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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闫鹏亮 吕爱玲

秋日清晨的民权县党建文化主题公园内，一名小
号手深情地吹奏着《我爱北京天安门》。耳熟能详的旋
律，吸引了正在这里散步的中国首届“十大最美基层环
保人”之一的丁世毅。他曾三次去北京看天安门的往
事，也伴着旋律浮现在了眼前。

“我会唱的第一首歌就是《我爱北京天安门》。”望
着东方冉冉升起的朝阳，丁世毅充满温馨地回忆说。
出生于上世纪 60年代的他，对天安门的第一印象来自
小学课本。那时候的他就总在想，要是有一天能到北
京看看天安门该多好啊！

1987年大学毕业后，丁世毅成为民权县一名环保
工作者。1995年，他被选派到当时的国家环保局学习，

“我去北京的第一件事，就是去看了天安门！”
雄伟壮观的天安门就在眼前！站在天安门城楼

前，他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
第二次看天安门，是“路过”。2009 年 4月中旬，

丁世毅出差去中国环境科学院寻求污染治理技术支

持时，因不敢耽搁公务，他只能请
求出租车司机绕道天安门广场。

“那天的天安门广场热闹非凡，执
勤的军人像一尊尊雕塑伫立守卫，
鲜艳的五星红旗迎风飘扬，还有成
群结队的鸽子在自由翱翔……虽
然这一次只是路过，但我的心情依
然澎湃不已。”

2018年 1月 22日，是丁世毅第三次去看天安门的
日子。这一次，是他作为全国首届“十大最美基层环保
人”之一，去北京参加“致敬 2017最美基层环保人”颁
奖典礼活动。在主办单位的安排下，他还登上了天安
门城楼。

“凌晨三点多，我们冒着寒风从四面八方汇集在
天安门广场。当国歌奏响、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时，一
股热血也在我身体里沸腾了。”丁世毅激动地说，这是
他的一次骄傲之旅。也正是这一次，他得以聆听环保
部、环科院等专家的指导，从而更加深刻地认识到环
保工作的重要性，“环保事业就是让老百姓能喝上干

净的水，吃上健康的食品，呼吸到新鲜的空气……”
从北京回到河南后，丁世毅的干劲更足了，也对自

己从事的工作更有信心了。32年来，他不论春夏秋冬，
还是风霜雨雪，都尽心尽力坚守在头顶的蓝天和脚下
的热土之间。因为他坚信，当蓝天白云、鱼翔浅底的景
象逐渐成为常态时，人们也不会忘记环保工作者所付
出的汗水和艰辛。

如今的丁世毅，依然坚守在环保工作的第一线。
眼见身边的环境越来越好，蓝天白云的日子越来越多，
丁世毅又有了新的愿望：“我还要去天安门广场。那是
我一生向往的地方。”8

□原金贵

迎着朝阳，骑辆单车，我在汤阴县城闲逛。人民
路、岳庙街……宋代的飞檐翘角、明清的粉墙黛瓦，凸
显着“外在古典、内在时尚”的城市建筑风格；人和公
园，汤河公园，城南公园……绿竹翠柳夹着幽僻的小
路，青萝嫩草拂弄着行人的衣裙。老人孩子的笑声，和
着月季的香气，抖落树叶上的露珠，发出清脆的声响。

这，就是我生活了近60年的小城吗？
历史，总是将发展进程中一些重要的时间节点铭

记。
1963年，我出生在县城外的南关村。小时候，常

去岳飞庙玩耍，几个调皮的孩子，还总是把尿撒在秦桧
的头上。小小年纪，每次从不长的岳庙街走过，心里老
是打鼓：那低矮的窝棚，能经受住一场秋雨的浸泡吗？
那破旧的瓦房，能经受住一场冬雪的覆盖吗？

我生活的南关村，更是以“沟多岸多坑多”被称为
“南关三多”。我家门前是沟，西侧有个大水坑，几十亩
大；东侧有大小三个坑相连。每到秋雨连绵时，沟坑连
成白花花的一片。人要走路，只能把坑边的柳树当作

“航标”。不熟悉地形的人，是万万不敢行走的。令人
痛心的是，1975年一场暴雨之后，我四五岁的小侄子
自己出门玩耍，不小心掉进了路南边的水坑里，永远离
开了这个世界。

