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别说他给我1万元，就是再

多我也不卖。因为这是个古物，

留着它让年轻人了解更多的历

史……”日前，社旗县饶良镇张

华林村 83岁的张全德老人一手

拿着宋代痰盂，一边对笔者讲述有

生意人要买他古物的事儿。

1952年，张全德18岁那年，

曾经在武汉做过生意的舅舅，把一

个类似香炉的青灰色小圆罐子交

给他保存。张全德却说：“这个小

罐子，我要他有啥用？”舅舅说：“你

放着，将来给孩子们留个纪念，早

晚说起来，孩子们知道是舅爷给

的。”就这样，张全德把这个“小罐

子”用布包着放在一个小皮箱子

里。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张全德

家从新中国成立后分的房子，到自

己新盖的起脊瓦房、平房和楼房，

房子换了一处又一处，搬家搬了一

次又一次，但这个“小罐子”什么时

候也没有离开小皮箱子。每当张

全德舅舅生日纪念日时，他总是把

这个“小罐子”拿出来，给孩子讲当

时舅舅所说的话，让孩子们领舅爷

的这份情。但有些不明真相的人

却说：“就这个烂罐子，啥稀罕的，

动不动就在子孙面前炫耀炫耀，不

知寒碜。”

光阴似箭，转瞬到了 1990

年。一些收古董的生意人隔三岔

五地来到张全德家，要掏1000元

买这个罐子，张全德总是婉言谢

绝。后来，生意人又央亲托友出1

万元买这个罐子，张全德还是不

卖。时间长了，张全德在想：“这个

罐子究竟是个啥玩意，他们就恁下

劲。”于是，他就打电话给南阳市文

物局来鉴定，结果让张全德大吃一

惊，原来是宋代宫廷中大臣们所用

的冰裂纹痰盂，是个古物，价值连

城。之后，本来就把痰盂当做“传

家宝”的张全德，没事就拿出来看

了又看，摸了又摸，甚至闻了又闻，

真是爱不释手。

去年，该镇组织人大代表对文

化建设视察时，在该村发现这一古

物，人大主席张延龄说：“新一届党

委政府提出的建设产业重镇、文化

名镇、生态大镇、美丽乡镇，给我们

提出了新的要求。作为人民的代

言人要接地气、撸袖子、干实事，走

东家、去西家，发现、挖掘、培养、推

介文化，为打造饶良文化名片尽到

一个代表的责任。”

“这个宝贝在我家已经67年

了，我是一名党员，如果国家需要，

我就把它捐出来放在博物馆里。”

张全德面带笑容地告诉笔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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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以“霸气”定“官员”
有话直说
□张会丽

沧桑岁月

□徐嘉青

原认为是当今香炉
后得知是宋代痰盂

冷暖人生

□陈健

门风家训

□宋德明

“八不”家风成育人春风

中原影像

□崔丽莎文/图

特别提醒

□李志杰

庄户人家的架子车

社会百态

□顾连明

竟有此事

□赵兰奇张天增

你回来干啥

谨防“保健品”坑骗老人

党报，给我奋进的力量

对于社会来说，家就是社会的细胞，

家庭成员共同打造的家风不仅对家庭成

员的成长成才产生积极的影响，也对社会

风气的生成起着重要的作用。因为，良好

的家风，就像是空气、阳光、水分和精神食

粮，滋润着家庭成员的成长，主导其一言

一行，孕育出一种助推社会进步的正能

量。

因此，对于家教家风，我有着很深的

感知。记得从记事起，父亲就用他做人做

事的“八不”准则来敲打、鞭策和激励我。

他说，家是每个人生活栖息的港湾，成长

的摇篮，人生的起跑线。所以，要像国有

国法那样，家也要有家规，使每个家庭成

员有所遵循，有所约束，有其奋斗的目

标。做到明理、明情、明法，做一个守规矩

的人，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正是在这种

理念的影响下，父亲要求和倡导的“八不”

