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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培珠 张艳杰

“这是桃蛋，那是莎莎女王……它们的名
字多可爱啊！”叶县仙台镇北庞庄村头的塑料
大棚里，90后的年轻小伙刘亚非一边小心侍
弄着绿植多肉，一边满心欢喜地给参观的人们
介绍着。

与绿植结缘，始于刘亚非上大学期间。刚
上大学时，学校花房招收勤工俭学的学生，不少
人嫌活儿重半途而废了。刘亚非不仅坚持了下
来，还乐此不疲，每天跟着花房的老师傅抬花
盆、培土、剪枝……“铁树盆栽几百斤重，需要用
肩膀拉着铁绳才能抬得动，常常干完活身上都
会留下几道红印子。”刘亚非却从不喊累。就这
样，他不仅解决了生活费用，还学到了不少课本
上学不到的花卉培植手艺。

“我发自内心地喜欢花花草草，觉得它们有
生命，也一直对植物有热爱和情怀。”刘亚非说，
大学四年，他不仅对园林植物有了系统专业的
认知，更对大自然产生了深深的敬畏。

大学毕业后，刘亚非在省会找到了一份景
观绿化工作。专业素质好又吃苦耐劳的他，月
薪很快从3000多元涨到了近万元。

“工资再高终究是漂泊在外。”从小在农村
长大的刘亚非对老家有着浓浓的乡愁，他一直
在寻找着回乡自主创业的机会。他发现，近年
来绿植多肉因种类繁多、形态奇特、小巧可爱，
深受人们的喜欢。“我想让兴趣和事业结合起
来。摆弄花草既是我的爱好，又能成为我创业
致富的途径，何乐而不为？”

2018年底，刘亚非辞去工作，决定返乡种
植多肉来实现自己的创业梦。然而，创业资金
让他一筹莫展。“我心中的‘花园’能建起来，多
亏了蔡书记的支持。”刘亚非口口声声提到的
蔡书记，是该村的驻村第一书记。蔡书记了解
到刘亚非回乡创业的想法后，当即和村里的扶

贫工作联系了起来，筹资建起 4座塑料大棚，
并安装喷淋水龙头等配套设施供刘亚非租用。

“支持年轻人回家乡创业的好想法，其实也
是在促进扶贫工作。”蔡书记说，他以此为契机，
鼓励村民发展特色种植，让刘亚非带动村民增收
的同时，也带动贫困、留守人员在家门口就业。

测量土壤、选择品种、购买工具……准备
工作就绪，刘亚非创办的“多肉花园”开张了。
每天，他蹲在大棚里悉心照料着那些可爱的多
肉植物，树冰、碧桃、八千代、紫牡丹等几百个
品种他都谙熟于心。

“多肉品种有1万多个，我要学的东西还很
多。”谈起种植技巧，刘亚非滔滔不绝，“它们的习
性其实差不多，夏季忌强光暴晒、忌大水……”

经过4个多月的孕育，刘亚非的大棚里有
了近10万棵多肉，其中一半已可上市。“前几天
跟一家公司合作搞了场促销活动，当场就赚了
1000多元。”刘亚非说，他的事业有了好的开
端，县城一家花店也向他抛出“橄榄枝”，希望能
专营他的多肉。

“因为多肉繁殖很快，目前我只种了两个
大棚的。”刘亚非说，他还在淘宝等电商平台注
册了商铺，打算把“小多肉”拍成照片通过“多
肉+电商”的模式进行销售，预计今年就能收
入10万元。

“只要肯付出、不怕吃苦，我相信自己在农
村闯出一片天地的同时，也能带动附近的贫困
户跟我一起脱贫！”刘亚非自信地说。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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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肉”助脱贫

2018年 4月，中建七局在中牟白沙的项
目部举办砌筑工技能选拔赛，许纪平作为选
手参加了比赛。“比赛要求很高，一方面要读
懂图纸，尺寸误差不能超过1毫米；一方面墙
的‘颜值’越高，分数就越高。”一技在手的许
纪平毫不怯场，信心满满，但没有比赛经验的
他，在这次比赛中获得了第二名的成绩。

然而，凭着自信和能力，在中建七局随
后举办的全国技能大赛河南赛区比赛中，许
纪平经过几番角逐，一举夺魁，位居全省第
一名。随后，他作为河南省代表队的一员，
为备战全国砌筑工大赛进入了为期两个月
的魔鬼式集训。

