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和兰考是有缘的。
1993年春天，我担任制片人拍摄电视专题

片《毛泽东在河南》，其中有毛主席两次视察兰
考的纪录。当年的河南省河务局局长袁隆是
参与在兰考接待毛主席的人员，他在兰考的东
坝头大坝上，指着前面的小路说：“毛主席当年
就是从那儿上到坝上的。”又跺跺脚说：“毛主
席当年就是站在这儿说，一定要把黄河的事情
办好。”又走了几步，站住说：“毛主席就是在这
儿，指着西面的坝问：那边就是铜牙城的旧址
吧？我们立即回答是，毛主席一伸手说，那我
们面前的这一片地方，就是当年黄河决口的铜
瓦厢了。”毛主席说的铜瓦厢，就是清咸丰五年
黄河大决口，让黄河水从此往北奔流的地方。
这一改道，留下了大量沙地，大片盐碱地，高低
不平的沟叉水洼，春天风沙满天，地里的麦苗
都被连根拔起，夏天大旱大涝交替，正在梦中
的庄稼人，常常被洪水冲走。

2011年的夏天，省邮政局为庆祝世界第42
个邮政日，约我画一组人物，名为河南人图谱，
以成套有奖明信片的形式发行。那时我对画焦
墨画正热衷，立即着手画，一共八个人物，其中
有焦裕禄。在首发式的前一天，我们请来了相
关人物，其中就有焦裕禄女儿焦守云，说起兰考
治沙治水战贫困，她充满感情地讲了一些父亲
积劳成疾的故事。这些，都成了我此次写兰考
脱贫攻坚奔小康的宝贵财富。

临行前，省扶贫办领导本来让我和他一起
坐高铁去兰考的，我想到当年和袁隆到兰考时
满目疮痍、地无三尺平的情形，就带了一辆大
排气量越野车，便于下乡采访。没想到一到兰
考，发现通往乡村的道路，全部是平坦的柏油
马路，路两旁是疏密有致的花草树木，树木外
面是广袤的田野。我向兰考扶贫办的朋友说
了我带车来的最初想法，他们笑了，我也笑了。

在兰考，感动我的地方很多，但让我感慨
万千、并能说明兰考人的精神面貌的，还是没
有围墙的县委大院。

兰考县扶贫办主任陈趁义第一次带我去
县委，车开着突然停下，说：“到了，咱们下车吧。”

我看看周围，几行大树抛下巨大的荫凉，
树外是草地，草地边上是一栋朴素的小楼，便
不解地说：“咱们是去县委吗？”

“这就是县委。”他先推开门下了车，朝着
小楼一摆手：“就这。”

“就这？”我很不理解，“跟马路连着，跟县
城连着，不但没有围墙，连个门都没有，哪儿像
个县委？！”

陈趁义笑了：“我们蔡书记当县长的时候，就
开始号召大家拆墙透绿了，那时拆了县里几个公
共活动场所的围墙，后来，干脆把县委的围墙也
拆了。随后，乡镇和村两委也拆除了围墙。”

我又四处看看：“书记那么忙，县委班子那
么多事，包括乡镇村委，越到基层事情越多，谁
都能随便来找，那怎么行？”

陈趁义朝四处一摆手：“你看看，有人来没
有？在兰考，就没有这事情。你一会儿跟书记
聊的时候，再问问他。”

我跟县委书记蔡松涛在二楼小会议室见
的面，我当然说了这个问题，他笑了，推开临着
马路的窗子：“你看看路上，有没有朝这儿走的
老百姓？”

我站过去看，路上车辆来来往往，只有几
个人，行色匆匆，车没往这儿拐，人根本没有朝
这儿看。

蔡书记坐下：“他到咱这儿干啥？耽误他
的事儿！”

我摸了一下头：“谁都有些过不去的坎，解
决不了的事。”

蔡书记说：“这个你说得对着呢！兰考的
干部，从焦裕禄同志开始，就一心为群众办事，
县乡村三级，级级分工明确，老百姓一般的事
情，在基层就解决了。”

