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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情世界
风雪中眺望的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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灯光，那一抹暖意

老家，藏在心底 乡愁

随笔

国网正阳县供电公司：“查患消
缺”战冬峰

“24、25号杆瓷瓶污秽严重，存

在安全隐患……”2020年1月5日，

国网正阳县供电公司积极行动，对所

辖区域内的配电线路、设备进行全面

的巡视检查，对发现的隐患进行现场

消缺，全力保证电网安全平稳度冬

峰。

随着气温的逐渐下降，用电负荷

也节节攀升。为确保正阳电网以最

佳状态迎接冬季用电高峰的到来，该

公司成立了“迎峰度冬”领导小组，连

日来，以“深度排查、及时消缺、安全

度冬”为主线，以专项巡视、夜间巡

视、特殊性巡视为重点，对输、配、变

设备进行深度隐患排查，从设备参

数、线路运行、电力通道、防寒防冻、

防污染等方面细致把脉，对梳理出

的电网薄弱点及安全隐患，采取改

善电网结构、及时消缺等应对措施，

确保“迎峰度冬”期间设备零缺陷运

行。同时，根据电网负荷变化和气

候变化特点，合理安排电网运行方

式，并针对电网薄弱环节和可能出

现的异常方式详细制定事故预案，

确保“迎峰度冬”期间电网安全稳定

运行。

此外，该公司还组织共产党员服

务队深入辖区各乡镇、社区，企业等，

加强科学用电、安全用电、节约用电

宣传工作，帮助和指导客户排查隐

患，为其提供有力的用电安全保障，

为“迎峰度冬”安全可靠供电奠定了

坚实的基础。（李宏宇陈建政）

郑州市金水区南阳新村街道开
展环保手工香皂活动

2020年1月7日，郑州市金水区

南阳新村街道荣华社区绿城妈妈项

目在党群服务中心开展了环保手工

之花样香皂活动。通过此次活动，

丰富了社区居民的日常生活，提升

了环保意识，得到居民的一致好

评。（王丽娜）

郑州市金水区北林路街道办事
处创新养老服务模式喜获国家殊荣

郑州市金水区北林路街道办事

处依托广电社区服务中心建设

12349智慧养老服务分中心，采用

“互联网+”手段，积极创新丰富服务

方式和内容，荣获了国家级智慧健康

养老示范街道荣誉称号。（孙寓光）

本报讯（见习记者刘亚鑫 通讯员

卞瑞峰马啸）2019年以来，原阳县切实

解决扶贫领域作风方面的突出问题，为

决战决胜脱贫攻坚提供坚强作风和纪

律保证。

开展扶贫督导指导。成立原阳县

脱贫攻坚工作督导指导组，从各相关单

位抽调指导组成员20人，重点开展了扶

贫领域作风建设专项督导、脱贫攻坚工

作督导指导、驻村结对帮扶工作督导指

导。2019年以来，共查处扶贫领域腐败

和作风问题20件。

加强资金监管。建立完善县级脱贫

攻坚项目库，项目资金严格按照规定程序

批准拨付，所有扶贫专项资金项目均在县

政府门户网站公示，所有到户资金公示到