正值暑期的这两个月，郑州持续高温少
雨。在实训基地集训的许纪平，每天都顶着
烈日挥汗如雨，不仅每天坚持砌筑十多个小
时，晚上还要啃成百上千道专业试题……

终于，在全国砌筑工大赛中，许纪平拿

到了第一名的好成绩。面对荣誉，他笃定地
说：“虽然我拿到了全国第一，但回想比赛中
的一些细节，我觉得我还有很多地方有待提
升。这次比赛，也让我开阔了视野。以前，
我干砌筑是在拼体力。我想，以后我会紧跟
时代，多学习，争取到 40岁时，把自己变成
知识型工人。同时，多攒些钱供我的两个孩
子上大学，让他们以后靠知识挣钱。”

在谈到未来时，许纪平腼腆地摸了摸头
说，他相信不久的将来，或许在他砌筑的某
栋高楼大厦里，学有所成的儿子坐在宽阔敞
亮的办公室里，敲着键盘，靠学识和智慧砌
筑着一片片属于他们的美好天地。

“如今，装配式建筑日趋成熟，新技术新
工艺层出不穷，砌筑工的时代或许即将成为
过去时。但时代发展再快，我相信精益求精
的人永远不会被淘汰，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
也永远不会过时。”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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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拥有“全国最美职工”“全国技术能手”

等荣誉称号，还是全国职工职业技能大赛冠

军，刚刚，他获得了全国“五一劳动奖章”。他

的专业是砌筑，民间称作“瓦工”……

一泓湖水三代情

□郭亮亮 白银花

在建筑行业，全靠手工作业的砌筑工是一
个苦差事。而说起砌筑，少言寡语的他却眉飞
色舞，板墙、外墙、装饰墙，抹灰、砌砖，垂直度、
平整度、观感……俨然是在打造一件艺术品。
他说，他的职业其实是“城市的造梦师”。

中专计算机专业毕业的他来自农村，跌
跌撞撞闯进建筑行业后，敲键盘的手开始码

砖。一如编程，他把一块块毫无生机的砖砌
筑成了一座座温暖的房。他说，砌筑工虽
苦，但我只想精于这一行。操起瓦刀，“那种
游刃有余的自由自在，让我感觉踏实”。

他叫许纪平，是中建七局的一名普通
砌筑工。2018 年，面对全国职工职业技能
大赛砌筑工决赛的 80多名竞争对手，代表
河南队的他气定神闲，一举夺魁，成为全国
筑砌工冠军……

从小工到大工

许纪平说，19岁之前，他怎么也想不到
自己会踏上搞建筑这条路。那时的他，一心
想要靠知识改变命运。

靠着家里卖的两头猪和哥哥打工的微
薄收入，许纪平紧紧巴巴读完中专，去了南
方一家电子厂。那时的他，每月700多元工
资，除去日常开销所剩无几。“这样下去如何
改变贫困的命运？”许纪平夜不能寐，常常这
样问自己。

一年半后，许纪平辞去工作，找到了在中
建七局建筑工地干活的哥哥。“我不怕吃苦，
就想多挣钱。”许纪平说，在建筑工地，他有希
望每月都拿到3000元的报酬。然而，每天高
负荷的体力劳动，让瘦弱的他浑身酸痛，整夜
难眠，最终导致头昏脑涨，鼻子出血。两个多
月后，无奈的他又去了南方。

事与愿违。时间一天天流逝，在广州的
许纪平始终找不到理想的工作。几番思虑
后，许纪平再次联系哥哥，回到建筑工地，成
为砌筑行业的一名泥瓦工。

“要想成为优秀的砌筑工人，一般需要
跟着师傅锻炼一两年，但纪平这孩子是急性
子。”当初带许纪平的师傅说，许纪平有股子

冲劲儿，对砌筑也有天赋。
“天赋我真的谈不上，我只是肯下苦

力。”抱定了干建筑这行的决心，许纪平就在
心里较劲儿：既然干，就精着干、苦着干。

眼快手快脑子活。许纪平跟着师傅学得
有板有眼，“三皮一吊，五皮一靠”“上跟线，下
跟棱，左右相跟要对平”等等，从和灰、抹灰、砌
砖，每个过程他都熟记于心。

白天，他边干活边向师傅请教；夜晚，他
在心里琢磨事儿。有时候，别人都睡着了，他
忽然想到了什么，拎起瓦刀跑到工地，砌了
拆，拆了砌，反复练习——仅抹灰的几个细
节，他在一个夜晚就练了不下百遍，蹭、挤、
揉、刮、甩，直练到整个过程干净利落，手起砖
落，一气呵成……