陈趁义在一旁插话：“对老百姓来说，解决
不了的就两个事，一个是钱，一个是难。钱的
事情，整个兰考已经脱贫，每一家过日子都没

问题；难事情，人人都有，村乡两级就解决了。”
我没有再就这个问题往下说，请蔡书记给

我谈了关于乡村振兴的举措，还有补齐短板奔
小康的做法。

之后我用三个月的时间，到乡村采访，这
才深切地知道了，老百姓为什么不用到县委找
人办事了。

我在坝头乡张庄村的密瓜收购点上，看到
两个妇女开着一辆三轮车来了，车刚一停，我
就迎过去了，看到一车的密瓜光溜溜的，在夕
阳的照耀下闪烁着乳白色的光芒，一看就是上
等好瓜。刚要和她们说话，那个略显年纪大一
点的，就掩着脸走开了，不好意思的样子，另一
个年轻些的在车子驾驶座上坐着，就朝我笑。

我问她包了多少大棚，她举起手，伸了两
个指头。

我问一个棚能赚多少钱，她举起一个指头。
我问：“一千元？”
她低下头一笑，小声说：“一万。”
我说：“两个棚就是两万？”
她点点头。
我又说：“一茬是两万，你一年种几茬？”
她又笑了，低下头，伸出两个指头。
我说：“两茬？”
她点点头。
我问：“过日子够不？”
她笑着回了一句：“够了。”
我还想继续问，她要交瓜了，那个妇女也

过来了，从她俩的称呼中，我明白她俩是母女。
晚上，我和张庄村支书申学风去村广场看

群众跳广场舞，申学风告诉我，这个广场原来就
是村委，拆了墙后，变成了群众活动的广场。

我想在跳舞的群众中看到下午和我交谈
的那个妇女，却没有看到，申学风告诉我，她来
不了，家里忙着呢。紧接着告诉我：“她儿媳妇
在 2017年得了病，花了几十万也没看好，撇下
三个孙子走了，儿子一下子从精神上垮了，我
就去找他，说的话就是这实实在在的：一个，媳

妇走了，别太伤心，以后还可以考虑再找；二个，
娃娃小，以后在咱村上幼儿园小学，学费不用担
心；三个，你母亲、奶奶年纪都不大，还能务工，
我让她们去密瓜园承包大棚，如果不敢承包，就
打工。后来他母亲、奶奶就承包了大棚，你也见
到了。她儿子现在在外面打工挣钱，对家里完
全放心了。你看看，这样的家庭，日子都过下去
了，都脱贫了，还有啥过不去的坎？”

我点点头，心里说：“家里困难成这样的
人，问题都在村里解决了，她还用到县委去寻
领导吗？”

兰考还在各乡镇建立了爱心超市，在大一
些的村庄也有。我重点采访了惠安街道爱心超
市，负责人孙梅丽向我介绍了爱心超市的情况。

“超市于2016年 4月 16日正式开业运行，
也是兰考县第一家爱心超市。超市面积 500
平方米，有60余种生活、学习用品供选择。”

“爱心超市以‘扶弱济困、传递爱心’为宗
旨。物品主要来源于社会各界爱心人士、爱心
企业的捐赠。救助对象范围为惠安街道及全
县的困难群众，主要是建档立卡无劳动能力的
贫困户、残疾人和贫困学生，受助的群众有政
策兜底户，这是长期的，每月 100分；还有人居
改善户，这是奖励制，必须与人为善，和谐乡
里，卫生达标，每个月进行评分；还有边缘户，
也就是在低保收入边缘的非富裕户，救助对象
可凭年充值 2400元的爱心卡及有关证件按需
免费领取物品。”

我感叹：“除了贫困家庭外，这就是一个为
好人，为做好事的人提供实物和精神鼓励的爱
心超市，这会激发人们向善向上的动力。”

正是在诸如此类的机制和措施推进下，在
兰考，文明家庭文明个人层出不穷，好媳妇、好
婆婆等如雨后春笋般涌现。

今年泡桐花开的春四月，我结束采访，离
开兰考时，禁不住对送行的朋友说：“你看这泡
桐树，积攒了一个冬天的能量，到了艳阳时节，
自然漫天盛放，无比美好。”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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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风