跟我们紧挨的邻居，姓马的门前叫马家沟，姓闻的

门前叫闻家沟，姓宋的门前叫宋家岸……
在我的印象里，除了城里有几条横平竖直的街道

外，出了城门，东西南北四个关都是一个模样。而如今
的人民路，通过“百城提质”工程，以恢复古城风貌、展
现城市文化为目标，绿化和景观照明配套，公共基础设
施完善，已成为小城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其实在早
些年，这里何尝不是一条“夏天蚊蝇乱飞，冬季野狗狂
吠”的“龙须沟”呢？

70年时光，在历史的长空只是短暂一瞬。但在
我的记忆里，家乡的一切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我家西侧的大水坑，填造成了岳飞广场；门前的几
个沟，摇身变成了宽广的精忠路；那条几丈深的闻
家沟，则成了赓续岳飞精忠报国精神岳庙街的一部
分……更令人欣喜的是，小城变大了，变美了，变得
有文化内涵了。

行走在县城的每一条街道上，不仅仅是美观的建
筑，干净的街面，见缝插针的美化绿化，当你把目光随
意撒落在街道两边的一砖一瓦、公交站亭、指路标牌，
甚至窨井盖上，处处都能透出千年古县“执子之手”的
温馨，“自强不息”的激情，“还我河山”的豪迈，“悬壶济
世”的大爱……这一切，如果没有新中国成立以来几代
人的不懈努力，如果没有改革开放以来的高歌猛进，会
有这样天翻地覆的变化吗？

每天，走在自己生活了大半辈子的小城街道上，爱
上了自己生活着的小城，需要其他的理由吗？8

□屈效东

宁陵县程楼乡大吴庄村村民李兴才办有一个家庭
剧团，一家人走南闯北搭台唱戏，小日子滋滋润润。

在前几天县里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举行的文艺汇演上，李兴才精心准备的小戏
《冬去春来》获得二等奖，兴奋得他一拍巴掌说：“我
这七十年都是唱着过的。这出戏，是我向共和国的
献礼。”

生于 1942年的李兴才，7岁那年被家人送到附近
的集镇小学上学。每天放学，孩子们有说有笑，嬉戏玩
闹，他却总往学校对面的戏班子跑，缠着教戏的王师傅
教他唱杨文广、小哪吒。喜欢上李兴才的王师傅经不
住缠磨，拉着他的小手教他学武生、唱红生。

1949年 10月 1日，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庄严宣告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同一天，集上的父老乡亲们

也搞了庆祝活动。戏曲演出时，王师傅把李兴才抱上
舞台，化了妆的他像模像样唱起了“有为王坐江山哪，
实非容易……”童稚的声音，有板有眼的腾挪，赢得了
台下上千人的喝彩。

老父亲知道了，恼了。李兴才一回到家，就被揪住
衣领子，“你这娃儿不好好上学……”一边的老娘心疼
儿子，劝道：“别光说上学有出路，我看戏唱好了也有出
路。咱儿子既然热戏，就让他走这条道儿吧。”

1958年春，县豫剧团招生，报上名的李兴才随着悠
扬的板胡，字正腔圆地唱起了《南阳关》：“西门外放罢
了三声大炮，伍云召我上了马鞍桥……”

“好好好！”剧团导演连声叫好，问李兴才为啥要当
演员唱戏，李兴才没有张扬豪言壮语，只是说：“现在是
新中国的天，新中国的地，我这辈子就想唱着过。”

进了专业剧团的李兴才如鱼得水。每天一早儿他
就起来练功，既练武功也练唱功，几年间，他的才艺大
有进步，在多出戏里扮演重要角色。然而，就在他不断
进步不断发展时，剧团压缩人员支援农业生产，李兴才
被辞退了。

郁闷的李兴才回到家就蒙头大睡。翻来覆去，心
里好不凄凉。新婚妻子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出主意
说：“咱别为这事儿难过。你是红生，我唱黑头，干脆咱
组个业余剧团，自己唱戏好了。”妻子的这番话，让李兴
才一骨碌坐了起来。

招兵买马。借戏服，买道具，夫妻俩开始了走南闯
北演出的日子。《闯幽州》《两狼山》《对花枪》等剧目唱
响了远近村落，红火了好一阵子。再后来，李兴才领着
一班人加入了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后来，宣传队改为曲
艺队，开始入村下乡为百姓演出现代戏。

光阴荏苒，弹指一挥几十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
会后，李兴才带领的曲艺队被改为县豫剧二团。当上
团长的他，下乡入村为群众演出《打金枝》《卷席筒》等
剧目，他演的小仓娃活灵活现、他演的唐王持重沉稳，
深受观众喜爱。

