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杨秋意

去年此时，我奔走在台前县，脚下
踩着黄河滩区细软的沙土，走遍台前的
9个乡镇。台前人不等不靠、敢想敢干，
乘着改革开放的春风砥砺前行的奋斗
精神深深地打动了我。特别是站在雄
壮恢宏的将军渡前，这个黄河滩区的国
家级贫困县，却让我的心里有着朝圣一
般的敬畏。如今《站在台前》一书已出
版，然而我还是不能从当时的采访状态
中走出来。

一

台前县很小，地理位置独特，如一
只犀牛角从河南省的东北部伸入山东
省境内，1964年之前隶属于山东省，为
解决金堤河流域5市 12县的水患纠纷，
才划归河南省，1978年 12月正式建县。

黄河素有“铜头铁尾豆腐腰”之说，
台前河段处黄河“豆腐腰”的下端。黄
河、金堤河横贯台前县全境，临黄大堤
把全县自然分割成黄河滩区和滞洪区，
其中三分之一的人口和耕地在黄河滩
区，三分之二在滞洪区。黄河是三年两
漫滩，金堤河是五年三内涝。“冬春白茫
茫，夏秋水汪汪，年年有洪涝，岁岁闹饥
荒”，是当年台前农村的真实写照。

台前最显著的特点是“穷”。建县
时基本没有工业、没有财政收入，全县
道路通车里程仅有 5公里。因县城狭
小，当地人戏说台前县城是“一条马路
一盏灯，一个喇叭全城听，打开电视看
山东”。后来有了手机，又有了新的戏
说：刮北风时手机是山东信号，刮南风
时是河南信号。

台前面临的最大问题是交通，台前
与山东省的 4个市、6个县接壤或隔河
相望。由于分属两省，基础设施规划不
衔接，建设步伐不一致，跨行政区道路
都是断头路，台前段黄河沿线 59公里
没有大桥，是河南省唯一一个不通高速
公路的县。

站在清水河乡甘草堌堆村向黄河
的前方看，一望无际，水雾茫茫，河的对
岸有甘草堌堆村 1000多亩地，需要划
船过去种地。此处水流湍急，因水势过
大，不能直着过河，到对岸时已斜划很
远。当年台前划归河南省时，地随人
走，两省之间有了插花土地，渡河种地
成为常态。

马楼镇后赵村是一个落河村，所谓
落河村就是黄河涨水时被淹没的村
子。为了防水淹，后赵村内的房屋地基
都是十几米高，许多人家的房子是一辈
子推土打地基盖起来的。老村长赵继
瑞的房子就是在原来地基上盖了五次，
黄河水来时把房子冲走了，等水消了再
盖。72岁的赵继瑞还清晰地记得当年
国家给滩区农民每人每天一斤粮、一角
钱的救济。

台前是冀鲁豫边区抗日根据地的
重要组成部分，是革命老区，有着浓厚
的红色基因。在台前县新城区南约 2
公里处，有个黄河渡口叫“将军渡”，这
里是刘邓大军强渡黄河中心渡口旧址。

1947年 6月 30日，刘伯承、邓小平
率 12万大军，以台前孙口为中心渡口，
在东西长 150公里的河段上，强渡黄河
天堑，千里跃进大别山，从而胜利实施
了三军配合、经略中原的雄伟战略，成
为中国革命战争史上一个伟大转折
点。当时，台前境内掀起了参军和支前
的热潮，一大批热血男儿集体参军，涌
现了妻送郎、父送子、兄弟争相上战场
的典型。英雄的台前儿女全力支前，供
应粮草，踊跃参军，浴血奋战，前赴后
继，先后有8000余人参军，其中壮烈牺
牲 500余人，为支援刘邓大军渡河作战
和全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作出了巨大牺
牲和重要贡献。

如今的“将军渡”已被开发为红色
旅游景区，高耸入云的纪念碑、气势恢
宏的纪念馆、栩栩如生的百米浮雕碑
廊、奔流不息的黄河……见证着刘邓大

军强渡黄河、千里挺进大别山的历史。

二

沿黄河大堤左岸顺着河流的方向
前行，过原阳、封丘、濮阳、范县就能走
到台前县。如今的防洪大堤宽阔坚硬
平坦，已是重要的交通通道，堤两边是
防护林，风景秀美。

过了范县，从黄河大堤下来再顺着
101省道进入台前县界，与别处不同的
是路两旁的柳树在这里成为景观树，柳
树的柔韧与耐水性成为这里不二的选
择。经过调沙后清澈的黄河水被引进
田间灌溉，田野里厚实的麦田正孕育着
丰收。位于孙口镇的台前县产业集聚
区内，80余家羽绒加工厂正机声隆隆生
产不断。

