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hnrbzyfzw@163.com 中原风│102020年5月28日 星期四
责任编辑 冻凤秋

□胡巨成

序曲

2019年 9月 17日，一个令大别山人刻骨铭
心的日子。

绵绵细雨，把山下的这个美丽乡村装扮成
了一幅恬静的水墨画。

一行人入画了。村文化中心广场，中型客
车上走下来的，是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

乡亲们不敢相信，北京的喜雨，径直飘进了
山里。

总书记是专程从北京来的，他要看看一直
惦念的老区人民，他要听听脱贫攻坚中群众的
心声。

那一刻，小山村让世人瞩目。
她有一个伟岸的村名：东岳。
在中国共产党指挥的脱贫攻坚的时代交响

中，东岳村的奋进旋律就像她的名字一样铿锵、
雄壮。

第一乐章 梦起

历史把辉煌和苦难都赋予大别山下这片神
奇的土地。

像大别山下的许多村庄一样，东岳村不仅
古老厚重，而且有过耀眼的光芒。大革命时期，
东岳村就建立了杨湾苏维埃、四角洼苏维埃、茅
塘埂苏维埃、熊洼苏维埃、上张湾苏维埃等红色
政权，村内的革命活动风起云涌，如火如荼。在
村口的水塘边，有一排并不起眼的砖瓦民房，若
不是立有石碑，外人很难想象，这里就是李先念
当年指挥中原部队时住过的地方。

然而，几十年过去了，2000多口人的东岳
村有一半以上还在贫困线上沉浮。

“前辈们奋斗的结果难道就是一如既往的
贫困吗？总不能让他们遗恨九泉吧！”

说这话的是一个血气方刚的小伙子，叫杨
长家。20年前他刚接任村支书。

那时候，杨长家在县城开办光山县第一家
防盗门窗厂，生意火爆，眼瞧着他就要成为“百
万富翁”了。

村里的杨支书病重，乡领导有意让他回来
接班。杨长家不想回，他一离开，厂子就得
黄。可乡领导说：“你是党员，现在组织需要
你。再说你就是东岳人，真忍心东岳就这样垮
下去？”

老父亲也说：“长家，你该挑起这副担子，现
在的东岳比任何时候都需要你……”

父亲是退伍军人，耿直、正派，当了19年村
支书，给贫穷的东岳村留下了养猪场、打米厂、
油坊、林场等村办企业，给“国、家、太、平”四个
儿子留下的却只有几千元债务。

长家心软，扛不住这样的反复动员，一咬牙
答应了。

杨支书是长家的堂叔，“交班”时，病床上叔叔
后悔这些年无所作为，误了自己，也误了东岳。侄
儿也埋怨叔叔不该有病不说，破罐子破摔。

叔侄俩泪水长流。长家知道，这个时候不该
说这些，但他就是不能原谅叔叔生病后的“颓废”。

他暗自发誓，自己今后就是遇到再大的坎，
也要负起责任，一定要像父亲一样为东岳鞠躬
尽瘁，让乡亲们过上好日子……

第二乐章 梦寻

梦想很丰满，现实却很骨感。
就在这年的大年三十，杨长家把乡民政所

给村里的几百元救济款，发给全村的五保户，又
兑现了村干部手里的一些工资白条，满心欢喜
地回家过年，没想到在他家的堂屋里，一位村民
拿着个布袋正等着他呢。

杨长家一看就知道是怎么回事，每到过年这
村民都会到村干部家里走一趟，看能否要些东
西。果然，村民说：“听说村里救济款下来了。我
来找支书，看能不能弄点，我这年过不去了。”

杨长家只觉得心里堵得慌，强压着心头的
不快：“哦，上面拨的救济款都分给五保户了。
你要是年过不去，你看我家里有啥，想拿拿吧。”