家教就渐渐地镌刻在了我的心里，成了我

做人的座右铭，做事的“定盘星”、“坐标

系”。父亲的“八不”家教左右着我的言

行，让我坚守着堂堂正正做人，规规矩矩

做事，不触法不破纪，不给他人留下背后

戳脊梁骨的口实，不给自己留下终身悔恨

的遗憾。

讲话不说谎。父亲说，谎言是不虔诚

的表现，是对诚实的一种背叛。因此，对

于爱说谎的人，人们总是嗤之以鼻，敬而

远之。所以，做人就要讲品行、重德行，要

培养自己的人格。因为，人格如金银，人

格如生命。做人就要以人品做底子，做人

以德为先，待人以诚为先，做事以实为先，

一是一，二是二，黑白分明，真与假不混

同，对与错的区分不含糊。工作上不夸大

成绩，不添加水分；原则上不口是心非，不

趋炎附势，不自欺欺人，不欺骗他人。

干事不偷懒。懒惰是最让人瞧不起

的一种心理上的厌倦情绪，是无聊、倦怠、

消沉。它销蚀前进的动力，剥夺前途的希

望，让人变得没有志向，甚至对人生产生

怀疑和绝望。因此，父亲要求我做人做事

一定要给自己定目标，小目标连接大目

标，养成勤奋勤快的好习惯。勤，就要以

全身心的投入，珍惜时光的宝贵，珍惜学

习与工作的来之不易，进而以积极、健康

的心态，应对学习和工作中遇到的困难和

挫折。同时，要经常检查自己，督促自己，

克服自身的惰性、动摇性，养成不畏艰险，

不向困难低头的坚韧性格和坚强意志。

对困难不逃避，对工作不推脱，不消极，不

懒惰。以言必行，行必果的理念，做到今

日事，今日毕，在勤奋和创新中体现人生

的价值和意义。

贫寒不偷窃。父亲的解释是，盗窃是

违反被害人的意愿，以非法占有为目的，

采取盗窃、扒窃等手段，秘密窃取公私财

物的侵财犯罪。如过街老鼠，人人喊打。

因此，父亲一再叮嘱，人有脸有面，要活得

有志气，有骨气。有手有脚就是本钱，只

要不怕苦，勇于吃苦，视创业为乐趣，就会

告别贫困，闯出一番新天地。所以，贫贱

不能屈，不退缩，不羡慕、不嫉妒他人的财

富，不偷不抢不多占，不做不劳而获、伤天

害理的事情，做一个干干净净的人。

除此之外，父亲还要求我们不吸毒、

不参赌、不奢侈、不违纪、不犯法，做正人

君子。我把父亲的“八不”训诫，视为智

慧、财富、安康，视严管为厚爱，并作为系

上的人生“第一粒扣子”和“防火墙”、“避

魔圈”。把家规与党纪国法紧紧联系在一

起，不断放大“不”的范围，凝聚“不”的效

应。遇事先想想“不”字，不该做的坚决不

做，不该拿的坚决不拿，不该去的地方坚

决不去，不踩红线，不越底线，不闯警戒

线。使家风与良好的社风同频共振，把家

文化和家风传承当做人生安身立命之本，

引导家人启智修身、持德、笃厚、爱国爱

家、勤俭持家、亲仁善邻，取得了良好效

应。每每回想起自己家庭的变化，我都会

对父亲的“八不”家教倍感钦佩，我感谢家

教家风的润泽，并下定决心用心浇灌，把

家风、家庭文化的“根”给留住，让其根深

叶茂，使子孙健康成长。

近几年，在某些乡镇考核选拔

和任用村支书和村主任时，把“霸

气”作为选拔的标准，误认为凡是

有霸气的人就是有性格、有帅才、

有能力、本事大，能威震一方，吓得

住群众，镇得住百姓，治得了“刁

民”，老百姓就不敢胡乱闹事，只得

乖乖地俯首称臣，而把“德”与“才”

