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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情世界

做父亲的拐杖

诗歌

多年前曾去过新蔡，但印象已很模

糊。今年2月底疫情防控正在吃紧之际，

因工作需要走进了新蔡，竟一下子大开了

眼界。

资料显示，新蔡是一个有着深厚底

蕴、悠久历史和人文荟萃的千年古县，有

着4000多年的城建史和2200多年的建

县史。县名的来源是源于春秋时期古上

蔡国的蔡平侯迁都于此，所以史称新蔡

国，新蔡由此得名一直沿用至今。前些年

新蔡经济社会虽然得到长足发展，但农业

大县、人口大县、经济欠发达县仍然是个

沉重的包袱。近几年来，新蔡县委、县政

府紧紧抓住发展机遇，利用位于郑州、武

汉、合肥三个省会几何中心的区位优势，

利用四季分明、土壤肥沃的生态优势，全

力推进“生态水城、秀丽田园、大美新蔡”

建设，顺利实现了高质量脱贫摘帽，经济、

社会各项事业呈现繁荣发展态势，中原粮

仓、国家卫生县城、国家园林县城、国家级

农民工返乡创业试点县、全国粮食生产先

进县、全国科技进步先进县等，荣誉加身、

桂冠满满。

突发而至的新冠肺炎疫情，同样也给

了新蔡一个严峻考验。特别是新蔡离武

汉较近，在鄂打工返乡的人数超过6000

人，其中仅武汉回乡的就多达5000余人，

因此防控压力巨大，“外防输入、内防扩

散”成了重中之重。为此县里迅速成立了

专门组织机构，严查输入渠道，严格辖区

管控，并组织专业技术力量对新冠肺炎疫

情进行研判前移、流调前移、隔离前移、防

控前移，同时集中技术力量，加强患者救

治，顺利实现确诊病人全部治愈出院，疑

似病例全部解除，医护人员零感染、确诊

患者零病亡。随即，他们又根据疫情形势

变化，一手抓疫情防控，一手抓生产发展，

积极谋划项目推进，全力保障复工复产，

奋力将疫情影响造成的损失抢回来，巩固

好、保障好高质量脱贫成果，不少企业已

恢复到了疫情前的发展态势。

笔者一行所到之处，都发现有工作人

员在严防死守，要进入某村或小区必须说

清来意，然后测量体温、酒精擦手、消毒剂

喷洒衣服鞋底，程序之严格、操作之规范

容不得任何人“偷工减料”或“蒙混过

关”。在一个村庄卡口处，带班的村党支

部书记告诉我们，他们全村所有出入口都

有村民把守，只有这个口可以进出，但都

必须是本村群众，必须经过登记、测体

温。村里规定，每户隔一天才可以经村

“两委”审批出来一个人买东西，买过后都

宅在家里。村口还立着一个“疫情防控重

点人员监控一览表”的大牌子，表中登记

着这个村所有从外地返村的45个人的姓

名、年龄、性别，包括从武汉、湖北其他市

县或途经武汉的返乡人员，回来后监控隔

离时间、解除时间、乡村组和村医“四包”