上世纪 80年代初，李兴才就开始了排演现代戏。
他在《红灯记》中扮演李玉和，还在《智取威虎山》中扮
演座山雕。他把这一正一反两个人物的心态、动态把
握得十分到位，招引来了观众，剧团绝处逢生。

又过了几年，电视机走进千家万户，不少演员下海
了，经商了，李兴才也再次沉默了。

就在李兴才嘀咕着“我往哪里去，我往哪里走”时，
老伴又来当高参了：“山区的电视信号不好，咱组团到
那里去演出咋样？咱儿子会演文武小生，咱儿媳会演

帅旦花旦，五个闺女五个女婿有青衣、彩旦，有红生、黑
头，还有拉弦、打鼓、敲锣的，咱再组个家庭豫剧团，还
唱咱的大戏，还找咱的乐趣，行不行？”

听了老伴的话，李兴才当天就召开了家庭会。他
把老伴的想法刚一说，儿女们当场就唱着“爹娘的话，
如似指路的明灯，儿女们照办，个个服从”的调子，同意
了老夫妻俩的意见。

接下来，这家人重置服装道具，买来电器、灯具，买
来汽车，起明搭夜直奔我省和山西、河北等地的大山深
处，古装戏、现代戏，唱了一场又一场，活跃了山区群众
文化生活，也增加了一家人的收入。

有一年初冬，李兴才的家庭剧团在豫北山区和一
个村子签了 20 天的演出协议，可在他们开着车唱着

“明知道路有艰险，越是艰险越向前”的戏词前行时，前
面的路越走越险，他们只好下车把服装道具肩挑手提
地运到村里。刚安顿下来，村里的百姓就点了《七郎八
虎闯幽州》。李兴才的女儿犹豫着说：“要演这个戏，俺
老爹得演杨继业。可他患感冒，今儿又爬了半天大山，
这戏就改天演吧？”李兴才听见了，站起来一拍胸膛说：

“戏比天大。俺杨继业今天就再闯一回幽州城，让山里
的爷们儿大饱眼福。”

咚咚锵、咚咚锵。锣鼓家什儿一响，70多岁的李兴
才来了精神。大幕开启，扬鞭催马的他带着英姿勃勃
的“七郎八虎”上场一亮相，台下爆出一片喝彩。

李兴才在外演了几十年的戏，不但圆了自己“一辈
子唱着过”的美梦，他还在县城买了房子。他认定这辈
子与戏剧有缘，信服国家改革开放带来的大发展。日
子过得好了，他不忘村里的父老乡亲，三天两头帮贫困
人家的忙。“生我养我的大吴庄村已摘下贫困村的帽
子，我高兴得很啊！”

今年初秋，李兴才带着他的戏班子，一路唱着“祖
国的大建设一日千里”，兴冲冲地回到大吴庄，先为家
乡父老送上一出《闯幽州》，又送上一出《十五贯》，赢得
了父老乡亲的热烈欢迎。有村民问他：“兴才，县里汇
演时，你准备拿啥戏参演？”李兴才，这位艺龄和共和国
同岁的民间老艺人高声说：“咱家庭豫剧团有演员，也
有撰写戏文的人。我们准备选咱村脱贫致富的几个典
型，编一出《冬去春来》的现代戏！”

村民们兴奋，李兴才的儿女们也备受鼓舞。剧团
里负责写戏文的几个人，当天就去村里摸情况、找感
觉、挖思路……

“冬去春来几十年，祖国建设日新月异……”这些
天，李兴才还在哼唱他的戏文哩！8

□王华林 翟京元 刘军旗

10月 1日上午，北京天安门广场。
金色的奖章挂满了李江福的胸

前。他是此次国庆阅兵观礼嘉宾，也
是全国劳动模范、全国道德模范、全国
首届诚信之星。此刻，他心潮起伏，泪
水盈眶。那一刻，一个熟悉的方队进
入他的视线。他知道，在这个方队中，
他的二儿子正手握钢枪，昂首挺胸走
过天安门广场，接受祖国和人民的检
阅……

2015年9月3日，李江福作为全国
劳模代表受邀参加了纪念中国人民抗
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
年观礼活动。

