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新立

傍晚，城南广场一侧，一位60多岁的老人推着的三
轮车上，插满了五颜六色的塑料风轱辘。老人一边悠悠
地走着，一边高声叫卖着。有风抚过，风轱辘在空中不
停地旋转着，把我远逝的童年光阴，拉成一串长长的影
子，映现在记忆的屏幕上……

风轱辘，是我的家乡对纸风车的昵称。我小时候
的乡村，犹如一张苍黄的草纸没有一点亮色。对于天
性爱动的孩子们来说，风轱辘，让原本单调的生活增
添了些许欢乐。

制作风轱辘需要的材质并不多，一张稍结实的
纸、一截竹篾丝、一根高粱秆即可。纸做的风轱辘轻
巧地固定在高粱秆上，嘟起嘴轻轻一吹，风轱辘就会
飞快地转起来，好像一只展翅欲飞的花蝴蝶。

风轱辘做好后，小伙伴们首先要拿出来炫耀一
番，比比谁用的纸张好，谁的颜色鲜艳，谁的造型美
丽……一番比试后，小伙伴们会把各自的风轱辘插
在桌凳旁，一边做作业，一边不时拨弄一下，任由教
室里来回流动的风，快一阵慢一阵地转出美丽的花
环。课间十分钟，校园里尽是风车在旋转，伴随着一
拨又一拨的笑声，成为校园一道独特亮丽的风景。
放学铃声敲响后，我们会像一群出笼的鸟儿，探着身
子将风轱辘斜举在身前，使劲地向着田野奔跑……
看着风轱辘在风中恣肆地旋转，一张张涨红的小脸
洋溢着满足和自豪。

小巧的风轱辘，在不甘寂寞的小伙伴心目中，
就是一只富有生命韵律的精灵。只要不

停地向前跑，风轱辘就会不停地
旋转，你跑的力度越大，

风轱辘旋转的速度就
越快，有时候，简
直化成了一个影

子很难让人
看出她的骨
架 和 材 质 。
在玩风轱辘
的游戏中，我
和伙伴们学
会 了 奔

跑，学会了充满野性的肆意狂
欢。正是在这肆意的狂欢和奔

跑中，我们跑过了一个又一个季节，跑大了一双双永
不停歇的脚板，跑长了双亲槐树下的一串守望……

当然，在玩风轱辘的过程中，我所收获的并非全
是欢乐，也有一些心酸的泪水……我说这话，是因为
我想起了童年时的邻家小妹玲玲。她是一个清瘦的
黄毛丫头，由于长期的营养不良，她的一张小脸泛着
淡淡的苍白。然而，正是这病态的苍白越发衬托出她
那双眼睛水一样的明澈。当时，我和她都是七八岁的
样子，每天放学后，她都会跟我一起玩踢毽子、跳房子
等游戏，而让我最得意的是看她央求我给她扎风轱辘
时可怜兮兮的样子。那时，我总会拿出一个小男人的
架势，从爷爷那里找来五颜六色的烟盒纸，为她扎出
样式各异的风轱辘。看着她嘟着小嘴用力地吹动风
轱辘、小脸上呈现出盈盈喜气时，我幼小的心灵中会
平添一股男子汉的英雄豪气，似乎完成了一项惊人的
壮举。

天真无邪的童年时光如流水一样悄然而逝。在
村子里简陋的教室里，我们读完了小学、初中，又一同
到离家十多里的镇上开始了高中的学习和生活。在
高中学习期间，我对待玲玲像对待妹妹一样真心地
关心她、呵护她。每个星期日下午，当我看见身材瘦
弱的玲玲背着一竹筐干粮返回学校时，我总会疾步
赶上前，将她肩上的竹筐移到自己肩上。对于我的
举动，玲玲没有表示丝毫的谦让，而是像一只小鸟一
样在我面前又蹦又跳，叽叽喳喳地说笑着。看着她
那散发着青春气息的身影，我不禁想起小时候她缠
着我扎风轱辘时顽皮的样子，心里隐隐泛起一股甜
甜的感觉……

然而，高二下学期的一段时间里，玲玲忽然没来
由地高烧不退，神智昏迷，被家人送进了医院。一天
下午，我趁课余时间去医院看望她时，她用恹恹的目
光看着我，轻声说：“你再给我扎一个风轱辘好吗？”面
对病中的儿时伙伴，我没有任何理由去拒绝她并不算
奢侈的请求。我赶紧找来彩纸，制作了一个仿佛要绽
开的五角风轱辘。玲玲用两个指尖轻轻地捏着摇摇
欲动的风轱辘，幽幽地说：“多好看的风轱辘啊……”
也就是在这个晚上，我才忽然从老师那里知道，此时
的玲玲已是癌症晚期……