人员名单等，表上清清楚楚，村庄防控之

严可见一斑。

在复工复产后一家刚刚开张的楼盘

销售现场，无论是营销人员还是前来洽谈

购房事宜的顾客，口罩都戴得严严实实，

工作台上都摆放有消毒纸巾和消毒喷雾

剂。有一家在新疆做生意春节回来过年

的新蔡人，看到县城变化这么大，便商定

在这个新建的楼盘买一套住房和一个门

面房，上面住人下面销售新疆特产，今后

足不出院就可经商赚钱。购房的年轻人

还说，要不是疫情他们早就来买房了。言

语之间流露出自信和坚定。

在多个卡点、检查站，一行人都认真

看、仔细听、详细问，既宣讲政策要求也研

商工作方法，希望克服厌战情绪和松劲思

想，以“不获全胜决不轻言成功”的决心和

勇气，统筹推进新蔡县乃至驻马店疫情防

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要持续抓好外

防输入、内防反弹两个关键环节，把各项

防控措施抓紧抓实抓细，坚决打赢疫情防

控的人民战争、总体战、阻击战。要落实

分区分级精准防控策略，推动企业走上正

常发展轨道，帮助企业解决产品配套、资

金、用工、交通等方面的实际困难，推动经

济运行在合理区间，确保顺利完成全年经

济社会发展目标。

走进正在建设的水系联通工地，看到

不少人正在岸边植树。河道的尽头，是一

个巨大的湖，蓝天碧水、空蒙浩渺。据介

绍，近几年来，当地政府充分利用地下水

位高、过境水资源丰富、离宿鸭湖近等优

势，以改善人居环境、改善招商环境、发展

地方经济为突破口，先后在县城四个方位

和中心地带开挖扩建了南湖、北湖、东湖、

西湖与月亮湾湖，湖湖相连，水天一色，波

澜不惊，其中东湖水域面积就有3000亩，

加上周围湿地总占地面积达5000余亩。

湖水满了碧波荡漾，高楼起来了鳞次栉

比。由于自己也曾在县城工作过，对拆迁

之难深有体会，新蔡以这么大力度改造老

城区，心想肯定很难吧？正疑惑之际，当

地一位同志轻松回答：“把好的地段让给

拆迁群众，让拆迁户都住上湖景房，再引

导安置区年纪较大的迁居农民在小区打

工，同时再建一批公务员小区，机关干部

也同样安居乐业。所以拆迁改造过程中，

并没有感觉有多大的困难。”噢，以这样的

亲民理念搞城建，怪不到这么驾轻就熟！

后发优势的集聚，新蔡还吸引了碧桂园、建

业等大公司前来加盟，更进一步抬高了城

区建设品位，提升了管理水平，城区面貌焕

然一新，在这个初春的季节更是张扬着强

劲的活力。据说与其毗邻的信阳息县、淮

滨很多人来新蔡买房，甚至安徽阜阳与新

蔡相邻的临泉、阜南等县也有不少人到新

蔡买房，供孩子在这里上学和生活……

回程途中，当谈到新蔡的发展与当天

的感想感受时，一位专家型领导脱口说出

“超乎意料之内外”。乍一听很奇怪，但仔

细想一想，发现这既不是绕口令也不是开

玩笑，既出乎意料又在情理之中，恰是对

新蔡的贴切评价和睿智、幽默的流露与展

现！

孟夏新雨草木葱，榴叶澄碧理芳容。

墨裙束罢枝枝绿，丹髻妆成朵朵红。

百果密簇情互慰，万籽紧抱心相通。

金秋更待团圆日，馨溢香飘绕月宫。

初夏待雨
夏雨欲来风满楼，山水淡墨雾悠悠。

窗前欲看莲池满，明日小塘可载舟。

荷塘即景
青芦依依微风动，浮萍悠悠铺水中。

浅底红鱼无定迹，东西蛙鸣和新农。

月季
谁言花无百日艳，却看月季傲暑寒。

自有芳华馨远逸，四时竞放胜牡丹。

三所孟夏
毗邻黄河岸，宾至似归家。

古木参天立，清溪小桨划。

晴空闻布谷，朗月照枇杷。

贤达商国是，闲客赏荷花。

古枣树
古树发新叶，虬枝忆沧桑。

熏风摇嫩果，来日请君尝。

中华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智慧的

结晶，是中华民族的骄傲，值得被传承

下去。教师作为“传道”“授业”“解惑”

