5年前，家住郑州市的退伍女军人李燕送儿子上高中时，两人击掌
约定：一个要考出优异成绩，一个要干出优异成绩。

弹指一挥间。如今，李燕的儿子已是某军校的大学生了，她承包的
120亩荒坡地怎么样了呢？

创业
2013年是李燕艰难的一年。她在新郑市辛店镇黄岗村流转来搞

种植和养殖的120亩荒坡地，一年多时间已耗去了她多年的积蓄，欠着
外债，效益分文未见。

不惑之年的李燕出身军人家庭，转业后偶然来到黄岗村游玩，“附
近四个村三百多户人家七八十户贫困户，好多人种地还都是靠天收。”
看着大片被弃种的地杂草丛生，李燕心里有种说不出的滋味儿。

“穷地方总是要有人去改变的。”萌生承包荒地创业念头时，李燕看
到的是一张张惊讶的脸。“你一天地都没种过，能分清小麦和韭菜就不
错了。”丈夫的疑虑至今犹在耳畔。最终，她还是得到了家人的支持。

请来省里的农林专家“帮扶”、指点，瘦小的李燕在荒坡地里学会了
犁耧耕耙，现实远比她想象得更加艰难，其中的苦也只有她自己吞咽
着——承包土地需要人手，她到附近村里去找，承诺一天一结的工钱，
其实是她咬牙卖掉的房子和从银行贷来的款……为开发这片120亩的
荒坡，本来就百十斤重的李燕，那段日子又黑又瘦，但她硬是和当地村
民一起用铁锹和榔头平整出几公里的道路，每天和村民一起拎着水桶、
拿着小勺，一勺勺为他们种下的果树浇灌……

“其实到现在我都还觉得自己是个农盲。”李燕笑着把一叠复印纸
摆到桌上说，这些都是她的战友在网上查找到的资料，发给她的。“就说
种核桃吧，哪个季节甚至哪个月该怎么管理，他们都会给我说得清清楚
楚。”

创业艰难，李燕也有收获，附近几个村无论她走到哪儿，都会有人
亲热地喊着“燕子”，拉着她说会儿话。

培训
具茨山东麓的黄岗村属于革命老区，也是省级贫困村。几年前，这

里不少农户年人均收入不到两千元。“她们的劳动和生活方式得不到改
变，贫困面貌也就不会改变。”李燕说，经常在她承包的荒地里干活的
300多名女工，几乎都是留守和贫困妇女，也都是她有意从附近村里找
来的。李燕让她们在这儿干活，也努力给她们灌输新的理念。

建起大棚，围起羊圈，种植果树，李燕隔三岔五请一些专家举办培
训班，目的是让村民多学一些科学种养知识。那些日子，李燕每天都是
带着激情打拼，也享受收获的快乐，“不少在我这儿打工的村民开始满
足于我每月给他们的两千多元工资了，但我觉得这不能成为他们真正
致富的路子。”

走村串户苦口婆心游说，李燕想走一条合作社的路子，却收效甚
微。但她很快就调整思路，通过和贫困户结对帮扶，逐步带动起了村民
的种植、养殖积极性。

顶烈日冒严寒，面朝黄土背朝天。李燕和村民一起劳作，为近百个
贫困户每户发放种羊 2只、柴鸡苗 100只……李燕学管理、学营销，还
自己跑市场寻找销路。终于，越来越多的村民参与了进来，李燕的农林
果业合作社挂牌成立了。她重点帮扶的 59户贫困户，很快有 56户实
现了脱贫。

转变
“当年流转这块荒地时，我最大的想法就是赚钱。但现在我不这样

想，我想到的是和这里的村民共同富裕。”李燕说。
李燕的手机里有一个40多人的微信群。“你可别小看这个群，只要

我现在留言，立马能召集来上百个女工。”李燕笑着说，她现在已是附近
几个村的妇女“头头”了，家长里短、邻里关系调解，甚至一些留守儿童
的功课辅导，不少人都会首先想到她。

“附近这几个村的大部分妇女现在都是我的粉丝，我说啥她们都
听。”李燕说，她刚来时，几个村的卫生条件很差，她自己出资购置环保
垃圾袋免费送给村民使用后，就再没人乱扔垃圾了。而且，她还通过合
作社成立了环保义务宣传队，走出村子做起了宣传。

这几个村以前邻里、妯娌间不和睦的事儿挺多，有矛盾时会骂街、
打闹，现在他们更喜欢找李燕评理。“我们爱听燕子的。我和侄子几十
年的隔阂能化解，就是燕子的说和。”村民赵巧玲说。