村民真的起身在他家里翻箱倒柜，往布袋
里装东西。

冤枉吗？委屈吗？杨长家一夜未眠。问题
不在村民，在我这个村支书啊。乡亲们穷怕了，
而村里每年还要向大家伸手。

不能再伸手了，但“不伸手”的办法在哪里呢？
他突然想到东岳村名字的由来，村东的文

殊寺原来叫东岳寺，经常有和尚云游到此，云游
途中只能靠化缘度日。

对，化缘！不想向乡亲们伸手的杨长家，把
思绪转向了东岳外面的世界，茅塞顿开。

这年正月初七，杨长家自己掏腰包在县城
里置办了两大桌，把县城里的科级、股级，还有

无级的东岳籍老乡都请到：“我不是跟你们要钱
的，我只想让你们各尽所能，为村里想点办法。”

县政府办副主任刘中年说：“今天支书来看
大家，我们都很感动，大家都不要走，下午继续
讨论，晚上我请大家喝‘小糊涂仙’”。

上面的红头文件找来了，这些东岳的赤子
们围在一起，咀嚼着每一个油墨铅字，虔诚地吮
吸着、品味着它所包含的玉液琼浆。

长家说：“那天真热闹，也真有效，大家在一
起研究政策，寻找对策，真是让人难忘。”

村里要修路，报告直接打到省财政厅，拨下
来的修路款没花完，帮村里困难户补齐了上交
提留。

村里要换变压器，报告送到市老促会。变
压器换了，老促会还给村里发了一个奖牌。

“渐渐地我明白了，只有干事才有钱，啥也
不干便啥钱也没有。”杨长家说。

第三乐章 筑梦

2011 年春，听说省里要往下派第一书记，
全信阳只有 3个名额。杨长家顿时眼前一亮，
要是能给咱东岳派一个多好啊。

这年 8月，中原出版传媒集团出版处处长
王霆炜走进东岳村。从这时起，传媒集团就和
东岳村结下了不解之缘。

王霆炜话不多，但喜欢琢磨事。他说，东岳
的资源优势在东岳的文化。比如东岳的花鼓
戏，早在 1953 年就参加全国民间音乐舞蹈会
演，并在北京中南海为党和国家领导人演出，有
两名省级花鼓戏传承人，还有皮影戏、狮舞、龙
舞、竹马、旱船等民间艺术以及村头数百年的皂
角树、黄连木……

杨长家脑袋一拍：“对呀！这都是东岳村的
宝贝啊。”

他们找来主管部门的有关领导和专家到东
岳考证，东岳古村落保护规划很快上报到河南
省及国家有关部门。

2012年 1月，东岳村被省政府命名为“河南
省历史文化名村”；同年12月，东岳村又被国家
列入首批“国家传统村落”。随后，国家一次性
拨付保护发展资金300万元。

经过几年努力，村里建起了敬老院，修起了
拦河坝，办起了合作社，升级了电网……

2015年 9月，传媒集团派张煜带着驻村队
员沈跃宗接替王霆炜进驻东岳村。

经过一个多月的走访调查，张煜的第一把
“火”烧得让人意外：全村所有党员，都必须佩戴
党员徽章，亮明身份。

一开始，大家不太习惯，虽然总是大会讲，
私下说，两三个月过去，依然有人今天忘了，明
天丢了。

终于有一天，看起来书生气十足的张煜，在
支部党员大会上变脸：“一个连党员徽章都戴不
好，连身份都不敢亮的共产党员，还奢谈什么模
范带头作用，还怎么带领群众脱贫致富？”

一些党员脸红了。从此，47块党员徽章，
47面旗帜，在东岳村的田间地头闪亮，在600多
户东岳人房前屋后发光。

趁热打铁，东岳村的党课制度、党员活动日
制度、民主生活会制度、支部议农促农制度相继
恢复，“爱我东岳、党员先行”活动旋即展开……

后经上级批准，村党支部升格为党总支，下
辖东岳村社区党支部、文殊寺油茶专业合作社党
支部、四方景家庭农场党支部，党支部真正建立在
产业链上。张煜带头建起了“东岳村党总支”的微
信群，村里的大事小情，都在群里公布、热议。

2016年 3月，信阳市委机关党委书记周继
昌、常委办副主任胡超、督查室副主任汪运利组
成驻村工作队来到东岳。

想着是市委办的领导，杨长家不想让周继
昌直接帮扶贫困户，怕牵涉他太多精力。周继
昌不同意，自己要求帮扶两户贫困户。看到贫
困户杨泽恩家猪圈空着，他自掏腰包买了三个
猪娃送去。他帮贫困户杨泽万报销药费，帮贫
困户肖本仁推销陶器等许多故事，至今还在村
里被传为佳话。