香囊
五彩布袋溢兰香，
醒脑提神驱疫殇。
大义有爱情相赠，
祈福人间永乐康。

粽子
芦苇竹叶巧包装，
糯米红枣呈吉祥。
往昔屈子含冤去，
今日蜜粽味悠长。

龙舟
河平水阔好用桨，
你追我赶斗志扬。
奋力拼搏不掉队，
小康路上勇争光。

□何广才

一
五月京华萃隽豪，闳言崇议绘雄韬。
人民至上为基调，六稳英明六保高。

二
勠力殚财控疫情，救扶遑论耄和婴。
春晖萦绕神州梦，荡尽瘟霾更远征。

三
不设目标筌意深，统筹务实得民心。
踏平荆棘腾龙虎，霹雳千钧是足音。

四
累累硕果看扶贫，穷壤迎来万象新。
决战小康家国旺，河山四季艳如春。

兰考兰考，，一个引人向善的地方一个引人向善的地方

学习学习““两会两会””
精神感赋精神感赋

□郑彦英

“卖花担上，买得一枝春欲放。泪染轻
匀，犹带彤霞晓露痕。怕郎猜到，奴面不如
花面好。云鬓斜簪，徒要教郎比并看。”填
这首《减字木兰花》时的李清照，方 18岁，
新婚燕尔，那大概是北宋徽宗建中靖国元
年（1101年）。

所簪之花来自走街串巷的卖花人。据
孟元老《东京梦华录》中记载：“是月季春，
万花烂漫，牡丹、芍药、棣棠、木香，种种上
市。卖花者以马头竹篮铺排，歌叫之声，清
奇可听。晴帘静院，晓幙高楼，宿酒未醒，
好梦初觉，闻之莫不新愁易感，幽恨悬生，
最一时之佳况。”除了列出部分时令鲜花种
类，盛花的器具及卖花人的动作也均有提
及，可推知卖花人是需要辅以“歌叫之声”
招揽生意的。南宋词人蒋捷所填一阕《昭
君怨》将卖花人情状生动再现：“担子挑春
虽小，白白红红都好。卖过巷东家，巷西
家。帘外一声声叫，帘里丫环入报。问道：

‘买梅花，买桃花？’”
打破了坊市制度的汴梁，各行各业的

叫卖声在不经意间成为一道独特的风景。
此时的叫卖又不同于后世的简单吆喝，据
宋高承《事物纪原》所记：“京师凡卖一物，
必有声韵，其吟哦俱不同。”

《永乐大典》中“杭州府钱塘”部分引
《西湖老人繁胜录》所记：“端午节：扑卖诸
般百索，小儿荷戴系头子，或周彩线结，或
用珠儿结。初一日城内外家家供养，都插
菖蒲、石榴、蜀葵、栀子花之类。一早卖一
万贯花钱不啻，何以见得？钱塘有百万人
家，一家买一百钱花，便可见也。……茉莉
盛开，城内外扑戴朵花者，不下数百人。”由
此可见，卖花人一年的生计是不用发愁的。

此外，还有售卖鲜花的店铺，《梦梁录》
卷十三“铺席”条下诸店铺中记有官巷内的

“齐家、归家花朵铺”。同书卷十六“茶肆”
条下记“今杭城茶肆”如同从前的“汴京熟

食店”，亦“插四时花，挂名人画，装点店
面”。与之相辅应景而生的，有专门为私宅
或店铺摆插花朵的机构及人员。

簪花大致有节令配饰与日常美观之
分。茱萸、菊花可说是早期节令佩戴代表花
卉之一。女子簪花自来有之，西汉陆贾《南
越行纪》中记：“南越之境，五谷无味，百花不
香。此二花特芳香者，缘自胡国移至，不随
水土而变，与夫橘北为枳异矣。彼之女子，
以彩丝穿花心，以为首饰。”《晋书·后妃传》
记“成恭杜皇后”事时，有“三吴女子相与簪
白花，望之如素柰，传言天公织女死，为之著
服”的记述，素柰即是茉莉花。六朝时的诗
文，已出现不少记录女子簪花的词句，如南
朝齐谢朓《杂咏·镜台》中有：“照粉拂红妆，
插花理云发”，南朝梁何逊《照水联句》中有：

