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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文学

圃田四记

我与改革开放 年

□郑彦英

一、圃田，有铁路和火车的新型田园

在郑州东南方向，平坦的庄稼地上，散落着
几个村庄，一条铁路蜿蜒着从几个村庄中间穿
过去，间或有火车从这里经过，冒着很雄壮的滚
动着的白烟，随着火车穿行，滚动的白烟朝着火
车后面飞去，散落在苍茫的天空。铁轨与车轮
的撞击声由远及近又由近及远。有时候火车还
会拉响汽笛，豪迈地嘶鸣一声，声音很浑厚，若
行走在山林中虎的吟。

这是我多年前对圃田的印象，大概是我到
郑州生活和居住的第五六个年头，在一个夏日
的周末，声音嘶哑的文学发烧友刘贫农约我去
钓鱼，我问去哪里，他说去他的老家圃田，我根
本没弄清圃田两个字是哪个圃哪个田，就糊里
糊涂地跟着去了。

是一个离村庄相对远些，却离铁路近的水
洼，水洼的边沿是芦苇，我们到达水洼跟前的时
候，听见一片蛙鸣声，这时候火车来了，咣当响
着从水洼边过去，却没有影响蛙鸣，反倒是我拨
动芦苇的动作，弄得水洼里的青蛙戛然失了声
音，而且有扑腾扑腾的入水声，我知道这是青蛙
跳进水里的声音。不禁惊奇，火车恁大的响动
都未触动它们，我这小小的动作却惊扰了它们
的生活。说不定有青蛙正在求偶，我破坏了它
们的爱情进程。我把我的发现给朋友刘贫农说
了，刘贫农正在收拾鱼线，朝最近的村庄翘了一
下下巴。

这时候火车正经过这个村庄，浓烟从村庄
的树梢上卷过，树下的鸡照样不慌不忙地刨食，
两条狗在互相追逐，一头猪在树干上蹭着身子
的痒，一头牛卧着反刍，一男一女两个农民拿着
农具从粪堆旁走过。

我的脑子里顿时出现了田园两个字，虽然
中国的铁路大动脉从这里经过，开始时或许给
这里的田野和生命带来惊扰，但是时间一久，所
有的生物都习惯了，新的习惯一日一日重复着，
形成了新的秩序，便有了新的、有铁路和火车的
田园。

不久，我坐火车到开封，火车在圃田站停了
一下，列车员报站说是圃田站，我心里不禁一
动，朝窗外看去，便看到了一个水泥站牌，一人
高的样子，被白灰刷了，在阳光下很朴素地立
着，就在这朴素的站牌上，显着两个黑字：圃
田。不吭不哈的，似乎有点不好意思。我从站
牌上看过去，后面是火车站的砖墙，墙外面是村
庄，有房顶，还有掩映着房顶的树。

我终于知道圃田两个字咋写了，从此，圃田
这个地标以及地标周围的生态，深深地存入我
的记忆。

二、刘贫农的喜事

他笑了，沙着嗓子说，他家那地方是个风水
宝地，被国家相中了，成了国家“十一五规划”的
一部分，所以他搬迁了，他家一下子迈进小康
了。

回家后我上网查了一下，知道规划中，铁道
部要在全国建立18个集装箱中心站，郑州是其
中一个，而郑州这个中心站的选址，就在圃田。

圃田！我立即想起我多年前去钓鱼的地
方，想起那些芦苇和青蛙，想起那里的人畜对火
车的适应，想起那一对追逐着的狗。

这让我很兴奋，我知道如今的世界，物流往
往改变一个地方的政治经济。一个多世纪前，
正是由于海上物流的开展，才使得一些海洋国
家一跃而成世界强国，而物流一直在升级换代，
在目前的情况下，已经形成了以集装箱运输为
主流的物流运输，这对于郑州这个火车拉来的
城市，又是一个新的机遇。但是这个机遇空间
有多大，能产生多大的效益，能对郑州做些什么
贡献，我一下子还说不准。

在不久后的一次聚会中，我见到这位沙哑
嗓子的朋友刘贫农，他给我敬酒，我抓住时机站
到酒桌一旁，禁不住说了我的问题。

他端着酒杯，重重地朝前一晃，杯子里的酒
闪出去一大半，这是他说话爱做手势的必然结
果，他索性将杯子里的酒灌进嘴里，然后说：“你
咋这么迷糊呢？咱新发展的这几十年，一下子
成了世界经济大国，靠啥呢？靠的是咱的货物，
咱的货物卖到西方，才能产生效益。没有集装
箱，货物还没运到就飞干净了，就被其他国家笑