目前，台前县从事羽绒行业人员已有
3.5万余人，年深加工原材料能力达4万
吨，年加工羽绒服装及羽毛工艺制品能力
达3500万件（套），羽绒制品及服饰加工
企业年总产值71亿元，出口创汇12700
万美元，占全县出口总额的90%以上，占
全省同类出口产品的80%以上，极大地推
动了县域经济发展。

古语云：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
黄河滩区资源的匮乏，使台前人争相向
外发展。据统计，台前总人口 38万人，
常年在外务工人员就达 10万人以上，
不少人成了小老板，积蓄了财富和经
验，有很强的投资家乡、回乡创业的意
愿。同时，还有一部分农村致富能人，
有知识、有技术、懂经营、善管理，并且
正在从事家庭作坊式生产，也有意愿扩
大生产规模，但苦于多种制约因素，瓶
颈一直没有突破。2016 年，在扶贫攻
坚战中，台前县因地制宜在全县建设
124 个扶贫就业基地。在村口建起扶
贫就业基地，把企业的车间搬到了农民
家门口，方便了农民，降低了企业成本，
同时培养了一批农村创客，为下一步乡
村振兴培养了人才。

说干就干，一个个扶贫就业基地如
雨后春笋，齐刷刷地在台前的大地上建
起来，那些不能从事重体力劳动，只能
赋闲在家、没有经济收入的农村留守妇
女和老人，在就业基地上班个个喜得合
不拢嘴，没想到在家门口也能就业挣工
资，这是他们做梦也没想到的事情。在
当地老百姓中流传着顺口溜：“扶贫基
地到咱家，进厂务工挣钱花，留住妈来
拴住娃，顾老顾小还顾家，又不耽误种
庄稼，产业扶贫人人夸。”

三

刚刚过去的春天，台前县各色花儿
芬芳开放。吴坝镇的桃花节、打渔陈镇
的樱花节，清水河的梨花满枝头，夹河
乡的采摘园里热带水果已不稀奇，他们
还要打造成全乡花果园。与此同时，后
方乡举办的集体婚礼在盛开的油菜花
田野里显得格外热闹。

有人说台前人现在的日子是唱着
过的。这话一点也不夸张。晚饭后，
散步在台前的街头，就能看到文化广
场上热闹非凡。在文化协管员的带动
下，喜爱唱歌或跳舞的人就会跃跃欲
试，自愿报名上台演出，有时晚上原定
的 10 个节目能被增加到 30 个之多。
台上的咿咿呀呀地唱，台下的拿着手
机投入地直播，几个年轻女子围着手
机看着直播画面兴奋地笑着指点着，
周边的孩子们不时地蹿来蹿去，甚至
跳上舞台。演者认真，听者痴迷，主持
人更是亲切如邻家小妹，随性自然，使
整台演出异彩纷呈。

如今，台前的交通条件得到了极大
改善，晋豫鲁重载铁路与京九铁路在台
前交会设站，形成黄金“十字架”。公路
交通方面，德商高速已建成通车，台辉
高速即将建成，这些交通设施的建成投
运，将彻底改善台前交通落后的面貌。

每个清晨与黄昏，阳光照在将军
渡，也照耀着台前人大步迈向富裕的身
影！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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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远的将军渡
““我和我的祖国我和我的祖国””征文征文见证

种菜的老人

□王俊义

杜鹃啼叫时，喊开枝头花。
鸟类中的杜鹃，诗人叫它子规，

农人叫它布谷。谷雨的雨总在四月
的某一天摇落下来，布谷的叫声就
随着雨声弥漫在田野。踏着布谷叫
声带来的雨滴，位于淮河流域的商
城，农人们的秧苗已经露出了青色
的芽尖。

走过商城北部的平原，进入南部
的群山之中，布谷的叫声，喊开了杜
鹃花的花朵。一簇一团，红得热烈奔
放，红得浪漫灿烂。

在 山 野 间 行 走 ，路 边 的 石 崖
上，不经意间一丛杜鹃，就点亮了
你的眼睛。踏着谷雨浅绿的草色，
走 进 一 片 松 树 林 ，拽 着 男 人 衣 衫
的，轻抚女人裙裾的，是一株开放
在两棵松树中间的红杜鹃。它们
不卑不亢地站在松树旁，一朵和另
一朵诉说春天。