童年时的风轱辘啊，将永远飞转在我记忆的梦
乡。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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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任国战
本报通讯员 杨之甜

“他们不仅能救人救火、飞檐走壁，还能
抓蛇摘马蜂窝、破窗取钥匙……”夜幕里，一
家商铺老板看着救火后返回的林州市红旗
渠消防救援站消防员，赞不绝口。

林州市红旗渠消防救援站，有一群平均
年龄 23 岁的消防员，他们担负着林州 2046
平方公里灭火救援、山岳救援、水域救援等
任务……“其实我们的生活很简单。”站指导
员朱彦明介绍，他们一般 6点钟出早操，跑步
20分钟；8点交接班，检查车辆和装备器材；
9 点到 12 点，进行体能、力量、技能、装备训
练……

事实上，他们的生活并不简单：总是向
着危险“逆行”。有一次，某高层住户家中突
发大火，21岁的队员付子刚毫不犹豫冲进火
场，里面浓烟密布，伸手不见五指，他和队友
搜救 20 多分钟，直至空气呼吸器因压力过
低报警才撤出。正由于他们的逆行，那次高
层住宅火灾零伤亡。

对 于 这 些 消
防员来说，最大的挑战来自

山岳救援。2018 年 5 月 3 日，
太行屋脊有一驴友坠崖。因山高路
险，无法确认其具体位置，8名消防员

翻山越岭，绕行 30余公里搜寻，饿了就啃饼
干、方便面，渴了就喝山泉水，徒步搜索 10
多个小时才找到被困人员……

消防员不仅是勇敢的“逆行者”，洪水来
袭时，他们还是流动“补给站”。2016 年 7月
19日，林州市遭遇罕见暴雨，泥石堵路，桥梁
坍塌，通信中断……东岗镇砚花水村成为孤
岛。救援站 6 名青年党员组成突击队，平均
每人负重 30 多公斤，沿山间沟壑和河道前
行，徒步 11 小时后，将水、食物、发电机、被
褥和药品等物资送到该村。

悬崖底下，他们是“天降神兵”。2015年
3 月 2 日夜里，一辆大巴在林州小虎山盘山
公路侧翻坠崖，33 名乘客全部从车内弹出，
生命危在旦夕。夜间，太行山气温降至零下
10℃，15名消防员克服低温、黑暗、地形险峻
等困难，利用护栏和绳索，在近 70 度的峭壁
上架设了一条百米“生命线”，将 13 名幸存
者救出谷底。

他们还是“人工挖土机”。去年 4 月 23
日，林州市区一施工坑道 4 名工人被埋压。
坑道深近 3米、宽不到 2米，机械设备无法作
业，因怕误伤受困者，消防员赵坤和王士民

就跪在地上用手刨土。两小时
后，被困人员均被成功救出，二人双手指甲
脱落，满是鲜血。

“抓蛇、摘马蜂窝、救家禽、撬窗户，我学
到很多了不起的实用技能。”王士民说，他们
站平均每周出警 20 多次，是安阳消防救援
队伍中出警最多的队站之一。今年年初以
来，他们已经出警 423 次，抢救被困人员 11
人，疏散被困人员 189人。

在这个站现有的 37名消防员中，19岁的
陈星延是全队年龄最小的。“我父亲是红旗渠
应急救援队的一员，我从小就立志向他学习，
成为一名消防员。”他说，一年多来，每当经历
危难，只要想到父亲反复讲的红旗渠精神，他
就鼓励自己坚持下去。他还在抖音里记录生
活点滴：有跟着配乐擦消防车，有高强度且枯
燥的训练，也有紧急出警的日常……

“刚开始当消防员，特别自豪，出次警恨
不得要让所有人都知道。后来变了……”22
岁的马景源进站 4 年，他说，每次出警途中，
只要有队员接到母亲的电话，驾驶员就会立
即把手机捂起来，然后“骗”母亲说在训练。
这是所有队员的默契，不论是谁，当跟家人报
平安时，大家总是合起伙来圆善意的谎言。