掉大牙了，谁还买咱的货物？”
我点点头，知道他说得很对，但我承认我是

从农村出来的，要在一瞬间拥有国际化的思维，
还有难度。

他知道我没有完全弄明白，就摆摆手说：
“明天我拉着你，实地看一看。”

第二天，他拉着我到了郑州货运东站，他毕
竟是这一块地方的人，熟人多，他在电话上哇啦
了一会儿，就从站里出来了一个穿铁路制服的
中年男人，这个人胳膊很长，一般人站着，手垂
到胯部，而他的手，直接垂到膝盖处。他就用这
个长胳膊指着东站前面的路，说这里曾经是全
亚洲最大的货运站，但是现在不行了，不适应发
展了，巨大的货物运输量，已经使东站捉襟见
肘，特别是集装箱运输，就一个进站问题，难住
一群英雄汉。所以，在圃田建立集装箱中心站，
是特别有眼光的选择。

我微笑着又问了一句：“咱郑州有那么多的
货往外运吗？”

“当然有！”长胳膊一挥，挥向了站台上的货
物垛，“你以为这些货都是咱郑州的吗？不，大
部分是外地的，郑州只是个集散地，东站和即将
建好的集装箱中心站，就是集散中心。”

我这才深深地点点头，对他表示感谢。
沙哑嗓子的刘贫农又拉着我，到了正在建

设的集装箱中心站，这里已经被圈了起来，顺着
路，有一个大的进出口，巨大的货运汽车轰鸣着
从这里进出，我们的小汽车就十分渺小，我们的
车跟在大车后面，想跟着进去，却被火眼金睛的
保安挡住了，刘贫农立即下车，递给保安一支
烟，保安接住了，他给保安点着火，然后沙哑着
嗓子说：“我就是这个村的，想看看我家的地方，
建了个啥新鲜建筑。”

保安已经抽上他的烟了，一听这话，猛然一
吸气，就呛住了，弯腰闪背地咳嗽了几下，才说：
以为你有通行证呢，这没办法，虽然抽了你的
烟，但是不能进。

我过去帮了一句：“他就是这个地里长出来
的人，他要不同意，你这地方建不成！”

保安笑了：“你要有这么大的势，就不用给
我说这些话了。”狠狠地抽了一口，把烟吸到嘴
边，噗地一吐，拿起对讲机向他的领导请示。

没想到一听对方的声音，我的朋友立即凑
过去，大声说：“你听我是谁？你的人竟然把我
挡住了！”

于是我们进去了，那个被他吼的人也一溜
烟来了。

进来了我才后悔了，其实就是个挖掘和打
夯的工地，根本没什么看头。我的朋友却津津
有味地看着，还和他的朋友比画着，突然扯了一
下我的衣服，指着前面不远处，一个打夯机正在
那里咕咚咕咚地打夯，他说那个正夯实的地方，
就是我俩多年前钓鱼的地方。

我的心里咯噔一下，眼前自然浮现出那些
芦苇在风中摇曳的画面，还有那波光粼粼的水
面。自然想到：从野地水洼到建设工地，这本身
就是发展。人类如果不发展，现在还刀耕火种
呢！

三四年后，刘贫农请我到了圃田，虽然还是
穿过几个村庄到达集装箱中心站，但这里已经
完全是个现代化的场站了，高大的龙门吊矗立
在轨道上，长长的吊臂如舞蹈演员伸向空中浪
漫的手臂。这时候一列满装着集装箱的列车徐
徐开来，在中心站尽头停下来，紧接着，龙门吊
朝那里开去，停稳后，将一个个集装箱稳稳地吊
向空中，又缓缓放到站台货位上，调度是一位精
干的方脸女子，对我们说：“这是一个专列，从满
洲里运来，每个集装箱重43吨。”

我一惊，脱口道：“43吨，就这么轻轻松松
吊起来？”

女调度笑了：“还有50吨的箱子呢！”
是元月，天很冷，平坦的集装箱中心站给了

西北风通行的绝好地势，所以我们站在站台上，
感到风在割脸，而且狠着心往衣服里钻。我把
衣服往紧里裹了裹，依然兴致勃勃地看着列车
进出和货物装卸。

郑州集装箱中心站副主任史锋华是我的陕
西同乡，听说我来了，赶到站台，拿着一个夹子，
里面有货物运载调度等一系列工作文件，他打
开夹子让我看着一页页文本，告诉我：“郑州的
中欧班列，已经每周六个来回了，从我们脚下发