以及在群众中的威信抛到了九霄

云外。其实，这种选任干部的做法

是片面的错误的。

所谓的“霸气”，乃是宗族强、

门户大、人口多、拳头硬、以众压

人，以拳吓人，以势制人。这些霸

气的人一旦当上村主要干部后，仗

着人多势众，不读书，不看报，不学

习，不学法，光靠“拳头”压人治

村。他们大权独揽，唯我独尊，搞

一言堂，一手遮天下，张口骂人，抬

手打人，蛮不讲理，横行乡里，甚至

不把乡镇干部当干部，每日里与不

三不四的人厮混在一起，赌博酗酒

不干正经事，村里的事群众的事不

管不问，动不动还吆五喝六熊下

级。这些人一旦权到手，就不知天

多高地多厚了，当官不理政，拿薪

不办事，霸道、霸权、霸财、抗法，表

现得盛气凌人，不可一世，对村里

那些所谓不听话、看着不顺眼的

“刁民”就用拳头和恐吓来压治，使

许多村民在拳头下，敢怒而不敢

言，只得忍气吞声将就着。长此以

往，只会削弱基层政权，影响党的

执政形象，对立党群关系、制约农

村经济的快速发展。

在历史上，有许许多多的优秀

村干部，都是以德、廉、勤、绩而深

受群众的爱戴和拥护。他们以自

己的模范言行润物无声，生发出无

限的影响力、感召力、说服力和凝

聚力，使全村的经济飞速发展，村

民的精神面貌和村容村貌发生了

巨大变化。因此，希望乡镇在今后

考察选拔任用村主要干部时，注重

综合能力和素质的考察，要把“德”