“插花行理鬓，迁延去复归。”
唐时女子簪花之风更盛，从唐周昉《簪

花仕女图》上可知女子所簪辛夷花、芍药
花、海棠花、茉莉花、荷花、绣球花、牡丹花
等。《开元天宝遗事》中记：“长安春时，盛于
游赏，园林树木无间地。故学士苏颋应制
云：‘飞埃结红雾，游盖飘青云。’帝览之，嘉
赏焉，遂以御花亲插颋之巾上。时人荣
之。”男性簪花在宫廷中多为褒奖赏赐，且
延续到赵宋王朝。

士人民众簪花亦为常态。宋欧阳修
《洛阳牡丹记·风俗记第三》开篇即记：“洛
阳之俗，大抵好花。春时城中无贵贱皆插
花，虽负担者亦然”，正如邵雍《插花吟》诗
中所云：“头上花枝照酒卮，酒卮中有好花
枝”或曾巩《会稽绝句三首其一》诗中描摹
的“花开日日插花归，酒盏歌喉处处随”。
苏轼《李钤辖坐上分题戴花》诗中“帘前柳
絮惊春晚，头上花枝奈老何”，描绘的则是
文人饮宴间乘兴簪花的情状。司马光《书
仪》卷二“婚仪上”中“亲迎”条下，记：“世俗
新婿盛戴花胜，拥蔽其首，殊失丈夫之容
体，必不得已，且随俗，戴花一两枝，胜一两
枚可也。”不难看出，民间男子簪花亦已成
为重要仪式中的组成部分。

时至今日，簪花多见于婚典、演出类喜
庆场合。但爱美的女子总能跟随四时花开
的脚步，寻觅到喜欢的鲜花，比如春天的海
棠、桃花，夏日的栀子、茉莉，偶尔簪一两朵
在鬓边，心情瞬间就变得明媚起来。3

□王一婷

武汉是一座很骄傲的城市，武汉人常说，
中国以大字相称的只有“大武汉”和“大上
海”。瞧，这句话多傲气啊。所以，像“三轮
车”这种我只有在老家见过的，武汉人都嫌土
气的车，在我生活的市中心从没出现过。

对于我而言，每次回老家最幸福的事情
之一就是和哥哥一起坐三轮车，从爷爷家到
集市，从集市到姑姑家。那时老家的县城没
有公交车，出租车很少，满大街跑着的都是三
轮车。我喜欢坐三轮车，因为它开起来很颠
簸，这对儿时的我来说简直就像游乐场的过
山车。我经常张着嘴巴发出长长一串“啊”的
声音，然后随着身体的抖动，就形成了一段起
伏的音调。我张着的小嘴常常忍不住哈哈笑
起来，连“哈哈”都是颤抖的，奇妙极了。

坐三轮车对于儿时的我而言，就是生活
最幸福的味道。有一次我傻傻地问妈妈：“为
什么武汉没有三轮车呢？”妈妈的回答干净利
索：“大城市都没有。”我不禁感到惋惜，这么
奇妙的体验，为什么大城市没有呢？

直到上了高中。我所在的校区是一个寄
宿学校，位于武汉郊区，车站离得有点远。

第一次放假，我和同伴准备结伴回家。
出校门后，听见一句熟悉的问话：“姑娘，坐车
不？”看到身边的三轮车，我不禁笑了，想起小
时候坐三轮车的感受。“愣什么？上车呀！”同
伴拉着我，上了车。

“我们这儿都叫它麻木！”同学笑着，她的
声音随着身体的抖动也发出轻微的震动。我
们搭着“麻木”到了车站，随即乘坐公交车回
到市里。

假期过后再回校时，是坐父亲的车。我
坐在后座上听了会儿歌，睡了会儿觉。在武
汉的这么多年，我已经习惯了这样，武汉的高
楼很多，刚到这座城市时，从家里去商场也会
好奇地把脸贴在车窗上，看看一路上都有什
么，但是大街上的商店鳞次栉比，遮挡了我的
目光，于是我缩回脑袋，重新塞上耳机。到达
目的地后，就自然而然地下去，轿车就是一个
搭载的工具，连接着出发点和目的地，过程忽
略不计。而我的三轮车不是，它是一段记忆，
它有独特的味道，无论是钢铁外壳的锈迹味
还是行驶过程中的尘土味，它都如此鲜活，如
此生动。