的主体，有着传承中华传统的责任。

在现在教育的新背景下，社会对人才

的要求更加严格，传统文化再次登上

社会大舞台。小学语文作为启蒙教育

阶段与传统文化联系最为紧密的一门

学科，就要在讲授过程中与传统文化

相结合，这不仅是语文学科的特点，也

是现代教育的必然要求。所以将传统

文化与小学语文相结合是教师的必然

选择。

在平时的教学过程中，没有一个学

生会喜欢枯燥单一的学习方式。因此，

想要提升学生的学习传统文化效果，趣

味且多样化学习是前提。将传统文化

学习趣味地表现出来有很多种方式，如

小话剧演出、分角色朗读、电影欣赏以

及分小组绘画共同分享等。如，我采用

情景教学就取得了好的效果，小话剧演

出是最有参与度的方式，并且这种方式

主要针对传统文化故事存在。在讲解

唐代杜牧的《清明》时，为了让这篇经典

诗作给学生留下美好、永恒的记忆，我

在讲授这篇课文时，事前做了大量的准

备工作，如制作课件，分角色牧童、作者

（杜牧）、方位（杏花村）及有声器材（细

雨）。这样一个场景，使学生感悟深切，

收到了较好的教学效果。

教师是可以将传统文化故事以小

剧本的形式表现出来的，让学生自己挑

选角色并体会角色，站在历史人物的角

度来思考，分角色朗读，是讲话版的小

话剧演出，课堂上就可以实现。学生可

以根据自己的理解来表现历史人物的

情绪和思想。环境是影响学习效果的

重要因素之一。因此，想让传统文化深

入教学过程和学生的日常学习中，营造

合适的学习环境是必做的工作。

小学时期的学生有较强的好奇心

和好动性，教师要充分运用学生的这些

特点。如在语文教学过程中，可以让学

生设计传统文化黑板报的形式，来提升

学生的参与度。能让学生更加全心全

意地参与其中。学生在画黑板报的过

程中，能够充分地去了解与传统文化有

关的课外知识，并尽量以更加惊艳的形

式展现在黑板报上。这个过程不仅增

加了学生对传统文化的了解，还锻炼了

学生的动手能力。

教师是学生的主要学习对象，学生

每天与教师相处，许多方面都是受到教

师潜移默化的影响而形成的。古人讲，

学无止境。教师不能停滞在自己现有

的知识层面上。如果想要更好地将传

统文化教授给学生，教师就应该丰富自

己的传统文化知识和文化底蕴，加深自

己对传统文化的了解，将自己的眼光放

在更高的水平，才能以更好的思维来讲

授传统文化知识。传统文化注重礼节，

小学时期的学生模仿能力强，教师的一

言一行都会刻进学生的脑海里，这就要

求教师做到身体力行，以自我的规范来

引领学生向前。

教师应提升自我的传统文化、礼

仪，尤其要与学生平等相处。如牧童与

杜牧的友好平等交谈，如果杜牧以命令

或斥责的口气要求小孩说出酒家在何

处，牧童能告诉你酒家在杏花村吗？答

案肯定不行。妄自菲薄只会造成在风

雨中无所适从，无礼无节既伤害了别

人，同时又耽误了自己的事情。

我们平常的言谈举止，要注重礼节

和风俗习惯，因为这都是传统文化的组

成部分。对学生来说，只要仔细观察生

活中的点点滴滴，就能体会到中华民族

传统文化的存在。

说起童年，人们都有很多美好的记

忆。我的童年，是小人书陪伴的岁月，那

丰富多彩的图文，喂养了我饥饿的目光，

填充了我童年的乐趣。

我生于20世纪60年代末期，那时，

农村没有电视机，没有收音机，更没有手

机，有的只是一个月才到村子里放一场

的电影。所以，小人书成了我们充实和

改善文化生活的重要工具，几乎每个小

朋友都会珍藏几本或者几十本小人书，

互相传阅，其乐融融。

我那时候的小人书是最多的，平时

积攒的零钱，大都买了小人书。镇里的

新华书店，我几乎每周都去一次，去了就

不空手，拿着新买的小人书，喜滋滋地翻

看一路。那时的小人书也很便宜，少的

八分钱，最贵的也不超两角。我家的床

底下、墙洞里，放的全是小人书。小朋友

们羡慕我，天天围着我转。为了能借到

我的小人书，许多小朋友就主动帮我们

家推磨、推碾，搞得母亲好不欢喜。下地

割草，我也带着小人书，小朋友们看过一

遍，就为我割一把草。如此一来，我就特