凭着执着，仅仅用了 18天时间，许纪平
出师了，成了能独立砌墙的大工！这短短的
18天，对许纪平来说简直是炼狱般的18天，
他熬红了双眼，磨破了双手，浑身疼得无法
睡觉。

眼瞅着许纪平这股子拼劲儿，工友们都
说，这小伙儿有恒心，将来肯定有出息！

这一年，许纪平19岁。

干一行精一行

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
成为大工后的许纪平，并没有顺风顺

水。麻烦，他很快就遇到了：负责项目检查
的总工，有一次在巡查时发现，这个 19 岁
的精瘦小伙砌墙手脚麻利，活儿却干得有
些毛糙。一贯严厉的总工，当场让他将墙
推倒重砌。

不仅如此，许纪平很快又遇到了更大
的“难题”：一张装饰墙的图纸摆在眼前，他
琢磨了半天，竟无从下手。

“看似简单的泥瓦活儿，其实也要有艺术
鉴赏力呢！”许纪平说，那一次，面对造型复

杂、摆砖难度大的情况，他真的手足无措。默
默地观看着周围工友们的操作，他还是似懂
非懂。勉强比照着砌了一番，最终还是搞得
一塌糊涂，无奈之下，他只好请来师傅……

经过无数次的磨炼和锤打，许纪平逐渐
从心浮气躁变得性情笃定，也从砌一般墙体
的工匠，变成了能砌各种造型的多面手。

12年过去了，各个工地辗转间，而立之
年的许纪平砌筑技术日趋精湛，工资也从
每天 100 元飙升到 1000 元。“干这行苦是
苦，但挣钱还可以。而且，把活儿干漂亮
了，还会有成就感。”

用知识砌筑未来

□王新立

一

记得我七八岁时，有这样一幕：如豆的煤
油灯光下，爷爷一边用芦苇缨编着草鞋，一边
喊着我的名字，亲昵地说，孙儿啊，你知道宿鸭
湖吗？你知道咱老家在哪儿吗？

像是自言自语：告诉你吧，咱老家原来就
住在宿鸭湖库区里，那里有一个叫代塔的村
子，是一个有一千多口人的大村呢！1957年，
政府把湖区里的上万户百姓全迁移了出来，咱
就搬到了现在这个平原小村，过上了安稳日
子。说到这里，爷爷停下手里的活计，陷入对
往事的回忆中。

也就是在爷爷的讲述中，我对他老人家浓
重的思乡情结有了深深的了解：宿鸭湖原是一
片地势低洼的平川，盛产半夏、地黎、湖草等特
色物产，加上这里芦苇遍地，野鸭云集栖息，人
们便把它称为宿鸭湖。由于地势低洼，多少年
来，汝河、练江河等大小水系在此经过，导致积
水终年囤积，泄洪缓慢，经常出现河水泛滥、淹
没庄稼的自然灾害。特别是1938年夏天，宿鸭
湖区遭受洪水袭击，湖区百姓遭受灭顶之灾：草
房土墙倒塌无数，即将成熟的麦子浸泡在齐腰
深的浊水里。为了活命，乡亲们大多走上外逃
谋生的路子，剩下的老残病弱只能在水泊泥沼
里寻找些螺蚌、慈姑充饥。一时间，空旷的村子
里人烟稀少，泥泞的田野中蓬蒿满目。库区老
百姓多么渴望能够摆脱水涝灾害的魔爪，但是，
置身于民不聊生的腐败政治制度下，作为草民
百姓，他们的生死存亡谁会关注呢？

新中国成立了！1957年 6月，为了根治中
原大地水涝灾害，水利部投资 1800万元修建
宿鸭湖水库。水库动工之初，人民政府首先对
库区百姓进行移民安置。爷爷说，当他听说我
家将迁安到汝南县城以南30公里的一个平原
乡村时，高兴得一蹦老高。爷爷高兴的是，全家
人可以永远摆脱水灾的侵扰，一年四季都能睡
上安稳觉了。可一想从此以后将要永远离开祖
辈生活的地方，心里又多了一份不舍和留恋，毕
竟“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穷窝”啊！最后，爷爷
还是坚决响应国家号召，赶着牛车拉着全部家
当，随着移民依依不舍地离开了家乡。

1958年 3月，库区移民全部安顿妥当后，
政府动用周围 5个县 11万民工，挖湖底，筑堤
坝，疏通河道，开凿灌渠，修建水闸，将方圆近百
里的低洼之地，用长堤圈起，修成了一座既能蓄
洪，又能灌溉的全国第一个大型平原人工湖。