那年放假时，班主任突然强调关于回家
的安全问题，他让我们不要再坐三轮车了。
他说那些开“麻木”的人，都是附近下岗的工
人，年纪也不小了，想赚点钱生活，也没有驾
驶执照。

之后就很少再搭乘三轮车了。和同伴一
起时，我们会坐出租车到车站，然后再坐公交
车到市里。而一个人时，我常常会步行到车
站。我一个人走着，匆匆行驶的车辆卷起飞
扬的尘土。

后来，我曾独自一人在晚上 7点出了北
京的地铁站。我走了几步路，身边一阵嘈杂
的发动机声响，一辆三轮车竟然缓缓开到我
的身边。“姑娘，要去哪儿？”明明口音是不一
样的，味道却那么熟悉。那辆三轮车停在那
儿等着我，像是专门来接我回家的。3

簪花记忆簪花记忆

□何新年

庚子新春，见到龚立堂的大作《一尺之笔》，散发着
淡淡墨香的书稿使我眼前一亮，及至读来，心头又为之
一振，洋洋洒洒竟有402篇。那些带着生活露珠、泥土
清新的鲜活篇章让我感动。

从部队回到地方这几十年，或许让立堂最难忘记
的应是从事新闻工作的这段日子——“这段日子”可不
短，足足有 35年，他都没有离开过媒体这个圈子。孜
孜为文，经年不辍，80万字的作品使他成为拥有如此
丰厚的精神食粮的收获者。这些作品见证了他走过的
新闻之路，也记录了他履职媒体的追求和坚守。他说：

“搜集整理每一篇作品时，都像是打开了记忆的闸门，
大脑中迅速闪现出作品中的人和事，闪现出采访写作
的苦与乐。”

在书稿中，我看到他对新闻业务钻研的执着和独
到的见解。在他看来，做好重大主题报道，是检验和衡
量主流媒体尤其是党报舆论引导水平的重要标志；衡
量一篇深度报道的成功与否，其重要标准就是看能否
讲好一个故事；讲好故事是写好新闻的真功夫，走基层
的报道应该是讲好的故事；基层典型人物最能传播正
能量，深度报道是媒体不可放弃的阵地；融合是释放新
闻生产力的关键，内容是提升媒体影响力的根本；重点
报道重在策划，时评文章讲求导向；“规定动作”要准确
到位，“自选动作”要创新多彩……字里行间，闪烁的是
思想的光芒；文章深处，流露出他对一个又一个问题的
不断探索与追问。

在书稿中，我也看到了他无论是早年作为党报记
者，还是后来担任报刊、电视台领导职务，他从不间断
走基层，感受群众的喜怒哀乐、苦辣酸甜。在他笔下，
我们看到了豫南茶乡的发展变化，看到了革命老区的
脱贫攻坚……他说，记者与基层群众的距离，不仅仅是
由地域或路程来决定的，而是由心与心的贴近程度来
衡量的。当你清晰、准确地听见基层群众的心跳，而且
你的心也随之一起跳动时，你就走进了基层，走进了基
层群众的心里。

也正是基于深厚的生活底蕴和见微知著的敏锐观
察，他对故乡这个有着独特人文地域的采风可谓生动
传神、别具一格。他“带”着我们走进光山县，领略了老
区人民以“八音之法”破解发展难题的壮举，从而一举
甩掉了国家级贫困县的落后“帽子”；他让我们见识了

“光山密码”“华英模式”“文新现象”“信阳精神”这些时
代的标志点，讴歌了改革的实践者和创造者，又赞颂了
改革的主心骨和领路人；他与我们分享了海军“信阳
舰”全体官兵成为信阳市荣誉市民的喜悦，并一再感悟
凡人善举、平民英雄和“最美信阳人”的温暖……我知
道，当他用基层生活中真实的故事去感动读者的时候，
实际上让我们看到的是新闻真实的力量。