有成就感。

小人书最怕的就是借了不还，有些就

是传着传着就找不到头了，这让我很郁

闷。每买一本小人书，我就在扉页里写上

“好借好还，再借不难，借了不还，再借万

难”。我记得当时我买了一本《孙悟空大

闹天宫》的小人书，同学们争相借阅，当借

给邻家的小伙伴看时，就没再还回来。我

急了，天天讨要，他总说丢了，就是不还。

后来我跑到他家里，哭着向他的家长要。

那个小伙伴最后挨了打，还是一口咬定丢

了，最后不得不赔我一角八分钱算是了

结。直到后来才知道，他当时特别想有一

本《孙悟空大闹天宫》小人书，苦于家长不

给钱买，才有了那样的举动。

因为小人书，我还被高年级的同学

欺负过。一次，我买了一本《闪闪的红

星》小人书，在班里传阅，谁看一次，给我

一张作业纸。这样我用同学给的作业纸

装订了一个写字本，就省下了父母给买

本子的钱，再买小人书。因为同学们大

多认不全小人书里的字，所以，翻阅一遍

也就几分钟，一个上午，全班的同学几乎

就都看了一遍。放学时，几个高年级的

同学听说我有《闪闪的红星》，也要看。

我说，看一遍一张纸。那同学就打开书

包撕给我一张，坐在学校门口看起来。

我哪里知道他们看小人书会认真地看每

页下面的说明，十几分钟才看了不到10

页。我急了，说，不给你们看了，你们看

得太慢了。他们正看在兴头上，见我抢

夺，也急了，纷纷说看小人书不看字，能

看出什么。一来二去，我们就厮打起

来。后来惊动校长，明明是他们几个高

年级的同学欺负我，校长却没有给我争

理，还批评我说不该向人家要纸，人家看

小人书读说明是正确的，弄得我老大的

不服气。当然后来校长还是批评高年级

的同学不该以大欺小，动手打人。直到

后来我也升入高年级，才知道看小人书

读说明的益处。

小人书，童年时代里最主要的精神

食粮，熏陶了我们一代人最初的审美，启

迪了我的理想，影响了我的人生。

父亲腰疼住院做手术，回家以后，躺在

床上静养了两个多月。在母亲的催促下，

尝试着下床走路。

母亲抹着眼泪念叨：“你爹出院后，脾气

大了，身体大不如从前了，以后可咋整呀？”

八旬的父亲，身子一点点挪到床边，两

只手用力撑在床上，慢慢起来：“花儿，帮我

穿一下鞋，把墙根的拐杖给我。”

父亲接过拐杖，像个蹒跚学步的孩童，

弓着腰，小心翼翼地迈步，颤巍巍地一点一

点地往前挪着。

母亲跟在爹身后，哄着他：“老李，好好

走，让大闺女给你录一段视频，放到咱老李

家群里，让孩子们都看看。”父亲下意识地

伸直腰，脸上挤出几丝怯怯笑容来。

我了解父亲，他最疼爱的小闺女在外地，

不能叫她分心呢。父亲尽力把自己的状态调

整好点，好让他的“小棉袄”安心忙工作。

记忆里的父亲，总有使不完的力气。

牵着我的手去上学，走起路来虎虎生威，我

一路小跑，喘着气，央求父亲走慢点。

上中学时，父亲带我和妹妹去爬山，总

是走一段停下来等我们，笑着喊：“小蜗牛们，

快点儿，快点儿，最好的风光在顶峰。”

高中毕业，父亲骑车带着我，去面试找

工作，奔波在焦作的大街小巷。那时的父

亲，在我心里是一座山，让我敬畏！

不知不觉，四季轮回的风，沧桑了父亲

的年华。不知从什么时候起，他的腰渐渐

弯了、腿渐渐罗圈了、骑不动自行车了、用

的老花镜度数越来越高了……

眼前的父亲，稀疏的白发有点凌乱，黑

瘦的脸，胡子拉碴，一场病让他变得消瘦憔

悴，不知不觉中，力气从他身上一点点漏掉

了。对于上了年纪的人，年龄是一岁一岁

地长，身体可不是，一病老十岁啊！

父亲的拐杖敲击地面的声音，咚咚咚

咚，一声声敲在心上，敲出我的泪来。

父亲绕着客厅走了几圈，拄着拐杖站

住，用孩子一样的目光看着我：“花儿，都走

好几圈了，我坐着歇会儿行不行？”

我扔下手机，走到父亲面前，从他手里

接过拐杖，把父亲的两只手轻轻地放在我

的手心，扶他坐在椅子上。父亲的手冰冰

凉的，微微抖着。

我握着父亲的手，轻轻摩挲着，附在他

耳边说道，“爹，咱不紧张，让我们来做你的

拐杖好不好？以后您想去哪儿，我们就陪

您到哪儿……”