宿鸭湖水库首次修好后，爷爷从移民新家
徒步60多里，特地登上新修的宿鸭湖大坝，远
望一湖碧水时，禁不住热泪盈眶。

二

父亲随爷爷离开宿鸭湖时还不到 20岁。
虽然他在湖区生活时间较短，但他心中也有一
份沉甸甸的思乡恋情。特别是在以后的几十
年里，宿鸭湖所发生的一切悲欢，都紧紧地牵
动着他的神经。

1975年 8月 4日，由于受超强台风影响，
一场特大暴雨如银河倒悬铺天而降。一时间，

广袤的豫南平原成了水乡泽国。8月 7日 21
时，宿鸭湖上游的石漫滩、板桥等多座水库垮
坝决堤，特大洪水浩浩荡荡奔涌宿鸭湖；8月 8
日 21时，宿鸭湖中最高水位 57.66米，库容水
量 12.57亿立方米，宿鸭湖命悬一线！为了最
大限度减少损失，上级部门成功实施了破堤分
洪，保住了宿鸭湖。但是，由于上游多座水库
的洪水垮坝满溢，直接导致河南省 29个县市
1100 万人受灾。这一自然灾害事件，史称

“75·8”大洪水。
洪水过后，全国各地纷纷捐款捐物。尽管

当时库区移民区也成了灾区，但群众还是主动
拿出家里稀缺的白面，升起袅袅炊烟，炕锅盔、
烙烧饼，帮助重灾区人民渡难关。时任大队支
书的父亲，把乡亲们烙好的锅盔、烧饼收齐打包
后，带上村组干部、党员代表，开着手扶拖拉机，
直接把乡亲们的深情厚谊送往宿鸭湖大堤上。
面对着刚刚摆脱洪水梦魇、尚无定所的灾民，父
亲动情地说：“吃吧，咱都是宿鸭湖的人！现在
是新中国，共产党不会让咱再饿着！”

大自然是冷酷的，但并不妨碍家乡人民在
新中国的阳光普照下改天换地的意志和决
心。1975年冬，随着“抗灾自救、恢复家园”的
全面开展，中央及省政府先后为宿鸭湖灾区拨
出专款一亿多元，调集汝南、上蔡两个县的民
工 6000多人，对宿鸭湖开展加固除险恢复重
建工程。父亲带领队上的几十名年轻人，也加
入了宿鸭湖工程建设的队伍……

每每谈起这番经历，父亲感慨地说：当时，为
了加快工程建设进度，他们不分昼夜连轴转，不
讲待遇，不讲报酬，只想早些把宿鸭湖建设得更
加牢靠，真正成为造福一方的“幸福湖”。

三

算起来，我是从宿鸭湖里走出的第
三代人。由于从小受爷爷、父亲的耳濡
目染，对宿鸭湖有着深刻的印象，但对于

它的过去，我却没有太多感受。印记在我脑海
里的，是一幅幅关于它的美丽画面。

经过几次重修重建，如今的宿鸭湖已成为
享誉祖国北方的“人造洞庭”。仲夏五月，草秀
花明。漫步大湖东岸百里长堤，但见垂柳掩
映，白鹭翩翩，远比唐代诗人王维笔下的“漠漠水
田飞白鹭，阴阴夏木啭黄鹂”的终南村景更加宏
阔。站在长堤举目远眺，烟波浩渺中，有三两渔
舟出没其间，渔人撒网，渔唱悠扬，宛如一幅素淡
雅致的禅意山水画。驱车至西岸湖滨，是绵延6
万多亩的森林植被和近万亩的芦苇荡。身居其
间，四下环望，一侧是杨柳依依、林木苍翠；一侧
是水草丰美、芦苇如簇。在水之湄，生长着一棵
棵柔丝拂水的垂柳，接着就是芳草萋萋、鹤立燕
舞、群鹜栖息、鸳鸯戏水，这其中不乏丹顶鹤、大小
天鹅、白肩雕、朱鹮、白尾鸢之类的珍稀鸟类……
偌大天地，俨然一派水乡泽国的风物景象。

如果你有兴趣乘快艇进入湖内，你会发现
在宿鸭湖130多平方公里的水面上，分布着大
大小小的岛屿和古迹……现在的宿鸭湖，已成
为集国家鸟类保护区和国家湿地保护区于一
体的水域观光型自然景区。

一座湖，牵出了三代情；一滴水，映现出了
太阳的光辉。循着三代人情感历程的变化轨
迹，相信您也会真切地感受到：随着祖国的日
益强大，我们老百姓的生活也过得越来越好。
宿鸭湖，也变成“水美、鱼美、环境美；水好、鱼
好、人更好”的中原旅游明珠。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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