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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先义

有一首歌唱道：“黄河九曲十八弯，最后一
道弯甩在了我的家门前。”六十年前，沿着这道
弯向东南蔓延开去，一千多平方公里的土地
上，起起伏伏地布满了无数沙丘，除了沙丘，便
是白花花的像撒了一层雪似的盐碱地，这布满
沙丘和盐碱荒地的地方，便是我的故乡，河南
省兰考县。

从历史上说，兰考的确太穷了。只说两件
小事。我 1969年参军，那年一火车拉走了我
们 700个兰考青年，青年人一腔热血，要保家
卫国。记得新兵连第一顿饭，一个叫王虎的
新兵特别能吃，雪白的大馒头一顿吃了 8个，
还觉得余兴未尽。第二顿饭，当他吃到第七
个馒头时，他抬头看看班长，那意思还能吃
吗？班长点头示意，叫他放心吃。第二天早
上，他依然吃了七八个馒头。吃完饭，他一抹
嘴，终于忍不住去向指导员说出了憋在心里
的话，他说：指导员，我们为什么天天过年
呢？在王虎的记忆里，从小到大只有过年才
可以多吃几个馒头。指导员哈哈大笑。于是
兰考兵这句“天天过年”的话，就此成为全师
称谓这批兰考兵的玩笑语。据说，那年新兵
连伙食大大超支，新兵团不得不向上级写了
一份要求粮食补助的报告，师领导批复：“这

批兵都是兰考灾区来的饿娃娃，十八九岁，正
长身体呢，必须让他们吃饱，放开让他们吃。”

“兰考灾区来的饿娃娃”，几十年来，这句话深
深在刺疼着我的心。

我是 1971年提干进了机关，当第一次领
到 45斤全国通用粮票时，我想到了故乡的父
老们：要节省用啊，要想到饥荒年。结婚以后，
我们夫妻更达成共识，每天尽量多吃副食，省
下粮票，灾荒时寄往家乡。如此下去，直到
1993年，我们居然积累了三千多斤全国通用
粮票。我们高兴，这足以为父老解饥荒之忧
了。万万没有想到，随着国家经济的发展，从
1993年起，全国取消粮票，粮食可以自由买卖
了。于是，我们十几年省下的数千斤粮票，顷
刻间成为一堆废纸。

如今故乡变了，变化之大，亘古未有。温
饱早已不是问题，乡亲们正奔向小康。这种变
化，始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记得 1978年
年终岁尾，我回到故乡。那是一个令我终生难
忘的日子，善良朴实的乡亲们拿着刊发十一届
三中全会公报的报纸，带着异常的兴奋和喜
悦，要求我这样一个北京来的人说说这个事情
与百姓到底有怎样的关系。我第一次看到一
个中央文件和最底层百姓的心如此紧密地联
系着，产生如此强烈的情感波澜。此后，就是
这样一个文件，给一个历史上的贫困县带来了

巨变。
从那年开始，历史发生了奇迹，焦裕禄那

一代先贤们做梦都想实现的愿望终于在党的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实现了。那连绵的沙丘
消失得无影无踪，那陇海铁路两侧看不到边的
盐碱荒地，变成了一望无边的肥沃良田。我曾
经带着十分的好奇回故乡想解读这个历史之
谜，毕竟这里从大秦帝国时期就是有名的沙荒
之县呢。有干部告诉我，这里土地的变化是因
为老百姓大量使用了磷肥，磷肥根治盐碱；也
有人说因为大量栽种棉花，棉花专以盐碱为肥
料；至于沙丘消失则是因为引黄灌淤的结果，
等等。但还是老百姓说的最为直白，这四十
年，之所以超过历史两千年，就是因为政策变
了，政府给了咱老百姓自主权，老百姓把土地
当成了亲生儿女，土地自然便成了金娃娃。

乡亲们说得更直接，说故乡最令人难忘
的巨大变化，还是在党的十八大以来发生的。
习近平总书记心系百姓，时刻把人民群众的疾
苦挂在心间，他把兰考这个焦裕禄精神的发源
地，作为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联系点，
亲自参加兰考县委召开的民主生活会，听取县
委立下“三年脱贫,七年小康”的军令状，亲自
到村子里和百姓亲切地交流。很多父老乡亲，
如今都能讲出几个自己和总书记交往的故
事。是的，这就是共产党人的风范。一个伟大

的党正领导着伟大的人民实现着她的伟大主
张，为人民能够享有美好的生活奋斗!