这时，总会在开放的杜鹃花里
看见一个人，他叫易宗邦。1927 年
决定在商城举行武装起义的时候，
正是白色恐怖笼罩着豫南大地的时
候。为了筹集经费买到钢枪，易宗
邦就给父亲写信，谎称自己被绑票，
需要 600 块银圆赎回。易宗邦是独
子，易家是有些田产的书香门第。
父亲读了易宗邦的信，就卖掉田地
筹集了 600 块银圆，送到了指定地
点。易宗邦用这 600 块银圆，到汉
口买了 6 支钢枪，成为商城起义最
基本的武器。

商城起义是在 1929年 5月 6日，
当日立夏，也叫立夏起义。是年，易
宗邦 29岁。三年之后，易宗邦牺牲，
32岁。如同一朵杜鹃落地，把殷红的
底色渗入到商城的大地。易家的独
子走了，一个家族就零落成泥，消失
在商城茫茫的人海里。

牺牲时比易宗邦更年轻的，是红
32师师长周维炯。他也是商城大户
人家的儿子，七岁就跟着舅父接受良
好的教育。他的父母原本是想让他
成为读书人，做一个耕读传家的典
范。周维炯却毅然决然怀着红色信
仰，成为商城起义的领导人,成为红
32师的第一任师长。

周维炯牺牲时23岁，那是一个青
春似杜鹃含苞的岁月。满山的杜鹃，
映衬着周维炯的身影。一阵微风吹
过，带来动人的商城民歌：“大别山，
峰连峰，出了个英雄周维炯。打入民
团闹暴动，闹的满天红。”

诗人李瑛的诗集《红花满山》扉
页上有个题记：看那满山满谷的红
花，就是战士的生命和血......诗意是壮
美的，杜鹃是壮美的，每一朵壮美背
后，都刻写着一个个红军烈士的生命
壮举。从红军32师诞生那一天起，到
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那天，这片土地
有 8万子弟牺牲在戎马倥偬的生涯、
枪林弹雨的年代。他们很多人都还
是个孩子，18岁、19岁、20岁。他们
没有妻子，更没有孩子，他们生命的
底色，成为了大别山的底色。他们没
有留下名字，如同一个诗人说的：他
们都姓红，他们的名字都叫军。他们

是一个群雕，他们叫红军。
商城的春天，杜鹃花是红的。到

了深秋，商城的乌桕树也是红的：田
埂上的一棵，举起红色的老土布雨
伞；溪流边的一棵，一树绛红镀亮浪
花；村庄内的一棵，红叶扫着屋檐的
灰瓦；院落外的一棵，风吹动一树深
红的歌谣。

和乌桕树叶绽放烂漫之红的同
时，桂花开了。乳黄色的花朵，流溢
着染满商城的醇香。在深秋的乌桕
树和桂花树下行走，有一个上世纪的
商城人，总会和我们一路同行，他就
是王霁初。一个散落于商城民间的
音乐家，一个跻身于红军队伍的知识
分子战士，他用他的音乐才华，为商
城留下了一首红遍中国的民歌《八月
桂花遍地开》。

王霁初的一生就是个传奇。他
出生于商城一个世家，过继给叔父
当儿子。叔父清末民初在沈阳为
官，家境富裕。但是王霁初对于那
份财富，看得轻若浮云，他沉醉于京
剧。叔父要王霁初到沈阳弄个一官
半职，王霁初非但不去，还把田地卖
了，购置了戏箱和乐器，办了一个剧
团。周维炯的红 32 师打下商城，王
霁初就写了一首《打商城》，被红 32
师的官兵们传唱。在红 32 师的庆
祝大会上，王霁初又亮出了一首《八
月桂花遍地开》，最终成为红四军的
经典歌曲，也成为新中国的经典歌
曲。

王霁初的剧团，就成了红32师的
剧团，然后成了红四军的剧团，王霁

初就是这个剧团的团长。像朝圣一
样参加红军，是上世纪二十年代和三
十年代王霁初们的共同选择。

红四军长征的时候，王霁初的妻
子和四个儿子留在商城，他自己义无
反顾地跟着红四军走了，牺牲在四
川，再也没有回到商城。今天商城人
对于王霁初的记忆，就是那首《八月
桂花遍地开》。在烈士陵园王霁初的
雕像上，也赫然镌刻着“八月桂花遍
地开”七个金光闪闪的大字。

商城的里罗城，是一个镇子。
沿着镇子外边的河流前行，乌桕树
依然很多。穿过乌桕树林，踩着一
条 石 板 小 路 ，走 到 无 名 红 军 的 墓
园。石头箍起来的陵墓，散落于一
座山头之上。一块战争年代仓促矗
立起来的墓碑，也显得有些粗糙。
经风历雨之后，似乎还能听见那些
无名红军烈士生命最后的呐喊，还
能听见红军战士最后一滴血像一颗
种子植入大地的声音。