35年间，立堂怀着浓浓情愫，与这些有力量的故
事同频共振。他实践着“走出去、沉下去、融进去”，告
诉我们新闻源于群众、源于实践、源于基层；他用“走转
改”的生动事例，告诉我们做一名新闻工作者应当经常
在路上、在基层、在现场；他把“讲实话、讲真话、讲家常
话”的道理深入诠释，告诉我们只有这样才能使新闻报
道更加生动、更具感染力、更富激情。他的实践告诉我
们：走基层，没有捷径可走，只能是一步一个脚印。

一篇好作品，必然要有采访的积累，必然需要思想
的高度；具有了思想的高度，才能追求到最大化的新闻
价值，才能具有影响的力度。而作品的影响有多大，关
键是要看你深入基层的面有多广、扎在基层的根有多
深。对立堂来说，虽然是“走基层”，但他心里装着国家
的大政策，大事源于小事，局部关乎大局，他用“身入”

“心入”写出一篇篇接地气的新闻稿件，真正让百姓爱
读爱看。在走基层的路上，他时时刻刻提醒着自己，不
要让这种感动昙花一现，要把感动留在心中，把感动化
作责任。3

3把感动化作责任把感动化作责任

辛庄大街，是济源市五龙口撤乡建镇
之前乡政府所在地，街上商铺林立，房屋鳞
次栉比，从早到晚人声鼎沸，车水马龙。这
里留下了我人生路上最初的点点滴滴。

辛庄大街连接着三个自然村: 王寨、
辛庄、官庄。

东边，207国道穿过，形成一个十字路
口，也是乡亲们出乡进城的公交停靠点，路
边有一歪脖大柳树，柳树下有一个水果摊
点，成为人们习惯的聚集地，或聊天下棋，
或吃瓜歇息，其乐融融！往西，街两边是宽
阔粗大的法国梧桐树，虬枝繁叶伸向街心，
合抱成冬有暖阳，夏有浓荫的绿色通道，成
为老街最美的风景线。

夏天，烈日炎炎，光线透过密枝繁叶，
点点斑驳地晕染在绿荫下，在街边的台球

案上打上几杆台球，是那时少年们最感惬
意的事。秋天落叶缤纷的时节，夕阳西下，
麻雀一群群地停栖在梧桐树的茂密枝叶
间，叽叽喳喳地闹个不停。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辛庄街上最风光、
最热闹、最时髦的地方，是电影院。

电影院位于乡政府大楼后面的大礼堂
里。在当时，大礼堂可谓是辛庄街上的标
志性建筑，雄伟宽敞，里面可容纳近千人，
是乡里开群众大会，歌舞文艺汇演的综合
性场地，能在大礼堂看场电影，是孩提时代
梦寐以求的事情，

临近春节，也是电影的放映黄金档期，
不管是凛冽怒吼的西北风，还是漫天飘舞的
大雪，都挡不住人们看电影的热情。宽大的
电影预告宣传栏板上，红红绿绿的手写海

报，总让人热血沸腾。《少林寺》《南拳北腿》
《戴手铐的旅客》《妈妈再爱我一次》等这些
老电影，一直到现在，我还念念不忘。

电影开映前，大礼堂门前已是人头攒
动，买票的，卖瓜子水果的，卖冰糕汽水的，
卖芝麻糖、糖葫芦的……热闹极了。

街西边是乡供销合作社门市部，一长
排二层的红砖楼房，是辛庄街当时最亮丽、
最现代的建筑，铁栅门，水磨石地面，经营
各种生产资料和日常用品，化肥农药，种子
农具，衣帽布匹，文体用品，油盐酱醋，废品
回购等等，也是我们最爱去闲逛的地方。

供销社旁边有个舞厅，每天晚上霓虹
闪烁，播放着流行舞曲，调剂着我们枯燥
单一的生活，让躁动不安的青春有了些许
寄托。

在辛庄老街，还有粮所、食品站。食品
站里有美味的家乡小吃，有充满浓郁乡音
的吆喝声，有满嘴溢香的记忆!

如今，一想起故乡，就怀念老街往事。3

接我回家接我回家

□王丽丽

老街往事老街往事 □郭战红

梦想花开 琳子/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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