放在第一位，其次才是“才”与

“能”，千万不可以“霸气”定“官

员”，走偏了干部路线。

能够从一个农民通讯员成长

为国家机关干部，是党报给予了我

奋进的力量和勇气，也使我一步步

得到成长。

1989年，我还是一个刚刚踏

入社会的毛头小子，看到不合理的

现象总爱“戳”。那年初夏有一段

时间，到乡邮电所邮寄稿件，每次

购买邮票，工作人员都告诉我平信

邮票已经卖完，只能邮寄快件。可

是据知情人士透漏，其实邮电所里

有平信邮票，为了完成目标任务，

特意搁在一边不卖。了解这一情

况后，凭着一时的冲动，我就写了

一篇《大林邮电所不该拒售八分邮

票》的批评稿，《河南农民报》（现在

为《河南日报农村版》）很快在一版

刊登。稿子刊登后，上级有关部门

对大林邮电所负责人给予了相应

处罚，并在全县通报批评，从此大

林邮电所再无拒售平信邮票现

象。“处女作”的发表，让我看到了

党报实实在在为百姓说话，我也更

对新闻有了激情。

1992年，还是初夏，豫南淮河

岸边一片葱绿，本是该抽水插秧的

季节，然而，处在淮河北岸的正阳

县大林乡沿淮村农民却犹豫起来，

是抽水插秧还是改种旱作物？一

些农民权衡再三，打起了退堂鼓，

把育得好好的秧苗拔掉喂牛，在田

里种上了旱作物，原因何在？电费

太高！于是，经过一番详细的调

查，我写了一篇《沿淮村电费高得

令人咋舌！》的稿子，河南日报记者

韩嘉俊老师看到这篇稿子后，先后

三次深入到沿淮村调查走访，最后

稿子在《河南农民报》报眼位置刊

发，并同时登载记者调查附记，引

起了正阳县委常委会的高度重视，

相关责任人员受到了处理。尤其

让我感动的是，报社出于对我的保

护，稿子刊登时特为我署了一个化

名。由此，更让我看到的是党报的

那种责任担当和仁爱之心。对我

来说，这是一种激励，也是一种鞭

策。

后来的日子里，受《河南日报》

一些恩师的教诲和开导，我有对社

会美好事物的讴歌和褒扬，当然也

不乏对社会不良现象的批评和鞭

挞，始终如一，不敢懈怠，因为文字

已经融入我的血脉，因为我已深深

地爱上了新闻。从首篇发表至今，

我已累计在《人民日报》、《河南日

报》等国家、省市党报党刊发表新

闻、文学稿件2000余篇。也从一

个地地道道的农民逐步成长为一

名国家机关干部，2015年，还被授

予“河南省残疾人自强模范”。

小军跛了一条腿，依附在哥嫂家勉强度

日，很不受待见。后来，小军跟着本村的一个

老板去外地打工，没几天那老板就传回信来

说小军走失了，找遍大街小巷、车站旅馆就是

活不见人、死不见尸。这么一来，小军的哥嫂

得理不让人，天天到那老板的家里哭天抹泪

地闹，这个说：“我就这么一个亲弟弟，要是就

这样走失了，怎么对得起死去的爹娘啊！”那

个说：“快赔钱，没有二十万过不去这个坎，也

说不过去！”他两个闹腾得欢实，老板的家人

可吃不消了，急忙报警求助，警车鸣着警笛飞

驰而来，好不容易控制住了局面，小军的哥嫂

非要十万元找人的费用不可，这不是胡搅蛮

缠吗？经人说和，老板的家人赔了三万元，算

是做个了断，息事宁人，难得耳根清净。

几个月后已近年关，看看小军像是死在

了外面，小军的哥嫂就在家里布置了灵堂，实

指望收些丧仪，再捞一把。这一个在家里装

模作样哭几声“我可怜的弟弟啊！”那一个笑

眯眯地收起了丧礼，鞭炮放得震耳欲聋，唢呐

吹得惊天动地，看热闹的人山人海，正忙得不

可开交呢，小军穿着一身破衣破鞋回来了，这

两个活宝立刻像泄了气的皮球，垂头丧气地

说：“你回来干啥？丢人现眼的！”

随着保健品行业的飞速发展，老年人在成

为购买主力军的同时也频频被“坑”。消协提

醒老年消费者，近年来，老人因为轻信保健品

宣传，参与“免费旅游”、“免费体检”、“健康讲

座”后被忽悠的案例越来越多，市民一定要多

加注意。

不久前，张女士在商丘市一酒店，连续4

天参加了一家保健品经营者组织的活动，其间

共花6000元购买了商家推销的保健品。回家

后感觉商家存在强迫消费的情况，想退款却遭

到商家拒绝，于是投诉到消协。消协调查后发

现，商家存在诱导消费、夸大宣传等问题。经

工作人员向推销保健品的商家宣传相关法律

法规，指出存在的问题后，商家认识到自己的

错误，退还了消费者的货款。

保健品五花八门，老年人又是保健品销售

的最大群体对象，很多不法经营者针对老年人

的特点，设置了种种圈套，诱导老年人“中

招”。针对老年人频繁上当受骗的情况，消协

提醒老年人对保健食品要有理性认识，不要轻

信保健品的夸大宣传，不要被“免费旅游”、“免

费体检”、“健康讲座”等活动忽悠，警惕捆绑消

费，谨慎购买保健品。

周末，爸爸和一个叔叔在家小聚。几杯

酒下肚，两人海阔天空聊起来，聊着聊着聊

到了粮食价格问题。爸爸说粮价应该涨，叔

叔却认为不应涨，结果，谁也说服不了谁，竟

开始争执起来。

爸爸和叔叔年龄相仿，但叔叔生长在

城里的干部家庭，上学、就业一帆风顺。爸

爸生长在农村，是通过高考才改变命运成

为干部身份。但他却一直感慨农村苦，农

民苦。

我受爸爸的影响，潜移默化中也关注着

农村。爸爸说粮价该涨并不是他想说的全

部，因为任何物价的上涨都会影响到我们的

生活。他每周都会回老家，有时还带着我和

弟弟。我见过人工收小麦的场景，也亲手掰

过玉米。虽然现在的收种很大程度上机械

化了，但人力投入仍占很大比重。

有一次，我看着农田里隆隆的机器，说

当农民挺惬意。爸爸却认定我不是农民，感

受不到农民的苦。他告诉我，农活并不只是

简单的种和收，还有很多事要做。仅种植成

本而言，种子、农药、化肥，包括耕地、收割都

需要花钱，除去这些，每亩地的收入也不过

几块钱，还没算上劳动投入。

年前回老家，爸爸指着爷爷坟后的一

大块荒地叹气道：这块地也完成了它的历

史使命。

土地还有历史使命？爸爸看我不明白，

便跟我讲了起来。原来，这儿最早就是荒

地，实行农田承包责任制后，缺粮食的乡亲

们就把这里开垦成了耕地，种上花生、棉花、

红薯甚至玉米和小麦，长势还算不错。然

而，现在人们生活都富裕了，谁家都不会因

缺粮而忍饥挨饿。种地不赚钱，大家纷纷外

出打工，农村剩下的全是老弱妇孺。“那么多

的好地还种不过来，谁还稀罕这样的薄地！”