无名红军烈士墓园附近，有很多
棵乌桕树。深秋时节，乌桕树深红的
叶子会覆盖墓园，似乎给无名烈士们
铺了一条红毯。共和国走红毯的人，
应该有这些生命花朵还没有怒放就
离开的无名红军。这些无名红军，牺
牲于 1931年。假若他们活到新中国
成立，也会当上父亲、祖父。但是他
们牺牲于20岁之前，还是孩子。一颗
红星，就是他们的身份证。

春日杜鹃花红，秋日乌桕叶红。
这红，是商城的底色，是新中国的底
色，是我们今天幸福生活的底色。3

□张全功

墙角，一个种菜的老人

巴掌大的一片

托在手上，藏在心里

每天，她都来这里

拔草、浇水、细心侍弄

早晨，在发出的新芽上闪着光

今天，她穿的衣服特别新鲜

哦，是她种出的菜跑到了她的身上

看那些嫩绿的叶、鲜红的果

都在她的身上摇动生长

她站在那里

俨然最美最大的一棵

带着甜蜜的梦

愉快地展开翅膀3

□韩华仁

今年春节，去山岭祭祖。一路
上，坡上到处是栎茅，满坡焦黄，走
着走着，便感到很荒凉。

回 去 路 上 ，我 不 自 觉 一 声 惊
叫，弄得车里人一愣怔。我说，你
知道路两边缺啥？麦田！一块麦
田也没有。

从农村出来的人，大多对庄稼
有感情。你看看县城路两边，尤其
是背街小巷，沿墙根尽是小片菜
地，一溜溜韭菜、小葱或辣椒，有的
还插几根棍，架着豆角或黄瓜。嘴
上说是找个事由，其实是心里装着
乡村。

后来，我一出门便眼睛瞪多大，
四处找小麦，看到哪儿有一大片小
麦，如果开车的随和，是自己人，便
让停下，站在麦地边，使劲看，使劲
拍，看得开车的乱按汽车喇叭，嘴里
乱嘟噜。

不光我，很多从乡村出来的，好
看庄稼的还不少哩。我还与别人一
起看过稻田，也好看哩。几个人坐
在田埂上、树荫下，看着绿莹莹的稻
田地，看着白鹭还有不知名的水鸟，
在长满嫩草的地埂上忽闪着翅膀，
看着秧苗乱动弹，听着稻田里唧唧
乱叫，心里也变得绿莹莹的。也有
人看花生、玉米，庄稼都好看得很。
若论气势，玉米高大，是青纱帐；若
论灵气，还是水稻，但啥都没有小麦
绿得正，耐端详，味道足。在我眼
里，小麦才是庄稼之王。别看水稻
玉米花生豆子都在农村占有一席之
地，但哪种庄稼敢在冬天哈哈大笑，
又有哪种庄稼能与整个春天相伴，
静看花开花落，不慌不忙往上长？
只有小麦！

小 麦 一 旦 走 进 田 地 ，绿 到 天
边，麦浪滚滚，大气势就出来了。
在农村，小麦就生长在人们心里。
人与小麦打了几千年的交道，在中

原地区，小麦是粮食中的粮食，假
如没有小麦，吃不了大白蒸馍，成
天红薯玉米糁喝着，看看那日子还
咋整哩？

正因为如此，麦子收获的季节，
割麦、挑麦、打场等等劳动场景，特
别让人感动。现在，农户种麦也不
割麦了。收麦时，户主往地边石头
上一坐，抱个大茶壶，收割机从这头
跑到那头，麦子都装进编织袋了，连
个镰刀把儿也不用摸。

到现在，我感到自己还没走出
小时候的农耕生活。那时苦，但现
在回想起来，总甜丝丝的。我好说
歹说，妻子终于拉着我去南阳独山
那一带看麦子，麦田无边无际，麦浪
从这边往那边，一直滚到天边。回
来后，我的心情格外舒畅。

我对朋友说，我专程到南阳看
麦子了，看着得劲！朋友便看着我
笑，然后坚定地说：我也要去看麦
子！3

底 色
感
悟

看麦子

□本报记者 马泰 本报通讯员 孙宏龙

五月榴花红似火，丹心谱曲迎宾
来。5月 23日-25 日，为了营造良好
的教学氛围，大力弘扬大国工匠精神，
培养具有改革创新精神的高技能人
才，全面展示学校近年来的教育教学
成果。在河南省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关
怀下，河南经济贸易技师学院举办了
技能文化展示活动。其间，学院向家
长、企业和社会各界展示了该校学生
专业的职业技能和良好的职业素养；
学校在教学、育人、管理、服务等方面
取得了丰硕成果。