周末，一家人推着父亲去公园。父亲

指着盛开的牡丹花，想过去看看。妹妹和

哥哥一边一个从轮椅上搀扶起父亲，在和

暖阳光里，慢慢走着。父亲脸上露出安然

的笑容来，一如彼时父亲牵着我们的手，稳

稳地，妥妥的。

晒麦子，也叫“晒场”，麦收过后，人

们将新麦在打麦场摊开暴晒，新麦晒透

晒干，才能拉回家。各家摊开的麦子呈

四方形，或大或小，如舒展开的金色地

毯，依次排列，煞是好看。过往的人们

根据各家新麦摊开的面积、厚度，估算

着每家的产量。

金黄色的麦粒很金贵，晒麦子要有

专人看护，叫“看场”。相比割麦、打麦，

晒麦子要轻松许多，是一个休闲活儿。

看场的人坐在打麦场边的树荫下，过一

两个时辰去翻动一下麦粒。翻动的方

式有两种，一种是光着脚丫“蹚”一下，

刚踩到麦粒上面会有“发烫”的感觉，当

然，这只是表层“烫”，下面却是凉的，用

脚把下层的麦粒“蹚”上来；另一种是用

木锹推动一下，也是为了把下面的麦粒

翻上来。两种方式，都是为了让麦粒充

分暴晒。

看场的人还有一项任务，驱赶家禽

家畜。看到有鸡去啄食，赶紧驱赶，高

喊一声“去”，就把鸡吓走了，也有胆大

的鸡，对喊声不屑一顾，就拿一个土坷

垃投过去，鸡就吓跑了。到吃饭的时

候，家里要么来人替换，要么把饭送

来。傍晚，把麦子堆起来，用塑料布盖

住。晚上，要有人睡在麦堆旁，以防被

盗。

晚上“看场”，对我们几个小伙伴

的吸引力很大，给大人们提出去“看

场”，大人们往往笑着说：“把你们偷走

了，你们都不知道。”大人们经不住我

们的“软磨硬泡”，就答应我们了。晚

上的打麦场凉风习习，清爽的空气中

散发着麦香味，大人们三五成群地坐

在一块儿聊天，我们几个小伙伴趁着

月色玩捉迷藏游戏，在打麦场的麦秸

垛之间躲藏起来，感觉对方找来了，就

绕着麦秸垛躲藏。有时候，被找的人

憋不住笑出声来，找的人猛地跑过去，

抓住被找的人就喊着：“我赢了、我赢

了。”两个人哈哈一笑，马上双方互换

角色，进入下一局游戏。在玩游戏的

过程中也有“使诈”的，喊一声：“出来

吧，看到你了。”被找的人也不会轻易

上当，继续躲藏着，直到被发现。也有

“使坏”的，被找的人躲藏起来，好大一

会儿不见动静，只好自己走出来，却看

到对方在听大人们聊天，会很生气地

说：“不跟你玩了。”

麦子晒干后拉回家，打麦场变得

宁静起来，散落的麦秸垛下，每天都有

一群鸡在不停地抓挠觅食。我下午放

学后，喜欢去打麦场转悠，偶尔也能寻

到一两个鸡蛋，看看周围没人，抓起来

放进衣兜里，如获至宝，小心地快步往

家走。

进入三伏天，天气变得闷热，为防

止麦子生虫，选一个晴天，人们把麦子

从粮仓中盛出来，用车拉到打麦场再次

暴晒。这时候，打麦场经过两个多月的

风吹日晒雨淋，表面平整度已经变得比

较差了，不能直接在上面晒麦子了。人

们把塑料布铺在打麦场上，把麦子摊在

塑料布上暴晒。那时候，家家都有一大

块塑料布，也算是家里的贵重物品。晒

麦子时，往往自家的一块塑料布不够

用，这就需要借亲戚朋友家的，去关系

不好的人家往往借不出来。记忆中，我

上初中的时候，有一年，家里的旧塑料

布磨出了几个洞，娘狠了狠心，用卖鸡

蛋的钱买了一大块新塑料布，有20多平

方米，厚实透亮，每次用完，娘都小心地

叠放整齐，显然是不舍得借给别人用

的。有一次，娘不在家，我在里屋读书，

邻家一位嫂子来借塑料布，进门看到姥

姥在院里洗菜，就嘴巴很甜地说：“姥

姥，用用你家的塑料布吧？”姥姥一看是

邻居，没想那么多，直接回话：“在外屋

缸盖上，你去拿吧。”我在里屋想制止，

但又不好意思，等那位嫂子拿走塑料布

后，姥姥来外屋拿东西，我从里屋走出

来，看着姥姥的背影生气地说：“你咋借

给她塑料布啦？”姥姥刚要走出屋门，冷

不丁听到我在后面说话，身子吃惊地抖

了一下，说了一句：“你这孩子，真小气。”

多少年过去了，每当想起晒麦子，我就

会想起塑料布，就会想起姥姥的背影。

如今，收割机收完麦子，各家直接

拉回家了，价格涨到合适的时候，就卖

了。不用人工打麦了，更不用晒麦子

了，原来的打麦场早已变成了一排排农

家楼院。

打麦场消失了，很多农具退出了历

史舞台，农业机械化程度越来越高，人

们的干劲儿也越来越足，撸起袖子加油

干，正朝着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乡

村振兴目标奋进。

从传统文化中提升心灵
——解读“牧童遥指杏花村”寻觅历史长河典故

□许昌市建安区灵井镇灵北小学张晓芳

咏石榴（外五首）

□茜影

看小人书的童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