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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正帆扬破浪行
——吴金印的改革破冰之初

““我和我的祖国我和我的祖国””征文征文

□刘长利

“老吴，春节好……”
“吴场长，向您拜年了！”
“吴书记，过年好！”
……
己亥年大年初一的清晨，唐庄镇

党委书记吴金印刚要给一些老领导、
老伙计打电话“拜年”，就不断接到乡
亲们的祝福。让他倍感亲切的是来自

“五四”农场、李源屯乡的电话。毕竟，
那里是他改革创新的起始点。

这些鲜为人知的往事，还要从 30
多年前说起——

破茧化蝶

我们的理想

在希望的田野上

禾苗在农民的汗水里抽穗

牛羊在牧童的笛声中成长

……

人们在明媚的阳光下生活

生活在人们的劳动中变样

……

1983年，改革开放的春风早已吹
绿大地，联产承包责任制极大调动了
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充分解放了生产
力。短短几年时间，粮食产量翻番，农
民收入明显增加，广袤的农村大地到
处呈现出生机勃发的景象。

然而，在汲县（如今的卫辉市），却
有一处“春风不度”的“玉门关”。且听
一段顺口溜：

五四农场，常被人抢；

电线被剪，电话不响。

干部职工忙告状，

生产经营谈不上。

农场好似一个重症病人，外有风
寒入侵，内已病入膏肓，急需一个良医

“把脉问诊，救死扶伤”。
吴金印临危受命，被县委调来担

任“五四”农场书记、场长。
场部一片萧条，倒塌的院墙，破旧

的房舍，一块块被打碎的窗玻璃，诉说
着无奈和沮丧……

尽管知道吴金印善于破解难题，
但眼下的情景，还是让来送他上任的
县委常委、常务副县长何东成不无担
忧：“你的担子可不轻啊！”

“下马威”接踵而来，吴金印上任
的当天夜里，厂部的大铁门不翼而
飞。农场唯一的“脸面”也丢了。

农场内部人心混乱，“破窗效应”
到处显现：旧的管理体制，传统的生产
方式，制约了生产力发展，职工收入没
保证，农场陷入瘫痪状态。

该怎样突破困境，未来的路该怎
样走？吴金印通过广泛走访征求意
见，找到了答案。

农场乱到这个程度，既有体制、机
制方面的原因，关键还在于人们的思
想问题。咋办？“外御风寒，内下猛
药”！吴金印意识到，“人叫人干人不
干，政策调动一大片”，眼下只有充分
利用改革开放的大好时机，在解放思
想、创新发展上做文章。

改革之剑所向披靡，旧的桎梏分崩
离析。革故是为了鼎新，只有在突破传
统农业模式、调整种植结构上做文章，
对旧机制、体制实行全面改革，打破分
配平均主义“大锅饭”，收入按劳分配，
多劳多得，“上不封顶，下不保底”。

“要放开思路，在土地增值上做文
章，啥挣钱咱就种啥。”吴金印适时推
出分类种植的“127”计划：将农场一千
多亩地分成十份，一份建塑料大棚，种
反季节蔬菜；两份种西瓜；余下的改种
小麦原种。

至于管理模式，实行职工承包责
任制。但种什么，怎么种，由场里统一
安排。

大家担心不会种西瓜和大棚菜，
吴金印说，只要能转变观念搞创新，技
术问题好办！

吴金印跑到省科委救助。农业处
处长提醒他：大棚蔬菜目前尚在摸索
阶段，全国也只有几个地方在搞。这
可是个担风险的事呀。

吴金印笑笑说：“改革创新哪有一
帆风顺的？农场要发展，就要闯出一
条路来。”