如今，你走进兰考县城，40年前三条马路
九盏灯的穷困小县，已经被鳞次栉比的高楼大
厦所取代。那宽阔的街道，现代化的建筑群，
那有几分沿海气象的工业开发区，那带有几分
现代化都市的繁华，都会深深地震撼着你。那
些当年的破旧草房、泥泞土路早已经不见踪
迹，宽阔的柏油马路，粉墙黛瓦的楼房，成为今
日兰考新形象。

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如今
在与乡亲们愉快的交谈中，人们说得最多的一
句话是，感谢共产党，是改革开放给咱带来了
好日子。是的，在我老家的仪封乡，我看到了
城市街头经常看到的广场舞。那些本来带孩
子缝衣做饭的媳妇大娘们，如今也像北京街头
的大妈一样，跳起了欢快的舞蹈。故乡人用自
在的舞姿来表达对美好生活的赞美。

2017 年 3 月 27 日，对兰考 85 万人民来
说，是一个非常神圣非常值得纪念的具有里程
碑意义的日子。经过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
组评估并经河南省政府批准，兰考县成为全国
贫困县退出机制建立后首个脱贫的贫困县，那
个贫困县的帽子成为永远的历史……

面对这日新月异的变化，我要自豪地大声
说，我骄傲，我的故乡在兰考。3

□姚待献

心 魂

理论传承代代新，长将特色铸心魂。

开来继往兴国梦，富裕和谐两百春。

注：“两百”指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

公 仆

艰难时世谱华章，公仆精神万古扬。

天镜一轮尘不染，神州锦绣舞霞光。

圆 梦

尽瘁躬身负重行，植兰莳菊育贤英。

常怀使命仰元典，总守初心惠众生。

夜寐尤思民俭苦，夙兴务要世清明。

奋将旗上镰锤举，圆梦中华铸大成。

锦 画

藏舟蕴水柳阴浓，月色荷花自不同。

且看湘君谐趣浪，犹听玉女动心声。

河湖净静含天碧，树木芃蓬映地红。

壮丽山川如锦画，绿城大美蔚春风。

英 雄

情归大地亦缤纷，蕴美中华处处新。

接力救童扬正道，清平盛世见精神。

贵 老

风清海晏万民安，大地回春百寿添。

盛世复兴崇贵老，善行致远道无边。

忠 诚

乡音犹未改，皓首尚萍踪。

薪火余光热，梓桑情谊浓。

孝亲多缺憾，为政尽全忠。

自有精神在，人生七彩虹。3

□萍子

一
棉花
一生开两次花
结两次果

春天
开白色或浅黄的花
渐渐粉红、紫红
隐在茂盛的绿叶下
只有蜜蜂欣赏她
只有农人关注她
留心她是否顺利坐果
棉桃能否安然长大

秋天
棉花的果实
还要再开一次花
干裂的棉桃
分娩出一朵朵白云
远望，又像冬日大地上
厚厚的雪花

离开枝头的棉花
还要再结一次果
经过轧核、弹花、纺线
结成一个个饱满的纱穗
在古老的织机
或现代流水线上
变成美丽多姿的布匹
变成孩子身上过年的新袄
四季的衣裳
温暖的被褥

开两次花
结两次果的棉花
比世上所有花都活得长久
生命的热能
经太阳一再翻晒
世代相传
芬芳无涯

二
我想回到一朵棉花的怀抱
做童年的梦
蜜蜂嘤嗡
阳光融化

我想回到一架纺车旁
听奶奶轻声歌唱
月明地儿
明晃晃

我想变成细细的纱线
被母亲织成结实的棉布
穿在身上
做她的贴心小棉袄

三
棉花
是最朴实
最坚固的爱
怎么洗都柔软
怎么穿都舒适
多么久都温暖
就像母亲
无私的心3

棉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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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昕

大雪节气是仲冬的标志，冬季的寒意
由此更深入了一层，大自然更显简素安宁。

然而扯棉飘絮的大雪也不是说下就
下的，断崖式降温到来之前，时光是惝恍
迷离的，不少人仍然觉得，秋天并未走
远。枝头的叶子，有的干褐枯黄，很是憔
悴；有的嫩青轻黄，犹如初生；有的橙黄褚
红，喷霞吐艳；有的仍然青绿翠碧，苍劲有
力。季节的深处，秋冬交错。大约只要
还未看到厚厚的积雪，只要树叶还未落
尽，人们的心，都还迟滞在深秋。古人也
经常秋冬不分，很多写到深秋的诗词，其
实都是写在初冬。且去欣赏那些疏朗萧
散的美吧，是秋还是冬，何必非要弄个一
清二楚？