爸爸感叹着，“也不过三十年的光景，生产方

式和生活方式全变了。”

爸爸的感慨我不太懂，他经历的，我只

参与了很少一部分，还都是回老家的所见所

闻。记得前年回去，村子后面的河沟里，污

水挟着白沫一圈一圈地流，老远都能闻刺鼻

的臭气。姑姑说那是上游一家厂子排放的

污水，厂子是乡里招商引资的重点项目。村

里人没办法，不断向上边反映，却迟迟得不

到解决。后来，厂子老板因涉嫌非法集资吃

了官司，厂子才关闭了，要不然，每次回去都

得闻那臭气。类似的事有很多，可能都是爸

爸感慨“农村苦，农民苦”中的一个吧。

想起我小时候，爸爸在教我“锄禾日当

午，汗滴禾下土”时，教导我要爱惜粮食，那

时，他又何尝不是在感慨农民的辛苦。我终

于理解了爸爸为何怀念过去农村的生活，为

何关注与农村、农民有关的事情，为何总是

替农村、农民说话，这是因为，农村是他的

根，农民才是他永远最真实的身份。

早些年，架子车还是每家每户必备的工

具，平日里拉东西，农忙的时候运送庄稼，处

处都有它的身影。记得那时候去地里干活，

父亲就推着架子车，让我和弟弟坐到上面，

伴随着起起伏伏的土路，一路颠簸到地，然

后他和母亲去地里忙活，留下我和弟弟在车

上玩耍。回去的时候，车上是满满的东西，

而我和弟弟就坐在这些东西上，慢悠悠地转

回家。

后来年龄渐大，自己也推得动架子车了，

就让父亲先回地里去，自己在后面慢慢地推

着车子走。有时候遇到了稍大点的坑，就弓着

腰，双手狠劲地抓住车杆，一点点地把车子推

出来，每每这个时候，车子由于惯性，爬出坑

后，就会斜着向前冲去，我还得在后面拽着。

架子车虽然简陋，但留下了许许多多美好的记

忆，在它上面，装着粮食、青草，乃至欢笑，让我

的童年时光充满了晃悠悠的美好记忆。

再后来，家里添置了机动三轮车，去地里

用不上架子车了，但它并没有闲下来，毕竟有

很多短距离的劳作还需要它来做交通工具，比

如说磨面。磨坊就在距家不远的地方，扛着太

累了，而用机动三轮又显得有些过于麻烦，而

架子车就要方便多了，把收拾干净的麦子搬到

架子车上，拉着它一会儿就到了磨坊，既方便

又快捷。再比如说到村边的地里拉柴火，架子

车要远比机动车方便，而且经济实惠。

有了脚蹬三轮之后，架子车就真的闲了

下来，先是车盘儿被竖起来靠到了墙上，车轮

被放到了空房里，可眼看着一家家的车子都

被卸开来，变成了烧火用的柴火，再加上车盘

在外面风刮日晒，渐渐地变得腐朽不堪，原本

想着还会推上架子车的父亲就痛下决心，也

卸开了车子，从此，架子车算是永远地退出了

我家的历史。

3月17日，汤阴县韩庄镇开展了“食品快检进市场”活动，对辖区内的超市、肉食店等场所进行食品抽样检查，重点抽检生鲜肉、

熟肉等产品，确保群众舌尖上的安全。该镇食药所工作人员仔细询问相关工作人员食品进货日期、生产日期、生产厂家等信息，并

详细填写《食品安全监督抽样单》《食品安全监督抽检抽样封条》，对抽样食品进行现场封存，带回样品进行化学快速检测。

爸爸的感慨
农家故事

□于璇

汤阴县韩庄镇食品快检进市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