处长把他介绍到开封市科委，科委
帮他联系了一位试种大棚菜的技术员。

不久，农场大田里冒出许多巨型
“白蘑菇”。在新建的塑料大棚里，吴
金印和职工们一道，认真听取技术员
讲怎样育苗，怎样施肥，怎样用新技术
管理蔬菜……

与此同时，农场还从开封引进了
新品种：“汴梁一号”无籽西瓜。

过程是艰辛的，成果是喜人的。
“黄瓜——”
“豆角——”
“西红柿——”
这年冬天，在县城大街上，吴金印

带头扯开了嗓子。
叫卖声让不少人质疑，天寒地冻

的，除了萝卜、白菜，咋会有新鲜蔬

菜？吴金印掀开板车上的棉被，招呼
大家瞧，满目的鲜红翠绿让人们啧啧
称奇……

不一会儿，一车菜被抢个精光。
来年初夏，麦子刚黄梢，农场的无

籽西瓜提前上市。“这么早就能吃上西
瓜，还不用吐籽？”尽管价格不菲，还是
被“尝鲜”的人们抢购一空。

引进的小麦“混系”良种成效喜
人，收获后一斤能卖两斤的价钱，比种
普通小麦收入翻一番。

吴金印的系列组合拳，开创了一
片新天地。

地还是那么多地，人还是那么多
人，前后对比成效大不一样。职工原
来一年也就1000多元工资，如今猛增
到上万元。农场一年打了个翻身仗，3
年多时间，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不
但还清了外债，还盈利 200多万元，购
买了整套大型农业机械，实现了农业
机械化。小舞台唱出了精彩大戏，县
里多次来此召开现场会，“五四”农场
成为农业战线的一面红旗。

再接再厉

县委领导似乎已把吴金印当作善
治“疑难杂症”的大夫，1986年 9月，吴
金印被调到李源屯乡任党委书记。新
使命主要有两项：一抓领导班子团结，
二把经济搞上去，特别是让乡办企业

“起死回生”。
舞台大了，该怎样施展拳脚？吴

金印想，还是从改革创新上找出路！
李源屯是吴金印的家乡，风土人

情、地形地貌，他了如指掌，也就大大
缩短了深入调查研究的时间。

吴金印有多年当乡镇一把手的经
验，抓班子、带队伍，可谓驾轻就熟。
除了谈心交心、根据个人所长调整分
工的“常规动作”，他的“自选动作”是
以真情换真心，起模范带头作用，要求
大家做到的，他这个班长首先做到。
只有一身正气、两袖清风才能理直气
壮地带好班子。果然，大家的心思很
快凝聚到一心一意谋发展上来。

来年初夏，最让乡领导“头疼”的
夏粮征购来临。“检验班子团结干事能
力的时候到了，咱们是骡子是马拉出
来遛遛！”吴金印实行分片包干责任制
后，大家明争暗赛，都怕落个“没成
色”。结果，李源屯乡率先完成了任
务，还在全县大会上作了典型发言。

针对几个乡办企业半死不活的状
况，吴金印一番“把脉问诊”后，开始一
厂一策地“对症下药”：将企业领导换
成懂技术的内行；打破“大锅饭”，体现

“多劳多得”；实行乡对厂、厂对车间、
车间对班组的层层绩效责任制……管
理层和工人的积极性被充分调动起
来，生产诸要素达到了最佳组合。乡
办企业迅速呈现出产销两旺、效益倍
增的喜人局面。

如何让群众“既有粮吃，又有钱
花”？吴金印以大力发展村办企业为
突破口，及时出台相关奖励办法。北
鲁庄的村办企业发展最为迅猛，企业
用工很快达到几百人，几个村办企业

“拉汽笛”上下班，成为“一景”。集体
经济有了厚实家底，开始为村民造福：
提留款、农业税都由村里代缴，逢年过
节发节日礼品，六十岁以上的老人还
能领取养老金。

“点亮一盏灯，照亮一大片”，吴金
印及时号召各村向北鲁庄学习。全乡
迅速掀起了创办村办企业的热潮。

吴金印不是那种“拨拨转转，支支
动动”坐等上级安排工作的人，百斤担
子加铁砣——自我加压，尽力为群众
办实事是他的一贯作风。在全力抓好
前两项工作的同时，他制订了全乡农
业综合整治方案，重点还在调整种植
结构、增加土地收益上。吴金印将其
归纳为：

北抓粮，

南抓稻，

中间抓好“麦棉套”，

塑料大棚最重要。

“麦棉套”是在麦地采用套种棉花
新技术。至于经营大棚蔬菜，吴金印
自然经验丰富。

“南抓稻”是个宏大的工程，集中
对黄河故道南涝河一带的两万亩荒芜
滩涂进行治理，利用黄河水含泥沙量
大的特点，实施“淤地造田”，能新增肥
沃良田一万多亩，然后利用黄河水种
植优质水稻。这其中，恢复“黄灌”是
关键，为了打通渠道的“肠梗阻”，吴金
印利用冬闲时间，带领群众对原有灌
渠清淤，修复毁坏的灌渠。望着久违
的黄河水顺渠滚滚而来，想象着将来

“万亩良田稻花香”的壮观情景，干部
群众摩拳擦掌，准备大干一场。

就在吴金印踌躇满志，要将蓝图变为
现实时，1987年11月，一个更需要他的地
方——唐庄乡在向他召唤。于是，这个被
老百姓誉为“腿上绑铜锣——走一路，响
一路；走一路，富一路”的共产党人，又一
次意气风发地踏上了新征程……3