汪运利个头不高、皮肤黝黑，报材料，填表，
在他这里都是“小菜”，又快又准，从没有怨言。

1982 年出生的胡超是周口项城人。驻村
没多久，他就落了个“拼命三郎”的绰号。“胡书
记干活是连轴转。有时候时间紧、任务重，我们
经常一忙就忙到凌晨一两点。有时我们都休息
了，他一个人还在办公室里忙。”第一书记张煜
说。得知他这种工作状态，妻子打来电话“批
评”他：“你这样拼命，会把别人也累垮的！”

记者想起 2017 年 6 月那次去东岳村采
访。没有通知县里，也没有告诉村里，记者在汽
车导航的指引下，直接来到东岳村。

上午10点多，记者推开东岳新村一家虚掩
着的大门，一位老太太从里间应声出来：“你是

小胡吧？”说话间两手乱摸，原来老太太看不
清。记者猜想她说的是胡超，忙解释“我是老
胡”，老人大概没听清，双手继续摸到记者身上：

“怎么两天没来，胖了呢？上次让你带的‘扁嘴
蛋’（鸭蛋）你没拿走，这次一定带走！”说着又摸
进房里，提出一个黑胶袋，打开全是腌好的咸鸭
蛋。她拉着记者的手，非让带走不可，记者费了
好大劲才从老人的手中抽出手来，出门还听老
人嘟囔：“这个小胡，下次一定让他带走。”

在村部，记者见到胡超。他说，这是村里的
五保户，老两口都80多岁了，没孩子，老太太眼
不好，见了干部格外亲，咸鸭蛋是她亲手腌的，
在她心里很贵重。

村干部告诉记者，五保户户主叫向金志。
一次走访中，胡书记发现向金志的妻子脚肿得
没法下地走路，平时下床，全靠一个小竹竿辅
助，很不顺手，也不安全。回村后胡书记立即在
淘宝网上帮老人家买了一根木拐杖，又买了些
止疼膏药，一并送到家中，接过拐杖和膏药，两
位老人感动得热泪盈眶。

一根拐杖，凸显出驻村干部和群众心连心。
2017年 11月，传媒集团党委工作部主任、

直属党委副书记贾巍接替张煜进驻东岳村。欢
迎会上，胡超对比他大 14岁的贾巍说：“贾哥，
就让我们一起来做老杨的圆梦人吧。”坐在一旁
的杨长家眼眶顿时潮湿了，他猛地站起来，三双
男人的大手有力地握在一起。

一个月后，光山县遭遇了几十年来最大的
一场暴雪。那天一大早，胡超、杨长家、贾巍就
到村里巡视了一圈，刚回到村部，正商量铲雪、
除雪事宜，突然杨长家接到电话，向塆村民组的
向玉琼家房顶积雪过厚，出现险情。三人立马
赶到向塆，看到向玉琼家正房屋顶上的檩条果
然有被压塌的危险，他们立即将两位老人从正
房转移到侧屋里。

从向塆回来，雪越下越大。胡超放心不下，
说：“那两位老人的侧屋里没有床，抢出来的被
子也不够厚，这么大的雪，老人要是冻病了咋
办？我们得赶紧给他们送张床过去。”

杨长家频频点头，立马组织两名党员，从村
部腾出一架木床，又拿了一床新棉被，几个人一
起迎风抬出村部。

风雪路上，他们轮流抬着这张床深一脚浅
一脚地顶风前行。被这情景感动的杨长家，在
胡超和贾巍轮换抬床的空隙，跑到前面用手机
拍下了这张风雪图。

不到两公里的路程，风雪中他们整整走了
一个多小时。

到了向塆，乡亲们怎么也没想到驻村干部和
村支书会冒着这么大的风雪送床过来。正准备在
地上凑合一夜的向玉琼老两口见干部们满身雪花
抬床进来，感动得话都说不出来，不住地流泪……