空气潮湿清凉。凛冽的凉意，让人的
头脑也越发清醒。有时还有小小的雪粒，
断断续续地飘落。

阳光在这段时间格外难得。古人把
冬日温暖的阳光称为“暄”，晒太阳也被称
为“负暄”，古诗中有“负暄闭目坐，和气生
肌肤”，“茅檐昼负暄”，“闲向颓檐昼负
暄”。山河静好，岁月绵长，每一天都温暖
明丽，阳光下蒸腾着轻盈和煦的诗意。

秋冬天的衣服，现在流行穿起来像披
了条毯子的款，阔大飘逸，穿起来随意舒

适，能把自己完好地包起来，就此踏实地
躲在衣服深处，远离天高地寒，心里也莫
名其妙地更有安全感。

裹好衣服走向林子深处，四下静阒无
人，只有吱吱喳喳的麻雀叫，喜鹊偶然嘎
地一声。默念“况属高风晚，山山黄叶
飞”。并没有山，然而四下空旷只有黄叶
乘风凌乱飞舞的情形是相似的。

枇杷花正在开。花蕾有锈色绒毛，像
是沾了层黄褐色的霉菌。花朵淡黄，有点
蜡质，手感肥腻细滑。它的香味本来很清
淡，但是现在开得多了，便凝聚成馥郁深杳
的一团。大约枇杷花清雅委婉，不太显眼，
历来讽咏它的诗并不多，只有唐代岑参写
过一句“满寺枇杷冬著花”。清代《御定广
群芳谱》中有诗赞它的花和果：“叶似琵琶
故得名，秋萌冬绽雅香盈。白花馥郁迎冰
雪，黄果甘甜送静宁。”

蜡梅花开大约在大雪、冬至，在城市
北边某迎宾馆里，看到有两朵盛开，另外
还有几朵含苞。黄庭坚诗云，蜡梅“香气
似梅，类女工捻蜡所成，京洛人因谓蜡
梅”。范成大《梅谱》云，“本非梅类，以其
与梅同时，而香又相近，色酷似蜜脾，故名
蜡梅”。蜡梅以其黄艳馨香，很受人喜爱，
然而，传统的梅花在历代辞章中也占有很
重要的地位，尤其是宋及宋以后，很多诗
词中，是在写蜡梅，还是在写梅花，并不能

完全分得很清楚。
冬天是寂静的，“天悠悠而弥高，雾郁

郁而四暮。夜绵邈其难终，日晼晚而易
落”。天气清寒，太阳温和而又淡远，日子
缱绻、缠绵、深幽而又充满了寂寞。但蜡梅
幽香彻骨，令人心旷神怡，不禁精神大振。

“磬中种厅英可嚼，檀心香烈蒂初容”，“檀
心”是蜡梅的一种，在诸多品种中，香气尤
烈。冬日寂静中的一缕幽香，沁人心脾。

到了冬天，不能不提一下白菜。《广群
芳谱》第十四卷记载：“白菜，一名菘，诸菜
中最堪常食。”俗谚也说：“百菜不如白
菜。”白菜温雅如玉，尤其经霜之后，甘脆
清甜，是极佳的冬令蔬菜。近代齐白石
称：“牡丹为花中之王，荔枝为百果之先，
独不论白菜为蔬之王，何也？”其实不光齐
老先生，在北方，几乎家家户户都很爱白
菜，酣溜、炒肉、涮火锅，无往而不利。

白菜不但如此深入于百姓之家，同时
还有许多风雅可人的典故。六朝南齐时，
周颙“音辞辩丽，出言不穷，宫商朱紫，发口
成句。泛涉百家，长于佛理”。周颙也是当
时的名士，爱食素，终日长蔬食。据《南史·
周颙传》记载，“文惠太子问颙菜食何味最
胜，颙曰：‘春初早韭，秋末晚菘。’”这里的