□吕五权

我的母亲今年 88 岁了，耳不
聋、眼不花，面色红润，精神矍铄，思
维依然敏捷。母亲是我们这个大家
庭的中心，工作之余、下班回家、放
学归来，儿孙们都习惯往母亲住的
屋子跑，把母亲围在正中间，或默默
地端详着生养我们的母亲，看着她
那我们孩提时代就已经花白现在早
已雪白的头发，享受片刻的安宁和
幸福，或与母亲漫无边际地拉家常，
听母亲讲述我们听了无数遍的陈年
旧事。母亲的记忆力总是特别好，
几十年前的歌谣好像是刻印在她的
脑海之中，一有触动便低吟浅唱，让
我们一下子回到过往的岁月。

1947 年新安县获得解放，“农
历七月初八那一天，八路军打到了
黄河南，没有地的得了地，种麦种菜
都可以。要敬就敬毛主席，敬那财
神干啥哩？”那一年，15岁的母亲与
13岁的父亲结婚成家，对母亲来说
想必这一天具有双重意义，是个难
以忘却的日子。

从新安县移民搬迁到中牟县已

经 20年了，但母亲对故乡的山山水
水一直恋恋不舍，解放初期三个月
的扫盲班让母亲记住了新安县的模
样：新安是个好地方，一年四季好风
光。偏北是孟津，正南是宜阳，西临
渑池县，东边是洛阳。人口 25 万
多，勤劳勇敢多善良；物产很丰富，
煤炭木炭和硫磺；交通很便利，陇海
铁路通四方。母亲总爱把新安说成
中国，我们怎么纠正，她也改不过
来，耄耋之年的母亲和我们一样有
着深深的家国情怀。

上世纪 60年代，识字不多的母
亲没有当过学“毛著”积极分子，但
一曲《毛主席的书我最爱读》让她达
到了“走心”的境界：毛主席的书我
最爱读，千遍那个万遍哟下功夫，深
刻的道理我细心领会，只觉得心头
热乎乎，哎……好像那，旱地里下了
一场及时雨呀，小苗挂满了露水珠
呀，毛主席的雨露滋润了我呀，我干
起革命劲头儿足。

毛主席的《为人民服务》母亲能
一字不落地背诵下来：……人总是
要死的，但死的意义有不同。中国
古时候有个文学家叫做司马迁的说

过：“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
于鸿毛。”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
山还重；替法西斯卖力，替剥削人民
和压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鸿毛还
轻……

改革开放后，日子一天比一天
好起来。上世纪 90年代，听着《春
天的故事》，母亲也跟着哼唱起来。

“一九七九年那是一个春天，有一位
老人在中国的南海边画了一个圈，
神话般地崛起座座城，奇迹般聚起
座座金山……一九九二年又是一个
春天，有一位老人在中国的南海边
写下诗篇，天地间荡起滚滚春潮，征
途上扬起浩浩风帆……”

走进新世纪，2008年奥运会成
功举办，母亲竟然也跟着学会了那
首歌曲：我和你，心连心，共住地球
村；为梦想，千里行，相会在北京。

如今，母亲年纪大了，但一点也
不糊涂。“我养你一小，你养我一老；
没有闺女，娶个媳妇当闺女养是一样
的。”这是母亲常挂在嘴边的两句话，
说是驻村队员周美娜说的。我猜想
母亲话中有话，巧妙地用别人的话表
达自己的观点，提醒我们要尽到儿女

的责任，处理好婆媳关系。
母亲的歌谣从一个侧面反映了

新中国 70年的沧桑巨变，反映了几
代人的追求与奋斗、苦闷与彷徨、成
功与挫折，也融入了我们家族的苦
难辉煌和母亲本人对生活的感悟。
新中国成立不久，18岁的母亲当上
了我们村第一任妇女部长，积累了
一些工作经验，为以后治家兴业打
下了基础。母亲 51岁那年，父亲猝
然去世，一向围着灶台转的母亲不
得不挑起家庭的重担。在最艰难的
日子里，母亲带领我们全家箍了三
孔大窑，给弟弟们创造了成家立业
基本条件；精心伺候我 80多岁的奶
奶，让奶奶安享晚年，了却了我父亲
最大的心愿；在花钱不多的情况下，
先后娶了四房媳妇，完成了一个农
村妇女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如今，生活对于母亲来说，每一
天都是称心如意的。正如一首歌里
唱的：今天是个好日子，心想的事儿
都能成；今天是个好日子，打开了家
门咱迎春风。