为丰富村民文化生活，李燕还在空地上建起了“妇女儿童之家”，为
贫困妇女提供技术培训和娱乐设施、器材；为留守儿童提供学习辅导场
所，并经常组织专家开展儿童心理健康教育。同时，她还组建了广场舞
队，自掏腰包购置服装和道具。“以前看别人跳广场舞，我们只有眼馋的
份儿，现在燕子还常给我们请教练呢。”村民侯春霞说。

成绩
5年前的 120亩荒野地，如今已是“枝头蜂蝶飞、地上禽畜欢、树上

挂油果、林间种作物”，一派生机盎然景象。
一直跟着李燕打工的魏新霞说，以前她连零花钱都需要从丈夫手

里要，现在她除了打工，还自己在家养猪养羊，喂鸡喂鸭，不仅有了零花
钱，还有了积蓄。前不久，魏新霞还动员自己丈夫也来李燕这里打工：

“在外打工远离了家乡，远离了团圆和亲情。到燕子这儿工作，能守着
老婆孩子热炕头，还不耽误挣钱，多好的事儿啊！”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2016年，儿子以优异成绩成为一名军校大
学生时，李燕给儿子的成绩单是：她的林果专业合作社连续三年荣获新
郑市科学技术进步三等奖……

前不久，李燕和她的合作社再获殊荣，成为全国妇联授予的“巾帼文
明岗”。她的合作社，还被省农业厅命名为“河南省农民合作社示范社”。

如今，儿子在大学茁壮成长，李燕的创业之路也越走越宽阔。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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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效东

位于省会郑州南的新郑市，离
我的家宁陵县有数百公里。然而，
今生我却阴差阳错地去了四次。这
四次，不但给我留下了难忘的记
忆，还从中折射出了几十年来社会
的变迁。

第一次去是 1971 年春天。那
年，我 27 岁。那时，我家穷得没有
隔夜粮，我老娘就拿出辛苦积攒下
来的几十尺布证，要我跟村里的穷
爷们儿一起去豫南一带换些红薯干
回来度日。

我和元叔等几个爷们儿偷偷在
宁陵县火车站扒上一列火车往西而
行。火车过了郑州刚开始查票，我
们几个没钱买票的人就被逮住了。
检查人员让我们每人缴5元罚款，可
我们哪拿得起呀！火车一到新郑，
列车员就把我们这些人撵了下来。

屋漏偏逢连阴雨。我们几个还
没出新郑火车站，就又被当地的治

安员把我们当“盲流”关在地下通道
的一间暗室里。那时我就想！总有
一天我会像模像样地来趟新郑。
人穷，有时候也真没有其他法儿。
当我们每人被罚了两元钱放出暗
室，在新郑的乡下用布证每人换回
一麻袋红薯干后，还是扒火车回到
的宁陵……

1984年秋天，实行家庭联产承
包责任制没几年，我村的粮食就多
得没处放了。我从《河南日报》上看
到新郑一带有些农民靠养瘦肉型猪
发了家后，立马勾起了我过去的回
忆，萌生了再去一趟新郑的念头。
当我又约俺元叔同赴新郑时，他笑
着问：“这次咱还扒车去吗？”我也笑
着答：“咱还是坐长途汽车去吧，反
正票钱咱俩谁都能拿得起。”

第二天早上，我们爷俩坐上车，
中午就赶到了新郑市郭店乡。一位
姓包的养猪大户热情接待了我们，
优惠价卖给我们两头瘦肉型母猪娃
儿，而且他还把我们直接送到了车
上。两三年后，我和俺元叔就是靠
养猪成了本村的富裕户。

1990年起，我成了省曲协会员，
也成了县政协委员，还不断在报纸
杂志上发表文章。1999年 10月，省
政协要召开宣传工作表先会，通知

我去参加，当我得知开会地点是新
郑时，我笑了……坐火车，转汽车，
我终于可以像模像样地去新郑了！

一进新郑宾馆，我就看到欢迎
各地政协代表莅临新郑的大红标
语。会议期间，与会人员交流了工
作经验，我在会上作了《乐为百姓鼓
与呼》的发言。会后，我们还参观了
新郑的山山水水，机场和高楼。这
时，我才觉得我活得像个人样了。