“人家儿子去部队保家卫国，我儿子当
消防员保卫人民！”25 岁的郭振坤一直记得
母亲这句话，家人的支持让他勇往直前。

在这个站区门口，还有一片“英雄林”。
2015 年，老队员薛嵘离站前，决定在门口种
棵树，他说：“离队一年，树长一寸，离队十

年，树长一尺，我走了，树能一直在。”后来，
大家都学他，几年后，荒地成了树林，树林变
成了供市民休憩的街心公园。

“让红旗渠精神催生更强大的生命力、
凝聚力、向心力，我们将全力践行‘红旗渠
畔火焰蓝，竭诚为民保平安’的誓言。”朱彦
明说。8

“老陈没别的爱好，就爱研究案件。不同的
是，我们常年在外面跑，他天天坐在电脑前。”提
起陈民生，同事齐岩峰脸上写着敬意，“有他研
判出来的线索，我们在外跑着省力啊！”

研究判断，看似简单，却需要陈民生面
对成摞的卷宗和互联网上数以千计、万计的
信息，通过反复比对，筛选出那些有价值的
信息，从而帮助侦破案件。“那些陈年积案会
让我夜不能寐。”

时光回溯。2003年 3月 14日夜，濮阳市一
个地产开发商被枪杀在自家门前。一时间，人

心惶惶。然而，由于现场遗留线索较少，警方倾
注大量心血和精力，案件未能取得任何进展。

2004年，刚调到刑警大队的陈民生接手了
这一案件。

“受害者家属最希望看到的还是抓获凶手
啊！”连着几年春节，陈民生在去受害人家中慰
问时，心里总有一种愧疚感，“每次看到受害者
80多岁的老母亲那痛苦与渴望的眼神，我就觉
得此案不破，天理难容。”

在承受压力的同时，陈民生总觉得犯罪嫌
疑人就在眼前晃动着。在单位，他看证据材料、

在网上反复比对信息；回到家，他也是拿着材料
反复研究。

“一条条线索被发现，又一条条被自己否决
了。每次见到受害人家属时，我都觉得抬不起
头。”案件悬而未决，陈民生也曾气馁过，甚至产
生过离开刑侦大队的念头。但最终，他告诫自
己：“绝不能退缩！”

坚守和付出没有白费。2016年，正是陈民
生通过技侦手段的研判，此案终于告破，三名犯
罪嫌疑人全部落网……

“那一晚，我睡得最安稳。”陈民生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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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刘向东 本报通讯员 李巧娟 刘波

秋日的濮阳，云淡风轻。46岁的陈民生坐在电脑
前，双手不停地敲击着键盘。他的办公桌上，堆着成摞
的卷宗；文件柜一侧，贴着多张犯罪嫌疑人的照片，“没
事儿多看几眼，好早点儿逮住他们。”

陈民生是濮阳市公安局刑侦支队民警。个头不
高，鼻梁上架着宽大的眼镜。正是这个普通的刑警，抓
获过网上逃犯 130人，办理过涉黑案件 216起。更为
神奇的是，他坐在电脑前，通过研判侦破命案 16起，使
12０0多名犯罪嫌疑人落入法网……

“这些年，我只做了破案这一件事儿。”他说。正是
这“一件事儿”，让他收获了一等功一次、二等功一次、
三等功四次……

“在大多数人眼里，刑警就是在发案现场
勘查。事实上在信息时代并不都是这样，比
如我喜欢的研判。”不善言谈的陈民生每当提
起案件时，就像换了一个人，思路清晰，滔滔
不绝。

有着 20 多年警察职业生涯的陈民生，是
从 2011年开始接触研判的。

在电脑桌前就能利用信息破案？还真不
是想像的那么简单。在某起重大案件中，曾

经有一条重要线索，被陈民生和战友跟踪研
判了整整两年，付出了大量精力和时间，却在
案件侦破后发现并没有起到什么作用……

“民生最大的兴趣就是破案。他一和案
件磕上劲儿，就整天泡在办公室里，撵都撵不
走。”同事刘威说，为核查一条线索，陈民生经
常连续熬上几宿，甚至苦苦追寻几个月，在一
条条线索的整合、碰撞中，找到案件突破点。

“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对陈民

生来说，破了的案件就翻过去了。他心中一
直挂着的，是那些没有破的案件。“有人把破
案当事业，而我却是把破案当成生命的。”陈
民生说，只要他这一辈子把破案这事儿干好
了，他的生命也就值了。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任何犯罪活动都
是在特定的时间和地点受大脑支配产生的，
到案发现场，我把自己设想成犯罪嫌疑人，去
想象、感受、推理，总会有意想不到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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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光旭 赵毅