44个车皮的专列到德国汉堡，11天至 15天到
达汉堡，再由汉堡分发到欧洲各地。咱们的风
神轮胎、名扬窗帘，才能在半个月以内到达汉
堡。”

我不由问：“已经有很发达的海运，为什么
还要从铁路走呢？”

刘贫农一摆手：“你真是个光会写书的外
行，海运最少得三个月，有些东西等不到三个
月。”

“那价格呢？”
“当然，比海运贵一点点。”
“噢。”我点点头。我想到了海上，什么第一

岛链第二岛链，万一把我们在海上的路锁住了，
我们已经开通了直达欧洲的铁路运输线，这对
我们的生存和发展，是必不可少的。

三、年轻的亿万富豪，让火车与
汽车“联姻”

2016年 9月 27日下午，我如约到了郑州东
区的一个写字楼，去拜访郑德豫华汽车贸易有
限公司董事长钟凡。事先陆港公司的朋友给我
介绍说，这个董事长很年轻，思路很清，做汽车
做得不错。但是我怎么也没有想到，这个小伙
子是 1989年生人，还不到 30岁，年轻得让我羡
慕。

毕竟是年轻人，没有那些俗套，坐下来就给
我谈他的创业经历。

“我做车，在这个行业，也就三年左右，父辈
在欧洲做生意，来往经常带着我，我当时也就是
去旅游、去玩，年轻人嘛就喜欢车，对车感兴趣，
到欧洲了就关注汽车贸易，到汽车 4S店、汽车
展厅去考察去看，发现欧洲当地的车与国内的
车差价比较大，咱们国内的汽车关税消费税比
较高，根据排量，3.0排量、4.0排量、5.0排量，消
费税跨度很大，所以就造成咱们国内进口车的
价格是比较高的，这些高端车的主产商都是在
欧洲，当时我把欧洲买车的价格跟国内买车的
价格做了一些比较，发现这中间有 25%-50%
的差价。于是就想，我是否能把国外的车运到
国内，让国内的消费者感受到真正的实惠，以一
辆 100 万元的车为例，我卖 90 万元，4S 店卖
100万元，这个时候消费者肯定会倾向于我，感
觉是比较有前景的。”

说到进第一辆车，他笑了，说这完全是个缘
分。

“是 2014年，当时我在汉堡，听朋友说，河
南省的省长来了，还带了考察团，我一听很亲
切，就去了那个酒店，当时是在做现场发布会，
我记得当时还有一位领导，是我们郑州市的市
长。”

我补充说：“是郑州市委常委、副市长薛云
伟。”

钟凡说：“噢，当时，薛市长用流利的英语在
那里讲话，讲这个中欧班列，讲河南的优势，讲
我们的政策。我觉得特别好，就有了依托这个
中欧班列做汽车的想法。不久，大概是 6-7月
份吧，我知道郑州的汽车平行进口口岸获批的
事，但是没有人敢尝试这条线路，感觉有风险。
但是我想，省长都在这儿说过了，不可能说了就
拉倒，所以就有了当小白鼠的心态，觉得我们年
轻人，要有冒险精神。”

我不由问：“当小白鼠，准确，但顺利吗？”
他点点头：“还算顺利，在欧洲那边买了车，

是路虎加长版，欧洲市场不太喜欢加长的车，卖
得又很便宜，我当时就在欧洲买了。在陆港欧
洲公司的帮助下，顺利上车，15天到郑州，因为
整车是进口贸易的特殊商品，我们铁路东站的

海关，还有铁路东站的商检都比较重视，当时我
们进过来的车还是相当高端的，还不是低配的，
是最高配。记得当时最有感触的是，那个时候
我们是大年二十八报关出来，在车到之前做了
很多报关的手续，不是我们催着他们，而是他们
催着我们，对我们特别关注。我们也积极做工
作，大概是在大年二十四的时候，把这些单证都
弄好了。当时应该是 4-5个工作日，就清关出
来了。我觉得海关和商检对我们当时头两台车
的通行非常上心，包括现在我们的业务量做得
也是慢慢在往上走，海关、商检一直在给我们协
调，给我们沟通，我们在进步的同时，他们也在
学习，现在整车口岸基本上进了几百台车了。”

我不禁插话说：“不要小看你这两台车，你
这车事关重大，因为是郑州作为汽车口岸，进的
第一批汽车。所以不管从海关还是国检，还是
陆港公司，都会进入他们的史册。”