今年 9月初，我再次去了新郑。
若问我这次去干啥？我是到那里坐
飞机哩——随团到新马泰去旅游，开
开眼界，观赏观赏亚热带的好风光！

也别以为我现在奢侈了。你
想，我已是年过七旬的人了，一辈子
历经苦辣酸甜多少事儿？这些年，
农民越来越富裕了，衣食住行有了
新追求和新向往。这些年，我游了
北京、南京、杭州，也到过大连、青
岛、桂林、黄山，还去过哈尔滨和海
南岛……但我一直在想，能再出一
次国，心里就没啥遗憾了。出国就
要坐飞机，坐飞机就要来新郑机
场，顺便再看看郑州航空港，何乐而
不为？

四去新郑，每次都留下了说不
完的故事，也留下了我的辛酸和欢
笑。现在我想着这些往事，只觉得
社会在不断变好，百姓的日子越来
越红火，祖国越来越繁荣富强。8

□薛凯敏

闲 来 翻 看 相 册 ，一 张 拍 摄 于
1987年，我们一家七口人在县城照
的彩色照片映入了我的眼帘。虽然
它已经有些褪色了，这却是我们家
第一张真正意义上的彩色照片。

在此之前，我家的相框里也有
几张彩色照片，但都是照相师傅用
水彩涂抹出的。即使这样的照片，
当年也不是每家每户都能照得起
的。在农村，只有条件稍微好一点
的家庭，每年才有机会去照张相，还
要在照片上写上一行小字：某年某
月某日照。在那个并不富裕的年
代，让照相师傅用水彩涂抹出彩色
照片，也是一种奢侈。

记得 1987 年夏天，从来都是
精打细算过日子的父母突然告诉
我：明天咱家都去县城照相，而且
还要照彩色照片。这个消息在那

个 时 候 无 疑 是 振 奋 人 心 的 。
城里是另外一个世界，进城

逛 一 天 ，是 我 那 时 的 梦
想。更重要的是，那

时的我只看过彩色

电影，还从来没有想过自己也能照
彩色照片。

第二天吃过早饭，父母让我们
兄弟五个都穿上干净衣裳，他们也
梳洗一番，带着我们像走亲戚一样
上了通往县城的大路。一路上，我
们跟在父母身后说笑着、追逐着。
笑声、父母的吆喝声伴随着清风飘
散在田野里。这样一路说笑着，一
路畅想着，徒步 12公里到达县城时
还不觉得累。

我父亲年轻时走南闯北好多
年，是我们家唯一见多识广的人。
到达县城，父亲根本不用向别人打
听路径，带着我们穿过几条大街小
巷就走进了一家国营照相馆。进入
照相馆，我们就像刘姥姥初进大观
园一样，看什么都稀奇。背景幕布
上绘制的亭台楼榭、山水风光，让
我们觉得，这屋子太大了，大到连
山都装得下。在聚光灯照耀下，我
们围绕在父母身边，“看这里，看这
里！”摄影师一边举着手一边吆喝
着，只听得咔嚓一声，照相完成了，
我的心又不平静了：彩色照片是不
是还像以前水彩涂抹出来的那样，
有两个红红的脸蛋啊？

几天后，当一张色彩艳丽逼真
的照片被父亲取回家时，我真是激
动了好多天：太美了，太漂亮了！

伴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彩
色摄影在我们这里也不再是什么稀
罕东西了。1999年春，我去九寨沟
旅游时，借了一台 135型相机，购买
了5卷“乐凯”牌彩色胶卷，想过一把
摄影瘾。但由于摄影技术欠佳，拍
出来的画面不是曝光不足就是曝光
过度，真正完美的没有几张。看着
这些辛苦拍摄出的残次品照片，我
想，啥时候能拥有一台照相机，只需
一按就妥！这样的技术难题，很快
就被“傻瓜”相机攻克了。“你只需一
按，其他的由我们来做！”

后来，我 购 买 了 一 台 数 码 相
机。那些日子里，我一下班就出去
拍 照 —— 反 正 不 需 要 花 钱 买 胶
卷。拍摄后，我会挑选一些自认为
不错的发到微信朋友圈里，和一些
影友交流摄影技巧……然而现在，
我只是偶尔在季节变换或周末时
才会背着相机出去拍摄几张。不
是我没有了拍摄的那份激情，而是
当我的手机拥有了和相机几乎差
不多的功能后，就很少“劳驾”我那
台相机了。

如今，随便用手机拍摄一张，都
会是色彩艳丽、画面逼真的照片，
蓝天蓝得幽静，白云白得纯洁，绿
荫绿得欲滴……而在过去那个只有
黑白照片的岁月里，拍摄一张彩色
照片是多么奢望的一件事啊。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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