“当官不像官”，东岳的群众被这些党的干
部折服了。

勃洛克说，我温暖着你避过冬天的风暴
——以整个的心。

第四乐章 追梦

2018年正月初八，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信
阳市委书记乔新江来了。东岳村是他的联系点，
每年正月初八，乔书记必到东岳走村串户，问寒
问暖。乡亲们念念不忘，乔书记也念念不忘。

车子在东岳村最高的山道上停下来了。路
旁一块宣传牌上醒目地写着：要让东岳村变得
美如画、要让乡亲们活得更有尊严——东岳村
的梦想。

乔新江问杨长家：“长家，实现你的梦想还
有多远？”

杨长家信心满满：“快了，正在实现！”
他没有打诳语。当年，东岳村就实现了高

质量脱贫摘帽。
村里的茶叶、有机农业、苗木花卉以及土

鸡、黑猪养殖等特色产业也风生水起，已有 3家
股份有限公司，5个合作社，3个家庭农场，7个

“多彩田园”示范基地。村集体也成立了文殊寺
油茶专业合作社，建立了 6个养殖基地，发展观
光休闲特色产业3500亩。集体经济从无到有，
去年收入超过 30万元，全部用于贫困群众，带
动60多户贫困户实现稳步增收。

2019年，全村农民人均纯收入达到 12700
元，比 5年前翻了一番多，农民生产生活条件明
显改善。

改善最大的莫过于杨长家的三弟杨长太。
说到小时候，他似乎比二哥还苦。2011

年，在北京搞拆迁，不幸遭遇交通事故。养病期
间，萌发了回乡创业的念头。仗着那时手中有
点积蓄，开始种植苗木花卉。但毕竟隔行如隔
山，一没技术、二没经验，结果不仅赔光了积蓄，
还欠了8万元外债。

那会儿出门怕碰见债主，回家又怕媳妇甩

脸子，只有一个人憋着劲，天天在地里挖沟。地
里的沟好挖通，可心里的沟却不好通，大家说长
太蔫巴了。

2014年，杨长太被村里民主评议评为贫困
户。二哥觉得丢人，他自己也觉得丢人。

胡超、张煜、贾巍都先后走进杨长太家，或
帮助他分析失败原因，或鼓励他重拾信心，或帮
他申请了小额贷款，或帮他请来专业技术人员，
或帮他对接市场销售……

信阳农林学院的方教授来了，让他从潢川
多买些小苗，这样风险小利润大，杨长太听教授
的，少了许多“冲动”，多了几分沉稳，当年就实
现苗木花卉销售收入 15万元，还清了外债，成
功脱贫。

杨长太不再蔫巴了。2015年 8月，越干越
有劲的杨长太成立了“四方景”家庭农场，并申
请注册了“四方景”商标，长期聘请信阳农林学
院教授做技术指导，使家庭农场从开始种植苗
木花卉，逐步发展到种植有机水稻、水产养殖，
再到无公害蔬菜、有机茶叶，稻虾共作、林下养
鸡，农场流转面积1300余亩。

2016年，杨长太主动帮扶5户贫困户，并利
用自己的家庭农场带动 26户 118名贫困人员
实现增收。

杨长太的农场里，有一种特别的小卡片，一张
面值25块钱，在农场务工的村民每天能得到两到
三张，持这张卡片可以随时结算，谁都不用担心。

后来，杨长太的“四方景”家庭农场组建了党
支部。杨长太从“杨场长”也变成了“杨书记”。

光山县委书记刘勇到东岳，见到小杨书记
很开心，对他说：“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脱
贫攻坚战，你们哥俩在东岳的‘二人转’唱得好，
都是好样的！”

现在的杨长太，还被聘为光山县新时期文明
实践宣讲团的讲师，经常出去给人家传经送宝。

村里还有一位农场主叫徐勤意，和杨长太
一样，原来也是贫困户。杨长家是他的帮扶
人。他帮徐勤意申请了小额贷款，鼓励他流转
村里土地，现在已持续扩大到140多亩，一年净
赚十来万。脱贫并致富，一步到位。