一边是年迈多病的父
母让他放心不下，一边是
攻读学业需要的费用让他一
筹莫展。面对困境，邓州市
汲滩镇莲花村贫困学生、90后
新疆大学博士李乐乐并没有退
缩：“我要努力完成学业，毕业后
做一名教师，去教育和帮助更多
的孩子实现自己的理想。”

李乐乐出生在一个贫困的家庭：父
亲整日以双拐为伴，兄妹尚小，全家的生
活重担全落在母亲一人身上。多年来，
母亲辗转广州、江西等地四处打工，省吃
俭用积攒下钱供孩子们读书……

勤奋好学的李乐乐大学本科毕业，
因家庭生活困难，只得只身到郑州的一
家企业打工。“睡在六个人合租的一间房
里，白天辛苦工作，晚上人多吵闹，很难
入眠。我不断地思索自己的将来，觉得
眼前打工没有前途，可要想通过读书改
变命运，却又困难重重。”每个月，他都会
把打工积攒的钱寄回家里，帮助家庭改
善生活。

2016 年 8 月，李乐乐忽然接到父亲
打来的电话，告诉他说当地政府根据扶贫
政策，把他家评为了建档立卡贫困户，享
受到了多种扶贫政策资金……“听了父亲
的话后，我的第一个感觉是家里不用我操
太多心了，我的梦想可以实现了！我要考
研，改变自己的命运！”李乐乐说，作出考
研决定时，他感觉生活又找到了希望。于
是，他一边打工，一边复习备考。

功夫不负有心人。李乐乐当年就考
取了西安邮电大学研究生。2019年，他
又成功考取了新疆大学博士生。“这期
间，我都是依靠申请的助学贷款、国家助
学金和扶贫政策资助完成的
学业。”

今年初夏的时候，父亲的电话再次
打来：“咱家享受到了扶贫政策的危房改
造项目资金，我和你妈也有了公益岗工
作，帮扶人员还不断到家里关心慰问，孩
子，你一定要好好读书啊……”扶贫政策
的温暖和父亲的嘱咐，让李乐乐的心久
久不能平静。他不是不知道，父母都承
受着病痛的折磨：2016 年，母亲因为长
期在化工私营企业打工，不幸患上了阻
肺病，每隔一段时间就必须住院治疗缓
解病痛；仅 2019 年一年，父亲就动过三
次手术，还需要不断地吃药、化疗维持身
体……

“他们只是希望我能安心上学，将来
有一个好的前程。”李乐乐的眼里含着泪
花，说：“父母为我承受了太多的苦难。他
们不断激励我进取，就是希望我能够强大
起来，将来好回报那些关心我们的人！”

如今，李乐乐已开启了博士学位第
二年的课程攻读。“我想早点毕业，参加
工作，好减轻家里的负担，可以好好孝敬
父母，回报社会和帮助过我的人
们。”他说。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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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民生很“抠”，但买专业书籍却成捆成捆
的。在陈民生家里，书房的一面墙全是他的书
籍，床头、床尾也堆满了专业书。“他回到家，不
是在看书，就是在想案子。”陈民生的妻子说。

生活中，陈民生交际圈很简单，他把自己
的大部分精力都用在了破案中。“我这辈子就
喜欢研究案件。破案就是我这辈子最大的人
生追求。”

市里优秀共产党员表彰大会，因为忙着破
案，他缺席了；孩子学校的家长会，因为忙着
破案，他缺席了；央视《等着我》栏目组多次邀
请他去节目现场，因为忙着破案，他推辞了。
他还会和全国各地那些喜欢“研判”的警察一

起，通过一些技侦手段解救被拐卖的儿童，帮助
失散的亲人团聚。

在同事眼中，陈民生就是一个研判专家。
他整天忙碌着研判各类信息，一旦发现线索，他
就毫不吝啬地交给战友。他说：“只要把逃犯抓
到，我的任务也就完成了。这个案子破了，还有
下一个案子等着我去研判哩。”

“我想见爸爸。”前不久，
女儿表演诗朗诵《爸爸，你再

不陪我，我就长大了》，老师问她有什么愿望，
女儿张口说出了这样一句话。虽然经常缺少
爸爸的陪伴，但在女儿心目中，爸爸是位特别
酷的大英雄……

“我知道自己并不能把每件事都做得很出
色，但我一定会努力把破案这件事儿干好！”陈
民生说。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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