从1984年走出太行山，到第二次
坐在天安门广场观礼台上，李江福走出
了一个红旗渠工匠后人的人生豪迈。

一

初秋的一天，郑州市经开广场。
一间挂着“道德讲堂”的屋子里，身着蓝色工装的建筑工人济济
一堂。此刻，讲台上的李江福的身份不是项目经理，而是传道
授业的解惑者。

通过道德讲堂，工人们知道了“南门立木”的故事。他们中
很少有人质疑，因为，他们的疑问总能在隔壁的荣誉室里找到
答案。那里，记录着160多项鲁班奖、中国优质样板工程奖等荣
誉。来这里拜访的人，先是为满屋的金杯银牌惊诧，而后都会
生出一个问题：一个民营企业成功的秘诀是什么？

“诚信。”李江福有故事——
那是1988年，李江福以信用担保，贷款12万元给一个亲戚

承接工程。不料，这个亲戚因故打了退堂鼓。25岁的李江福为
了能够还上贷款，辞去国企的工作，当起了“包工头”。

那是 2005年，濮阳某学院办公楼工程，李江福发现部分框
架填充墙砌体砂浆标号偏低。“水泥没有生命，但可以检验良
心！”他生气了，命令工人把砌好的五道墙全部拆除重砌。这一
次，他损失了 5万多元，却换来了河南省建设工程质量最高奖
——“中州杯”。

那是2007年，李江福承建一项工程，因开发商拖欠工程款导
致100多万元农民工工资没有着落。李江福卖掉了自家的房子，
他要赶在大年三十之前，把工资足额发放到每个农民工兄弟手
里。这一年，李江福和妻子、孩子第一次外出租房居住、过年……

故事举不胜举。
30多年来，李江福承接的工程，没有一次拖欠工人工资。

他用诚信践行诺言，更为自己赢得了全国劳动模范、全国道德
模范、全国首届诚信之星、中原大工匠等荣誉称号。这些证书、
奖杯，就是李江福的人生名片。

二

道德是无形的，又是最有力量的。
1963年，李江福出生在林州的一个小山村辛店。从小父亲

就教育他“人过要留名，雁过要留声”。李江福是在红旗渠精神熏
陶下长大的，“我不能给父亲丢脸，更不能给红旗渠精神抹黑。”

上世纪 80年代，林州“十万大军出太行”，到全国各地建筑
工地谋生活。从山里走出来的李江福深知老乡打工不容易，他
们抛妻舍子，背井离乡，省吃俭用，为的就是过年时能给老人孩
子添件新衣，缴上学费。“我什么时候都不能亏欠老乡。”1998
年，李江福的工程款结得晚，为了赶在春节前发放工资，他从三
门峡冒着大雪，驱车两天两夜赶回老家。乡亲们被感动了。

最让李江福挂念的是包工头老杨。2011年春节前，老杨突
然患病去世，但还有许多项目款没结清。李江福得知消息后，
立即对老杨完成的工程进行盘点结算，连夜把96万元工资款送
到了260公里外的驻马店。

千金取义。30多年来，跟李江福干过的农民工有 14万多
人次，他从未拖欠过他们一分钱工资。他这样说：“我不欠你一
分钱，你要垒好每块砖。”

“诚信不应是一个人的行为，更应是一群人的共同遵守。”
李江福说，他每到一个新的建筑工地，都会设立道德讲堂，让诚
信修养成为工人们的必修课。繁忙的工作之余，李江福还参加
了河南劳模志愿服务队，在乡村精准扶贫，改善人居环境；他还
参与道德宣讲活动，四处宣讲诚信故事……

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在他的感召下，公司的建筑工人
中，已有50多位省市劳动模范、道德模范以及劳动奖章获得者。

三

父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上世纪60年代，李江福的父亲是
红旗渠的参建者之一，更是一个信守承诺的工匠，乡亲邻里请
他盖房修屋，他都会欣然前往，而不会因为贫富差别而厚此薄
彼。父亲的为人和诚信影响着李江福。李江福同样以诚信，教
育着自己的孩子。

李江福常给妻子和孩子讲，做人做事一定要靠谱，要说到
做到；与人打交道，不能嫌贫爱富；得人帮助，要记着回报——
逢年过节，李江福都会带着家人回林州老家，看望老师和长辈。

大儿子上小学时，想买一个十几块钱的半自动铅笔削笔
刀，他没有答应。直到高中，儿子还没有自己的零花钱。但多
年后，儿子终于明白了：“父亲教给我的，不在于吃多好、穿多
好，精神才是一个人最大的财富。”

如今，大儿子正读着研究生，二儿子也是优秀的军校毕业
生，被正式选拔进入新中国成立70周年受阅部队。

2017年，李江福的家庭还被评为全国最美家庭。
“我要诚实守信，和乡亲们共同富裕。”李江福说。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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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辈子就想唱着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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