“秋末晚菘”就是我们经常吃的白菜。这大
概是历史上白菜最出风头的一次了。

有雪无诗，日子未免显得黯淡。古人

也特别喜欢咏雪，大约没几篇得意的赋雪
诗文，都不好意思称自己为诗人。

屈原说：“霰雪纷其无垠兮”，谢道韫
说：“柳絮因风起”。风花雪月并为四大浪
漫之事，对雪的期待，是诗人们在冬天最
大的向往。

“长空降瑞，寒风翦，淅淅瑶花初下。
乱飘僧舍，密洒歌楼，迤逦渐迷鸳瓦。”“皓
鹤夺鲜，白鹇失素，千里广铺寒野。须信
幽兰歌断，彤云收尽，别有瑶台琼榭。放
一轮明月，交光清夜。”读到“迤逦渐迷鸳
瓦”，心跳明显漏了两拍，写得实在太美
了。雪稀稀疏疏地覆盖了瓦片，多么寻常
的场景，柳永真是会用词。“皓鹤夺鲜，白
鹇失素”，盗谢惠连的成句，然而用得并不
突兀。“放一轮明月，交光清夜”，月辉与雪
光，交相映衬。

冰冷的，又是圣洁的；飘落的，又是高
雅的；瞬间的，又是长久的；实在的，又是
梦幻的……纷纷扬扬的雪花，凛凛皑皑的
雪景，给了人们多少寄托和遐想！时令与
物象，天然就是诗的载体，就是诗人的原
乡。正是从诗人们的“红泥小火炉”和“飞
鸿踏雪泥”中，人们才读出了“天人合一”
的哲学境界。

对风、对花、对雪、对月、对雨、对落
叶、对诗，皆可在逸兴遄飞之时，浮一大
白，醒来，心里或许已是明媚如春。3

□申剑

雨下得不紧也不慢，没个节奏，也没
个止息，已经好几天了。公园里没了游人，
这里是个中等城市的普通公园，平日里的
山水楼阁，和那些树木花草，都是寻常的景
致，然而在雨水的滋润下，一下子就有了精
神。当然，最为风光的还是那湖荷花。

湖面不大，也就几亩地的样子，整个
造型如同阿拉伯数字的0，只是这个0不那
么规整，四周刻意走成了有起有伏的弧形
线条，由于圆润，就不显得那么匠气了。湖
的正中拱着座蜿蜒的木桥，腰身似的，将湖
面掐成了两个肥硕的半圆，东半圆和西半
圆。西半圆是游乐场，专供游人泛舟徜
徉。船头的形象总是在更新换代，换了好
多个年头，只留下了满头卷毛的喜羊羊，
和威风凛凛的黑猫警长。

东半圆的湖面从没变过样子，这里只
有荷花。这里是荷花的家园，从来就没有

人可以进来。那些西半圆划来的猫船和
羊船，每当行至桥下，就会被暗布水中的
铁网拦住，不得不掉头返回。铁网倒不是
为了保护荷花，而是为了护人，这里的淤
泥太深，泥中的藕根太过于壮实，因此水
里的花茎也极为紧密，致使水面浅窄，是
行不得舟船的。这里的荷花是观赏用的，
与种藕人家的荷塘不同，无需采藕，也就
自顾自地生长壮大，水上的荷花有多好
看，水下的藕根就有多繁盛。

荷花是从早春开始萌动的，冬眠醒
来，伸个懒腰就破水而出了，偷着长，也偷
着乐。水中的生物似被这笑声唤醒了，青
蛙没日没夜呱呱叫着。青蛙离不开荷花，
荷花开了，蜻蜓和蝴蝶就该来了，它们爱
的是小荷的角，是荷花的瓣，爱嗅花瓣，也
爱叮在荷角上临风起舞。每当它们舞至
忘情，青蛙就会突然偷袭，于是青蛙身上
就常常扑着些蝶粉，在阳光下忽悠忽悠地
闪动着。

还有几只鹅，雪白的大肥鹅，也算是
公园饲养的观赏动物吧。这几只鹅生活
悠游，早就吃腻了饲料，整日蹲守岸边，为
的只是游人手里的面包和零食。鹅跟青
蛙毫无过节，相处融洽，鹅最讨厌的是那
两只水鸟，这两只鸟既不美貌也不丑陋，
很平凡的样子，据说它们是住在黄河滩上
的野鸟，每天飞越大半个城市来到公园，
纯粹是贪图荷塘里的鱼虾。这两只鸟清
晨飞来时身姿轻灵，黄昏离开时总是有些
笨拙，皆因吃得太多之故。

夏日到了，人就多了起来。都是来看
荷花的，男女老幼，络绎不绝，挤满了整个
东半圆。这个时候，半个湖面的荷花都开
了，是盛放，无声无息的那种盛放。那些粉
荷和紫荷，红荷和白荷，米黄的和绛黄的
荷，双色的荷与杂色的荷，似乎是听到了什
么号令，就那么不管不顾，舍我其谁般，全
都怒放了。千种姿色映一水，万般风情照
半湖。它们散发着动人的光芒，深与浅，浓