愿一直听着母亲的歌谣，幸福
地陪伴在她的身旁。3

□何频

早春的界限难把握，它晃荡摇摆，
正像瓦檐上的一根草——有几天，或快
雪时晴，阳光使万物焕发生机；又几天，
不意它转为了满脸阴沉的倒春寒。春
和冬的决裂不易，而代表着春的勇气与
果敢的，是亮眼的蜡梅和迎春花。油汪
汪的蜡梅花，是冬花也是春花，她从 11
月直到来年的 4月，自觉担任着冬和春
的过渡与穿插。

初冬 11月，常常树头上老绿渐黄
的叶子还多，早花蜡梅，最早是琐碎的
狗牙梅先开，像蛾子受惊一样飞上枝
头。冬深的时候蜡梅才好看——经典
的素心蜡梅“吊金钟”，和罄口蜡梅“虎
蹄梅”，这一双蜡梅的主打上阵了，香
远明亮，穿透力最强。蜡梅经过世代
栽培培育，北到北京长城边，南至湘赣
一线，就数春节前后，这一段的蜡梅花
好，可谓一树一景观。但郑州过了春
节，还有个晚花品种煞是特别，碎碎小
花开满满的，远看淡淡黄绿色，营造清
气满乾坤。此种蜡梅，和梅花里的绿
萼梅，是梅里尤物，格外惹人青睐。得
益于她们联手，梅的风韵与风骨，更加
清幽迷人。

今年的节气，开头就不一般——打
春啦！那立春和除夕同一天，而雨水节
气与正月十五元宵节同一天。郑州花
园路上有个“梅花廉政园”，白梅变种的
黄梅龙游梅，立春当天先开了三五点，
闹元宵的时候，“料峭春风吹酒醒”——
此花迎飞雪而满树大开。郑州开春三
树花，梅花、玉兰、山桃，今次有黄梅花
冲寒先开，不负“东风第一枝”。

每年冬深的时候，总要去豫中看蜡
梅的。许昌和鄢陵的花木，借着持续多
年的城市化进程，已经做成了很大的产
业。鄢陵不只是蜡梅了，但它有名的

“姚家花园”，仍是蜡梅开花的金字招
牌。陈俊愉、程绪珂主编的《中国花经》
对其评价甚高：“河南省鄢陵是蜡梅栽
培历史较早而著名的地区，据〈鄢陵花
木大事记〉记载，鄢陵蜡梅在宋代已有
栽培，到明、清发展更盛，远销京师，并
作贡品献给皇帝，当地几乎所有官吏大
家，园中都种蜡梅。”但豫北龙泉镇的

“安阳蜡梅园”，藏在深闺人未识，却也
是十足的老字号，被新近记录在沉甸
甸的《中国梅花名胜考》一书中。龙泉
镇在安林大道南侧，位于南太行北段
的浅山地界，传说这里是“扶不起的阿
斗”、蜀后主刘禅的放逐之地，成语“乐
不思蜀”起源于此——刘禅以栽树养
花为职业韬光养晦，为此地打下了
1700余年的深厚花木基础。从地理因
素上说，南树北移和南花北渡，一路如
驿站般需要若干个转换基地，传统的
京广铁路沿线，次第就有了鄢陵和安
阳等花木基地。这很有意思，龙泉镇刘

禅的传说，还有古邺城与曹操墓，加上
鄢陵蜡梅与安阳蜡梅的竞相开放，使得
许昌和安阳这两座古城的三国文化内
涵更加丰富。

蜡梅花好，却无关喧哗。把开春的
黄花推向火爆与热烈的主角是迎春花。

春节和立春之前，冬天最冷的时
候，话说“大寒小寒，冻作一团”的，这
时候，迎春花在公园向阳的丘阜上，就
星星点点开花，毅然挑战严寒。那一
蓬又一蓬纷披的灌木枝条，麦粒似的
花蕾逐渐洇成了酒红色，花蕾伸长就
开花了，精巧的喇叭花鼓吹并拉开春
的序幕。而春节没过完，善解人意的
迎春花与欢快的市民频频互动，在灯
节闹元宵前后缤纷大开，金水河与东
风渠两岸，迎春花像舞龙一样，蜿蜒变
成了花瀑布，火爆的场面吓跑了讨厌人
的倒春寒。