位，接受群众监督。按照县统筹整合扶贫

资金管理规定，重点对套取、骗取、挪用扶

贫项目资金的问题线索开展专项调查，对

违纪违规行为，发现一起查处一起。

切实转变工作作风。要求帮扶干

部在脱贫工作中发扬有责任干部担、有

困难干部上的优良作风，主动与贫困群

众结成帮扶对子，了解掌握贫困户思想

动态、发展现状和存在的困难问题，及

时为贫困户算好时间账、经济账，找准

脱贫致富的路径，不断增强贫困户脱贫

致富的内生动力。

原阳：脱贫攻坚一线好故事 （150）

周末那天风雪交加，天气异常寒

冷。闲着没事，就去同住一个小区的朋

友家串门。

朋友拿出了一瓶二锅头，说这么冷

的天气，喝两口驱驱寒。朋友刚刚启开

酒瓶盖，电话响了，是朋友的父亲，他父

亲在电话里头说朋友的母亲今天包羊

肉馅饺子，要朋友和妻子一起过去。

朋友的父母住在城乡接合部，距我

们居住的小区有3公里的路程。

我起身告辞，朋友和他的妻子双双

挽留。

大概半个小时后，电话又响了，还

是朋友的父亲，问他出门了没有，说是

天气寒冷，路上又滑，叮嘱朋友不要骑

摩托车，让他打车过去。朋友嫌烦，为

了不让父亲再打电话，谎说已经出去

了，现在正在路上呢，一会儿就到。

我再次起身告辞，朋友看了下墙上

的挂钟，不到10点，依然不放行，说没关

系，人老了都这样，啰唆，都30多岁的人

了，又不是小孩子，有那个必要吗？

一刻钟之后，我谎称还有事要走，

刚起身，朋友的电话再次响起，还是他

的父亲，朋友没说两句，突然惊讶地问

父亲，爸，您怎么了？怎么哆嗦成这样？

原来，朋友的父亲第二次打完电

话，听说儿子已经出去了，就站在风雪

交加的大街上，向儿子回去的方向眺

望，想要第一眼看到儿子儿媳妇平安回

家的身影。

朋友挂了电话，我看到他眼里雾蒙

蒙的。

临出门的时候，朋友忙着去拿摩托

车钥匙，朋友的妻子说，今天我们打的

过去，多花几块钱，免得回来时父亲再

不放心！

目送朋友两口子乘车而去，我猛然

回首，透过层层冰凉纯洁的雪花，仿佛

依稀看到自己的父亲正站在老家的门

口，身体随着飘摇的风雪，颤巍巍地向

我居住的城市眺望……

腊月集会上，秀云买回一件质地良

好的大棉袄。

拿回家，秀云便展开棉袄让丈夫丙

柱看：“这件棉袄咋样，好不好？”

丙柱看着秀云手上灰色带有黑毛

翻领的大棉袄，吊着一双杏核眼诘问

道：“给谁买的？”

“你说给谁买的？”秀云诡秘地一笑

说：“咱爹常年勤劳，总是舍不得吃穿，

过年了，也让他穿件新袄人前站一站。”

丙柱心里一动，便随口问道：“给你

爹买的，还是给俺爹买的？”

秀云白了一眼丙柱，嗔怪道：“就萦

记你爹，可这棉袄是买给我爹穿哩。”

丙柱脸上显出些不悦，瞪瞪眼问

道：“花了多少钱？”

秀云眼一斜：“100 元，看心疼死

你。”

丙柱心里有些怨只是就嘴嘟囔：

“挣个钱容易哩，都让你给胡花了。”

秀云小巧的嘴一撇说：“又没花你

的钱，你埋怨啥！”

丙柱接口问道：“那你是花谁的

钱？”

秀云理直气壮地说：“钱是你爹给我的，

他给我钱，说让我给孩子添身过年的新衣

裳，可孩子的新衣裳你从城里打工回来给买

了，我便用这钱给俺爹买了这件新棉袄。”