杨长家说，没钱不怕，最怕的是没精神。
老支书陈良银告诉记者：“村里有个五保户

叫肖本仁，83岁了，一个人种10来亩田地，坚决
不让村里照顾，他说政策再好也要靠我们自己
去努力。还有一个残疾人叫陈良博，今年72岁
了，自己种地、养鸭子，干得可欢实啦，我非常尊
重他，每年给他送两瓶酒，表示敬意。”

告别了贫穷，实现了温饱的东岳，正大步流
星向小康目标跨越。

一位嫁到东岳 40年的大娘感叹：前 30多
年只能说是活着，只有这几年才算是生活。

第五乐章 梦华

有句歌词，谁不说咱家乡美。
如今的东岳村，修旧如旧的古民居群粉墙

黛瓦，错落有致；田林路网，四通八达；房前屋后
花红柳绿，洁净清新；村前万方大塘碧波荡漾，
远处的山峦青翠欲滴……

“中国美丽休闲示范村”“河南省特色景观
旅游名村”等桂冠实至名归，东岳村真的“美”得
不能行。

但刘勇说，最美的还是东岳人。
刘勇欣赏长家，说长家质朴、干练，执着、坚

韧，是乡村振兴不可多得的帅才。乡亲们喜欢
长家，说他面红心善，快人快语，走路生风。

陪伴父亲 20多年的老支书陈良银是长家
的表亲，长家弟兄一直喊他“老大”。当年上任
伊始，他首先想到的就是把“老大”请回来。

老大没有犹豫：“好吧，我再陪你20年。”老
大说到做到，20年无怨无悔，始终如一。

被长家称“老大”的还有一位叫冯生明，在
村里干 30多年了，是村里的“后勤部长”，村里
的吃喝拉撒全归他管。

2012年，61岁的冯生明突然给杨长家递交
一份入党申请书，问：“我现在入党晚不？”“不
晚！”翌年，老冯光荣入党。

从村里文书干到现在的社区党支部书记的刘
忠敏，也与杨长家“搭伙”27年了。和风风火火的长
家对比，慢条斯理的刘忠敏常被称为“老妈子”。老
妈子有老妈子的好处，村里多年来的来往账目、公
有财物在他的管理下都井井有条，从无疏漏。

还有东岳村的“半边天”陈桂莲，白天村里
忙前忙后，晚上还要操持村里的“醉美女子舞蹈

队”，敲腰鼓，扇子舞，旗袍秀，花样翻新，成了东
岳村一道亮丽的风景。

这都是杨长家经常念叨的伙计，是东岳村
永远的“追梦人”。

从 2014年起，东岳村每年评选出“优秀共
产党员”“最美东岳人”“脱贫之星”“创业之星”

“保洁之星”“好媳妇”“好婆婆”“好邻居”“好妯
娌”等先进典型，在村广场悬榜公布。

后来，东岳村有了自己的“村晚”，村民们自
编自导自演的节目让十里八乡的乡亲们纷至沓
来。晚会上，典型们被请上舞台，披红戴花，神
采飞扬。去年的东岳“村晚”，还上了中央电视
台。

村里成立党员义务先锋队，设立“党员义务
先锋岗”，党员义务帮助困难群众打扫庭院，清
理村里卫生死角。

村里成立“爱我东岳在行动”志愿者服务
队，理发的、看病的、修理电器的、打扫卫生的，
上百人的队伍，好多都是在县城工作的东岳人，
干啥的都有。

村里成立“红白理事会”，村里禁止燃放烟
花爆竹就是从杨长家的父亲 2016年去世开始
的。村里号召厚养、薄葬。每桌酒席不能超过
200元，婚宴上喜糖可以发，不准发礼包……村
里老党员管荣全，临终前还在叮嘱家人，要按照
村里的规定，后事一切从简。

“东岳村红白理事会章程”不胫而走，被时
任光山县委宣传部部长邵永锋发现了。立即组
织全县各村到东岳召开现场会，“东岳章程”迅
速普及到全县。

2018年 10月 17日下午，东岳村村委会大
院，随着一阵激越的锣鼓声起，一台以弘扬孝道
为主题的花鼓戏热闹开场。

坐在前面几排的观众有些特殊，他们身穿
唐装，满头银发，人人脸上都堆满了幸福的笑
容。

杨长家告诉前来采访的记者：“这些都是80
岁以上的老人，今天我们和老人一起过重阳节！”