南花北渡，迎春花也是先驱之一，这
有唐宋诗人咏迎春花为证。接续着前人
的努力，这些年，以郑州为代表中原地区
的植绿与绿化，继续把更多的南方花木
移植过来。那开黄花的，还有园林植物
枸骨和十大功劳。十大功劳又分阔叶和
细叶两种，而阔叶十大功劳开花，也凑春
节的热闹。它们本来，在大别山和江南
的丘陵地带是野生的，其叶可以制茶，也
多用于中药治病，但它们的土名和俗名
重复又重叠，诸如猫儿刺、猫头刺、老鼠
刺，还有鸟不宿、鸟不落等，彼此分不清
楚，连李时珍在《本草纲目》里也没说清
楚。直到晚清，河南出了个吴状元——
豫南固始籍贯的吴其濬宦迹半天下，在
其创造性的《植物名实图考》一书里，他
实地考察植物，并首次用图画，清楚表现
出枸骨和十大功劳，是两种不同的山地
植物。据此，现代的植物学家才界定以
具体科属，枸骨是冬青科，而十大功劳
是小檗科。吴状元的姊妹书《植物名实
图考》《植物名实图考长编》，近代问世
以来，滋养和丰润了一代又一代后来者
的心灵。商务印书馆 1919年就出版了
现代排印本《植物名实图考》，至今正好
是一百年。中华书局去年再版了这个
版本的姊妹书，算是纪念五四新文化运
动的小插曲，因而也重说令人缅怀的吴
状元。

“七九河开，八九雁来。”春的律动
与春波浪，不止蜡梅和迎春花。白居
易有《玩迎春花赠杨郎中》绝句一首：

“金英翠萼带春寒，黄色花中有几般。
凭君语向游人道，莫作蔓菁花眼看。”
蔓菁花，油菜花，青菜花和红菜薹相继
开花，在菜畦与野地里，许多小黄花也
不甘寂寞而早早开放。“苔花如米小，
也学牡丹开”。很细小的荠菜花，同样
也有“荠菜花儿赛牡丹”之说，另外那
苦苣菜、续断菊、蔊菜、酢浆草……早
春的花波浪自上而下在大地上蔓延开
来。3

□王少禹

都说新疆是个好地方，牛羊遍地

瓜果儿飘香

雪山森林草原牧场

大漠深处还有千年胡杨

可曾知道那些黄河儿女

从中原大地来到西域哈密

这里是他们追寻的诗和远方

更是一个没有硝烟的战场

多少个白天奔赴前线，多少个黑夜

枕戈待旦

除暴安良惩恶扬善

严打攻坚勇往直前

这就是援疆人

像淖毛湖胡杨一样坚强

天山南北无惧雪霜

戈壁沙漠逆风飞扬

多少回结亲入户住农家

多少回巡回义诊到乡下

组团医疗解民倒悬

扶危济困侠肝义胆

这就是援疆人

像巴里坤草原一样宽广

用大爱书写人生辉煌

把忠诚刻在祖国边疆

多少回三尺讲台汗水洒

多少回创业大赛把奖拿

春风化雨培育桃李

中原名师胸怀天下

这就是援疆人

像喀尔拉克雪莲一样高尚

赤子之心献给党

使命担当永不忘

多少回推进项目奔波苦

多少回葡萄园里剪枝忙

专业技术无私帮

脱贫致富奔小康

这就是援疆人

像南湖戈壁一样坦荡

群众冷暖放心上

儿女情长心中藏

天山风 西山雨

古丝绸之路留下援疆人的足迹

战友情 兄弟谊

成就我们今生不老的传奇3

援疆赞歌

报告文学

母亲的歌谣

早
春
的
黄
花

草
木
笔
记

插图 何频/绘

□高治军

感情的潮水在奔流着

我被他的事迹感动着

一个热爱教育的崇高灵魂

时代楷模——张玉滚

他的爱在黑虎庙小学

他的根在伏牛山村

为让学生飞出深山大坳

他宁愿守着艰苦与清贫

甚至家庭都付出了许多

他小学五门课样样精通

像一头老黄牛

在教书育人的田野辛勤耕耘

他是大山的赤子

像钉子一样铆在深山

十七年寒来暑往

像焟烛照亮未来

像春蚕默默奉献

尖顶山有他的艰辛

八里坡有他的脚印

为了带回学生急需的教材

他一根扁担挑在肩

不知道踩过多少泥

更不知道流过多少汗

为了钟爱的教育事业

他没日没夜拼命地干

孩子饥了他就是炊事员

孩子病了他就是医生

孩子衣服烂了他亲手一针一线

他父亲般的温暖

像春风抚慰着校园的晨昏

像甘霖滋润着学生的心田

他是山乡教育的播火者

他是默默无闻的英雄

他是新时代的精神楷模

他的事迹在中原大地传诵

一颗超越了私利的心灵

多少人为之动容

一个坚定执着的身影

大山也会向他致敬

如果都像他一样

教育春色一定会万紫千红

祖国前程一定会欣欣向荣3

时代楷模张玉滚

王伟宾/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