“你，怎么伸手接爹的钱，爹总是紧

巴，这钱……”丙柱想说这钱是自己从

城里打工回家悄悄送给爹的，但张大了

嘴却没说出口。

搬进了城里，农村里的家就成了老

家。

老家距县城并不远，也就七八公里

的路程。站在老家的岭上，就能看到城

里的高楼。但就是这么近的距离，却总

是被日子所绊，回去的次数也总能数得

过来。

老家，只有在静思中才渐渐地清晰

起来。

老家的村名叫郭家沟，顾名思义就

是姓郭的人家居住在一个沟壑里。村里

的房屋大部分是石根脚、土坯墙、青砖镶

的门框、黛瓦做的房顶。院落门前的沟

中间，常年流动着潺潺的溪流，没多远就

是长年累月被溪水冲刷形成的一个个小

水潭，每个小水潭就是一个自然形成的

洗衣池。不知是哪个先辈放置的洗衣

石，一半在水里，一半在水外。水沟两旁

的街道，是用大大小小的石块铺就而

成。牛从村道走过，去田里劳作。羊群

撒着欢儿，从石板街上跑过，去荒坡里啃

草。谁家不安分的猪儿也会跑到村道

上，扭上几扭。全村的鸡儿都会聚集在

水沟两侧，一边打架斗殴，一边抢叨“小

虫”。一场雨水过后，冲刷走了动物撇下

的粪便，石块又干干净净地露出了自己

的本色。水沟旁有俩人搂不住的皂角

树，还有秋天挂满了果实的古枣树。

村子南面是大片的泡桐。春天来

时，定会开满浅紫色的泡桐花。有风吹

过，空气中弥漫的是甜甜的味道。伸手

拽上一朵噙在嘴里，甜香便直达心扉。

村北是曲曲折折的梯田，也是生长红薯、

芝麻、花生的地方。梯田的边缘生长着

酸枣树和野构树。到了秋天，酸枣树上

结的酸枣黄中泛红，劳作之余还能拽上

一两个解渴消乏。野构树上结的果儿红

红的、绒绒的，咬上一口，甜得发腻。还

有棠梨树、柿子树，这些都生长在梯田的

中间，经历了历史的沧桑和岁月。

村东有条公路，也是南下北上、东通

西联的交通咽喉。寂静的夜晚，总能听

到汽车负重上坡吃力的“哼哼”声。劳累

了一天的大人们不为所扰，一样的酣

睡。出嫁到西乡回来的表姑，却没有这

样的幸福感，被来回穿梭的车辆折腾得

一夜无眠。

横穿公路来到坡上，就是一望无际的

苹果园。春暖花开时，苹果花尽情地绽

放，吸引着蜜蜂们上下翻飞。秋天，诱人

的苹果压弯了枝头，展示着最美的身躯。

村子西头的最低处是一条河，河床

的砂石洁白如玉。平常的日子，清澈的

河水汩汩地南下，小鱼则逆水而上。用

手翻起一块河石，总会有一个螃蟹急速

地想逃离人们的擒拿。河床两边是又高

又密的杨树林，成为人们盛夏纳凉的最

好去处。

这就是老家20年前的样子。如今，

已物是人非。年轻人大都在城里买了房，

离开了村子，只有为数不多的老年人，蹒

跚着脚步，守护着将要没落的村庄。

老家，最终将会成为记忆，深深地藏

在心底，成为向后辈们叙述的教科书。

俗话说“过了腊八就是年”，腊八节

一过，年味就越来越浓了。而真正让湿

冷的空气中弥漫出浓郁年味的则是农历

腊月二十三的祭灶日。

在古代，祭灶是一个重要的日子。

我们虽然看不到那时的场景，但从宋代

诗人范成大《祭灶词》中可以感受到古代

祭灶日的热闹景象：“古传腊月二十四，

灶君朝天欲言事。云车风马小留连，家

有杯盘丰典祀。猪头烂熟双鱼鲜，豆沙

甘松米饵圆。男儿酌献女儿避，酹酒烧

钱灶君喜。婢子斗争君莫闻，猫犬触秽

君莫嗔。送君醉饱登天门，勺长勺短勿

复云，乞取利市归来分。”