几个节目演罢，晚辈们端着洗脚水来到老
人们面前，蹲下身子给老人洗脚。杨长家也蹲
在地上，躬身侍候86岁的老娘。

重阳节给老人做一套唐装，让晚辈给老人
洗脚是村里一项“新规”。好奢侈啊，100多块
钱一只的木盆一下买了 25只，谁洗完谁拿走。
大家报名踊跃。第二年重阳节买了40只，临洗
时发现不够，有一位东岳村嫁出去的婆婆回来
了，长家只好动员自己母亲，把洗脚盆让给婆
婆。事后长家反省，是自己考虑不周，应当让所
有走出东岳村的老人也可以回来报名。

啥叫物质文明？啥叫精神文明？也许杨长
家们说的不咋准，但他们所做的点点滴滴，都是
这两种文明的水乳交融，透着一种质朴的情怀，
一种坚实的力度，一种从容的节奏，从而演绎出
东岳村独特的乡村行为艺术。

村民管秀芝说：“原来晚上没有娱乐节目，
除了看电视，就是打麻将。如今村里建有文化
广场，农家书屋，村里花鼓戏演出队、乡村女子
舞蹈队、农村锣鼓队经常开展活动，村民自编自
导自演的节目不仅上了网，还吸引城里游人慕
名而来。”

花鼓戏唱起来，狮子队舞起来，红绸鼓槌抡
起来，醉美舞蹈跳起来……夜幕降临，华灯初
上，东岳村欢乐无限。

陆游诗曰：但得官清吏不横，即是村中歌舞时。
每到节假日，村里的驿站、民宿都住满了

人，让他们流连忘返的不只是这山、这水，这连
廊、民居，还有民居里纯朴干净的百姓。

去年国庆长假，全村接待各地游客超过5.3
万人，几个“农家乐”天天生意火爆，日均营业额
突破万元，让大家直呼想不到。

东岳村成了“网红打卡地”。杨长家召集
大家重新绘制东岳村发展蓝图，围绕“旅游+”
战略一口气谋划了 30多个发展项目。县长王
建平说：“规划不错，格局太小，应该把南王岗、
花山寨等附近的旅游名胜都圈进来，一并考
虑。”杨长家欣喜万分，县长的大东岳格局确实
让人振奋。

另一个让大家想不到的是，越来越多的年
轻人回到村里，“长家哥”“长家叔”地叫着，问看
我回来能弄点啥？叫得长家心里暖烘烘的。他
说：“以前不到过年，村里很难见到年轻人，现
在，村里到处都是年轻人忙碌的身影。”

管荣斌回来了，投资 300多万元建成宏运
养殖合作社，带动36户贫困户养殖樱桃肉鸭脱
贫奔小康。

管金枝回来了，创办东岳村莲意阁旗袍坊，
村里巧媳妇们不出村就有了“致富车间”。

杨小亮回来了，他的农家乐和民宿正紧锣
密鼓地准备开张。

忽如一夜春风来，大别山下万花开。

尾声

人类理想的归宿是什么？
“逝将去女，适彼乐土，乐土乐土，爰得我

所”，人类初衷不改，所以《诗经》不朽。
对于乐土，东岳人设想很实在，很直接：生

活富裕，幸福美满，人人快乐而有尊严。
4月 30日，杨长家带领村干部将一块硕大

的长石立在村东的花圃。石块上镌刻着两行劲
秀的大字：走向更加富裕的美好生活。富裕是
美好的基础，美好是富裕的目标，是物质和精神
的完美聚合。

这是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也是东岳
人的不懈追求，更是“东岳梦想”的完美升华！

东岳不再是过去的东岳，这8.7平方公里的
山川，一旦作为证明物质、精神相互关系的一件
优良标本，就具有哲学意义，它就由光山的东
岳，上升为中国的东岳。

然而，东岳还是东岳，这一片山川承载着世
世代代东岳人永恒的梦境，是世世代代东岳人
永远谱不完也奏不完的华彩乐章。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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