展示活动现场热闹非凡，一个个
精彩的实操表演、精美作品呈现在大
家眼前。艺术教育系大型学生手工
作品展示，包括剪纸、绘画、手工制
品、花艺等；丰富多彩的文艺演出，包
括军鼓演奏、非洲鼓演奏、钢琴演奏、
悬空鼓演奏、七个一汇报演出、童话
剧等；育人成果展示，包括文明礼仪
操、文明礼仪演讲、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朗诵等；校区合作成果展示，包
括合作幼儿园园长演讲、优秀实习生

“成长历程”演讲等。汽车工程系展
示项目按照汽车制造商的技术规范，
利用先进的诊断专用工具和维修专
用工具、设备，对汽车主要系统和部
件进行故障诊断、检测、维护与保养、
喷涂、钣金等的维修。粮油食品系的
网红蛋糕、艺术蛋糕、多彩慕斯、法式
面包、艺术面包、软欧面包、休闲点心
等，琳琅满目的烘焙产品，给前来参
观的来宾们带来强烈的视觉冲击。
冰爽冷饮、冰粉、冰激凌现场送，巧克
力与 3D 打印碰撞，一起来体验一把
食品高科技。现场进行 3m巨型蛋糕
制作，千人共享了甜蜜时刻。粮油食
品系现场展示来图定制属于你的个
性食品。自动控制系展示主题具有
鲜明的新时代特色，无人机应用技术

专业展示无人机模拟飞行、航拍飞行
和视频制作、植保无人机真机飞行、
无人机难度表演飞行等项目；学生实
训展示作品 300多件，电子制作、彩灯
设计、PLC 智能控制设计、智能机器
人设计及表演、智能汽车表演、电力
拖动控制线路等。

商贸系技能展示亮点有现代旅

游与酒店管理专业学生表演的茶艺、
调酒等；会计专业的技能有点钞、传
票翻打、会计电算化、会计手工做账
等；市场营销专业进行了商务礼仪精
彩表演，让来宾和学生一同感悟商务
礼仪的规范和技巧。机械工程安排
了丰富的展示项目和体验活动。开
展机械制图、工业产品设计、钳工铣
工学生创意作品及各专业实习作品
展示。信息技术系技能展示分为 5
个展示区和多个体验参观展区。印
刷多媒体专业现场展示了海报印刷
作品，来宾在学生的指导下可以动手
将手提袋印上自己喜爱的图案，感受
印刷技术的魅力。联想一体化专班
现场展示手机清洗、手机维修、PC维
修和服务器维修等专业基本功。计
算机网络应用专业现场展示网络综
合布线技术；电子商务专业现场展示

在线客服、电商美工、商品拍摄技巧
和技能，来宾还可以免费体验两寸照
片的拍摄。现场安排的设计作品展
和 VR 体验专区，让来宾现场感受虚
拟现实技术带给生活的非凡力量。
技能文化展示期间，学校组织了优秀
实习生回校演讲，进一步加强企业学
校之间的沟通联系，产教融合，无缝
对接。

河南经济贸易技师学院技能文
化展示活动为师生提供了一个施展
自身才华、发挥个性、挖掘潜能、团
结协作的舞台，集中展示了师生技
能文化风采，增强了师生苦练技能
意识和技能教学的创新意识。该活
动已经成为该校深化校企合作、提
升技能人才培养质量、展示技工教
育先进经验的重要平台，促进了学
院教育教学、综合管理等各项工作

水平的进一步提升。近年来，该校
不断深化“校企合作、工学一体”的办
学模式，教学质量逐年提高，毕业生
一直供不应求。

据了解，河南经济贸易技师学院
始建于 1981年，位于新乡市卫滨区劳
动南街，隶属于河南省粮食和物资储
备局，属国家级重点、省示范性技工
院校，是经河南省人民政府批准的公
办技师学院。学院以综合职业能力
为培养目标，以高级技工和预备技师
为主要培养对象，目前全日制在校生
达 9000 余人，学院现设有七个系共
20余个专业，涵盖机械加工、3D打印
与快速制造、粮油食品、智能制造、汽
车维修、工业机器人应用与维护、无
人机操控技术、计算机网络应用、电
子商务、幼儿教育、商贸等行业。学
院实行封闭管理，紧密结合社会、企
业，开放式办学。校园内绿树成荫，
花木繁盛，环境幽雅，景色宜人，是读
书成才的理想之地，大国工匠的成才
摇篮。

河南经济贸易技师学院技能文化展示活动亮点纷呈

河南经济贸易技师学院技能文化
展示活动仪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