而在祭灶这天，我们家也像千万个

家庭一样为“上天言好事”的灶王爷准备

“路上”捎带的“干粮”，那“干粮”就是自

家制作的烙饼，也叫火烧。

火烧是母亲做的。因为做火烧的面

要在头天夜里就得准备妥当，所以和好

的面盆要放置在有适当温度的煤火台上

才能保证第二天面盆爆满。第二天一大

早，在煤火上面放置好烙火烧的鏊子，母

亲就开始了工作，她一边等着鏊子预热，

一边在擀面板上为灶王爷制作“干粮”。

烙火烧也是有技巧的，虽然不像做枣花

馍那样精工细作，但也不能马虎，要怀着

一颗敬畏之心才能做出形状圆满、厚薄

均匀、面质松软的火烧来。

做火烧的面比较讲究，软硬都不

行，面软了还未等鏊子热起来，烙饼就

坨了，提拉不起来；面硬了揉制起来特

别费劲，每一个火烧都是靠手工揉制而

成，所以面必须软硬适中，做出来的火

烧外焦里嫩，口感才好。揉面是一件技

术活儿，母亲揉面时总是揉一遍醒一

遍，如此多次，面团才“肤如凝脂”，拉抻

筋道，游刃有余。母亲做火烧都是制作

两种，一种是包着糖馅的甜火烧，一种

是花卷一样的咸火烧。两种火烧在鏊

子里经过火的烤炙，素面呈现出焦黄的

“美颜”，不一会儿，满院都散发出诱人

的焦香。

火烧一出鏊，爹就会先来品尝一

个。看着爹一脸满足的样子，我想那味

道一定是他们几十年相濡以沫不离不弃

的情感深藏其中吧。

天色慢慢地黑了下来，左邻右舍的

鞭炮声此起彼伏，我们家也不甘示弱，尽

管并不富裕，但鞭炮声是清脆的，三里五

乡的鞭炮此刻似乎都走出了家门联欢起

来。一阵的鞭炮，仿佛是为灶王爷鸣锣

开道呢。这时，就开始祭灶了。母亲说，

祭灶时是不能说一些不敬和不吉利的话

的，最好别吭气，闭上嘴，表现出一副庄

重而又深沉的样子。

年，就这样开始了。

而今年的祭灶却是在母亲90岁之

后。已过了90岁的母亲已经没有能力和

精力来做这些稀松平常的事情了，但祭灶

这个日子她却念念不忘。

现在，“上天言好事，下地保平安”已

不再是许愿时的梦寐以求，而是小康社

会实实在在的美梦成真。

日子跨进腊月，老家的年味就在忙碌

中弥漫开来。揾糖果、磨豆腐、杀年猪，那

情那景仿佛昨日一般历历在目。

最繁琐而又忙人的是揾糖果，天一冷

家家就开始晒冻米，选上颗粒饱满、体长

洁白的糯米煮成饭，放太阳下晾晒。一般

要一个月左右才能晾晒干；然后生大麦

芽，寒冬天气，还要把麦芽放在锅里加点

温，当麦芽长到一寸多长时就可以熬糖稀

了。

捡一些好的山芋，洗净，切成一寸

见方的小块，放锅里焖煮熟透，待降温

到30摄氏度~40摄氏度，放入大麦芽，

搅拌。再将山芋泥渗出的水，放进用帐

子做成的过滤筛中过滤出山芋浆，最后

放入铁锅里，大火慢慢熬制，直到熬成

黏稠状，即成糖稀，这时，母亲会拿一根

筷子，醮一点儿糖稀挑起来，看到抽出

长长的、闪亮亮的丝，母亲的脸上露出

欣慰的笑容。

接下来开始揾糖，讲究的人家请师

傅，也有自家揾的，那时全家都行动起来，

在糖稀里掺入炒熟的冻米、花生米、玉米、

芝麻之类，拌匀，抄到大桌的案板上，压平

成块，趁着温热，切成小块。那时，最高兴

的是孩子们，可以尽着自己肚子装，大人

们都不会骂。

农历腊月二十四五开始磨豆腐，每

家提前三天翻出缸里的黄豆，放清水

里泡好。磨豆腐不是一个人的活儿，

要两个人推磨，一个人下料。乡亲们

都自行搭配好，结伴去村子里有石磨

的人家。

磨豆腐最关键的是“点浆”，点浆是一

门技术活儿，那时点浆用石膏粉，放多了，

豆腐粗糙，口感差；放少了，难以成渣，豆

腐不易做成。我们村子里只有福叔会点

浆，为做一季好豆腐，做豆腐的人家必定

要塞一包几块钱的香烟给福叔。福叔也

笑嘻嘻地收下了。

点浆时，福叔看一眼豆浆心里就有了

底，他用勺子舀出适量的石膏粉，慢慢地

撒入豆浆里，然后，坐一边，点燃一根烟，

慢慢地品着。一根烟抽完了，豆浆慢慢下

沉、凝块，白玉一般晶莹细腻的豆腐就做

好了。

做好了豆腐的人家，走的时候，也

必定要说一声“嘈扰了”的客套话。有

石磨的人家也会客客气气地回一句：

“乡里乡亲的，一年到头，谁家不麻烦谁

家啊！”