钟凡看看我，说：“我当时可没有这样想，只
想着害怕做不成。我现在回忆一下，我们公司
当时特别小，就三四个人，也谈不上什么公司，
小微小微的，过年前天很冷，在海关查夜看台
上，海关的商检的工作人员很辛苦，跟着我们一
块做，让我们很感动，更坚定了做这个的信念。
现在，我们和陆港、海关、国检，配合得特别好。”

他微笑着，继续说：“第一次顺利成功，我感
触挺大的，觉得这个事情可以干。第一，让老百
姓能体会到车价格的低廉，第二，我们中间也有
一个利润存在，第三，也给国家创造税收了，第
四，我们中欧班列整车口岸的建立必须要有车
走，要完成的运输和进口任务，相当于一举三
得。”

说到这儿，钟凡欣喜地对我说：“现在郑州
也建自贸区了，你知道吗？”

我点点头：“看到新闻了，这对你好吗？”
他又一笑：“特别好，有自贸区了之后，我们

车过来有三个月的保税，也就是说我们车到郑
州，出关以前，在三个月时间里，可以先不交税，
卖一台报一台，等于说可以创造很大的利润，减
轻了资金上的压力。也容易让我们公司常态化
运作。比较一下，感觉中欧班列，‘一带一路’的
国家顶层思维和构想给我们这一代人带来了太
多的东西，比如我们按传统海运，运输汽车要45
天到天津，我在天津报关怎么也要半个月，我在
郑州 5天。所以我觉得资金的运转速度将意味
着加速，可能运费比海运会贵一点，但是通过我
们资金的运转速度稀释了运费，也是值得的。”

当我问他现在的规模做到什么程度时，他
说：“去年一年，我们公司进口了1500辆豪华轿
车。”

“1500辆！”我惊讶地说：“如果一辆车赚 1
万块钱，你就可以赚1500万元。”

他笑了：“怎么只能赚1万元呢！”
我没再往下说，如果一辆赚 10万元，他们

公司去年就有利润 1.5亿元，从这一点上说，王
建林说的那个“先订个小目标，赚它一个亿”，不
是笑话。

说到这里就轻松了，我就问了他的成长经
历，他看着我说：“我原来是运动员呢。”

我惊奇：“什么运动员？”
“足球。”
“河南建业你去过吗？”

“开始就是在建业队。”
“你跟胡葆森熟吗？”
“他是老板，我是球员，见过，却没打过交

道。”
“我在建业的青年队和预备队待了一段时

间，成了一级运动员，上海申花把我买过去了，
后来我受伤了，父母就不太想让我从事这个行
业了，就让我上大学了，正好河海大学看中我
了，他们的足球队也是全国高校的前两名，把我
特招过去的。我在南京读了本科和研究生，在
上学期间也为学校做了贡献，我们校足球队，在
大学生运动会上，夺得第二名。”

这时候有人来谈业务，我们就告辞了。
到了 11月，钟凡他们的公司进口了一整列

汽车，其中路虎 77辆，宾利 3辆，郑州市和陆港
公司在郑州集装箱中心站给这个专列搞了个接
车仪式，我应邀去参加了。

是早晨，有薄雾，又很清冷，当火车专列徐
徐开过来的时候，我发现站台上的所有人都很
激动，然而，接车的主席台，钟凡却没有上，他让
公司总经理上去了，他站在铁轨边，看着开来的
火车。

列车车头前面，挂着一块很大的红绸子，上
面印着白色的三行大字：

热烈祝贺
郑州整车汽车进口专列
顺利抵郑
钟凡站在我的身边，我想看看他的表情，却

发现他直直地看着专列，眼看专列要到后，他仰
了一下头，又迅速把头扭到一边去。

我知道他心里的激动，我知道他不想让别
人发现他的激动，当整个车停稳后，我说：“咱们
一起照个相吧。”

四、横跨亚欧的大礼包

2017年 12月 25日，19时 30分，我站在圃
田的集装箱中心站，看着满载着 44 节货物的
X8005 次中欧班列（郑州）从圃田车站徐徐发
车，虽然这趟班列和以往的几乎一模一样，钢铁
的集装箱，整齐地码在车皮上，蓝色的集装箱上
喷着“中欧班列”字样，但它的出行，还是让我激
动，因为这是从2013年 7月 18日郑州开行第一
趟中欧班列以来的第 1000列。从开始的每周
一列，到现在的每周去八趟回八趟，是郑州中欧
班列人送给河南人民的大礼包。

不禁想起已经过世的刘贫农，他如果在，一
定会把酒临风，沙哑着嗓子大声庆贺。

还是史锋华陪着我，他看见我眼里有泪花，
就递过来一张纸，我接住，却下意识地用手背擦
了眼泪，内心感慨万千。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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