与淡，都恰到好处。
秋雨寒凉，开头似乎只有几滴，下着

下着就稠密了，就连成了线，就结成了网，
而这半湖荷花，恰恰就被织在了网中央。
雨点打湿了蜻蜓的翅膀，蝴蝶遁入了花
蕊，有的莲叶很快承受不住天降的雨露，
纷纷放低了身段，躬了身，折了腰。也有
的虽然免不了左摇右摆，重心却稳稳的，
挺拔依旧。

风起了，一轮秋月升腾，整个湖面雪
亮雪亮的，像是降了霜，又像是落了雪。
荷花尽谢，花瓣铺满了整个湖面。湖心亭
上，飞檐翘角上悬挂的铃铛，在风中摇曳。

公园里早就没了人影儿。几只游船
荡到了湖心，白鹅上了船，效仿着赏荷人
的样子，四处张望。青蛙跳上了荷叶，呱
呱齐鸣。

即使在冬日，残败的荷叶下，根茎仍
潜在水中，静静地，默默地，等待来年的重
生与绽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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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海燕

河南各地有不少非职业写作者，状况各异，但多
半是浮出水面的，也有少数潜在水下，譬如郏县的张
淑玲，如果不是《莽原》前主编陈枫老师推荐，我很可
能不会知道她。作为一个盛年已过、生活安逸、居于
小城的非职业写作者，一切外在的写作动机，如赢得
虚名、改变命运、带来财富等，既不可能，也没必要。
她写作的基点反而很纯，或许她首先要完成的是内
心的救赎和生命的自足，以写诗抵抗人生的下坡路，
抵抗生命里飘起的虚无感，这正是写作的本真意义
之一种。

内敛、安静的淑玲，脸上还有着少女的羞涩，你
很难想象她会像其他中年女性那样，去参与喧嚣的
集体活动，而写诗，恰是她安放或者说释放内心的方
式之一。但是在小城写作，终究是很孤独的，因为缺
少语境，缺少懂得她的人。虽然郏县有文学的地标

“三苏坟”，当下有优秀的诗人高春林，写小说的李运
昌等，但毕竟改变不了小城精神生活的寂寥。在这
个角度，我佩服任何一个在小城写作的作者，首先她
是芸芸众生中的异数，在极其孤单中读书、写作，为
自己撑起一盏精神的灯。我想陈枫老师也是在精神
相惜的角度给我推荐淑玲的。生命之爱、艺术之爱，
连接起你我她，也连接起和淑玲类似的作者们。对
于一个从事文学评论的人，把这些未名作者呈现出
来，是心愿，也是义务和责任。

从淑玲的诗集《我的庄园》可以看出，她以诗歌的
方式，在营建自己心中的精神庄园，她把那些无处、无
法交流的感受、愿景和经验都写在了这些诗行里。其
实不仅在小城，在都市、在任何一个地方，生命都是孤
独的，只是孤独的程度和方式不同而已。诗人里尔克
曾写道，在那最深奥、最重要的事物上，我们是无名的
孤单。可以说，诗人道出了个体生命的真相。

譬如，淑玲想念天堂安家的妈妈：“那年冰霜挂
满枝桠/像谁说的满眼萧杀/凛冽之风翻卷朵朵云
霞/独绽孤傲梅花……不是幻化/你就是魂托梅花与
我对话……”（《妈妈》）

失去父母的人，才能体会到这种想念却再也见
不到的绝望感，在或者凛冽或者温暖的事物中，你都
可能联想起他们，如淑玲的诗句：“亲人——竟咫尺
天涯”，仿佛在眼前，如这冰霜中的梅花，但实际却在
比天涯更渺茫的天国了。“你在哪/妈妈/妈妈”。这
个在内心呼喊“妈妈”的人，无论她年龄有多大，她都
是这世上的孤儿，或许这就是里尔克说的“无名的孤
单”之一种。

这孤单，一旦以艺术的方式表达出来，便成了沟
通、抚慰类似心灵的共通情感，这也是艺术温暖人心
的功能。

在小城写作的淑玲，在各地写作的未名作者们，
出自你们内心深处的文字，会像蒲公英的种子，飞向
广阔的外部世界，在读者的心中扎下根来，生长出爱
的绿荫。3

你为什么写诗？ 叹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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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改革开放 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