杀年猪一般要等到农历腊月二十

八，杀年猪这一天，妇女们在厨房里忙着

烧水、打杂，男人们都待在后院里，瞅着

猪栏里的猪，议论着能出多少肉、出多少

油。

杀猪的师傅是从邻村请来的，上前一

伸手揪住猪耳朵，本村请的四个壮汉也一

拥而上，两个捉前腿，两个捉后腿，将猪往

案板上抬。厨房里，烟熏火燎地烧开水。

猪一放倒，开水就送了上来。

村民们陆续去往杀猪的人家，猪肉

已经摆在案板上。村民们只能三斤、五

斤，多的没有，杀猪的人家必定好言好语

地解释，过年嘛，图个气氛，大家伙热热

闹闹的。师傅把肉一条一条地割下来，

过秤，师傅的手就是秤，每条肉都只有一

二两的差别，村民们也高高兴兴地买了

肉回家。

如今，在人们感叹“现在的年味越来

越淡”时，老家的年味却像一坛醇香的酒，

在一片古香古色里，温馨而醇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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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日的傍晚，走在下班的路上，呼啸

的寒风在身边打着旋儿远去。我裹了裹

羽绒服，看见自己的身影被路灯拉得长长

的。灯光柔柔地洒下来，如同橘子那红红

的暖色氤氲着我，我的心也笼上了橘红

色，小时候的情景就像一排排路灯向我走

近。

我生长在农村，小时候看见家家都一

样，灯泡吊在纸糊的顶棚中间。傍晚，拉

一下长长的灯绳，淡黄的光芒像土炉里的

火苗一样跳跃着、流淌着，充满了小屋。

我们趴在炕头写作业，母亲穿针引线纳鞋

底，父亲看书或者写毛笔字。闹钟滴答滴

答地响，家的温馨宜人因为有了灯光而可

观可感、可触可摸。

家里吊着电灯，街上没有路灯，在没

有月光的夜晚，俗话说是“伸手不见五

指”。老人们出门提个汽油灯，走到哪里

那团光就跟到哪里。年轻人打个手电筒，

一晃一晃地照路。我们小伙伴常常把手

电筒当成玩具，往同伴脸上照，最喜欢看

大家眯眼捂脸的囧样子。转过来自己也

被别人照着，一阵戏谑，一阵乐趣。有时

候，把手电筒往小胡同照，裁出夜幕中光

的扇面；有时候，往空中照，天幕上的星星

不停地眨眼。不知道手电筒微弱的光照

到哪里去了，是与星星合在一起，还是被

夜幕吞没了？总觉得苍穹更浩渺无垠，星

光更灿烂神秘了。扭头看周围更漆黑了，

什么时候街上的夜晚也有亮光呀？我用

孩子的思维冒出强烈的祈盼。

天黑前一定回家，这是小时候父母对

我的嘱咐。我清楚地记得10岁那年，我

到县城住亲戚家。晚上看电影回来，路灯

高高地站在那里，发出那么明亮的光芒，

就像父母等待我回家那样温暖。我在灯

下追着自己的影子，就像小猫玩它的尾巴

一样快乐无比。县城的街上有路灯！我

回家赶快告诉了家人和小伙伴，希望把快

乐的灯光照亮大家。城里比农村好！我

以后要能在城里住该多好啊！这个念头

自然地生发出来，像县城的路灯一样在我

心中闪烁着，时时让我看到前方暖意的光

芒。

后来，我读纳兰性德“夜深千帐灯”的

名句，想象着千古壮观的灯阵，读出男儿

镇守边塞的报国情怀。学习郭沫若《天上

的街市》课文，“地上有星一样的灯，天上

有灯一样的星”，我仿佛看到天地融为一

体，体验出灯与星成为美好事物的意象。

诗人笔下的灯和我孩童时代期待的灯交

融在一起，化成一种温暖的力量，敦促我

向着光明走去。我凭着刻苦努力，从小山

村走出来，到县城上班、安家。每个夜晚，

都能看到色彩斑斓的灯光，都能在灯光里

惬意地行走。

如今，我生活的城市，白天夜晚连成

灯的海洋。热闹庙会的花灯、如梦如幻的

冰灯、正月十五的彩灯、地标建筑上的霓

虹灯，这变化万千的灯光把夜晚装饰成人

间仙境。而我，轻轻地掬起一抹灯光，伴

着暖融融的光芒走向幸福的远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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