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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文学

襄城县城关镇纪检干部与企业
结对助发展

日前，襄城县城关镇纪委积极开

展结对联系企业活动，着力营造风清

气正的政治生态，为企业健康有序发

展营造良好环境。

纪检干部每月定期走访对接联

系企业，通过与企业组织座谈、调查

问卷等方式倾听企业意见建议，认真

梳理汇总，对企业经营环境进行监测

分析。

结合企业发展实际，指导企业

完善廉洁内控机制，发挥党组织和

党员的清廉引领作用，引导企业规

范经营、诚信经营、廉洁经营，做到

不踩红线、不行贿、不欠薪、不逃税、

不侵权，营造良好的清廉企业构建

氛围。

对企业反映的乱收费、乱检查、

乱摊派、吃拿卡等违规违纪问题，

一经核实，一律严肃追责问责，以

实际行动优化营商环境，为城关经

济社会发展提供坚强的纪律保

障。 （李绍祥）

突击夜市检查 营造绿色环境
近日，郑州市金水区北林路街

道环境污染防治执法组对辖区夜市

烧烤油烟污染治理情况突击检查，

对存在油烟污染问题商户下达行政

执法事前提示书，并责令相关单位

限期整改，全力营造绿色健康的生

活环境。 （孙雪锋）

环境文明靠大家楼院治理再升
华

日前，郑州市金水区北林路恒升

社区第二党支部联合城管科、党员志

愿者针对景明街开展楼院卫生整治

活动，不少热心居民也积极参与其

中，为建立和谐友爱、文明舒适的社

区环境奠定了基础。 （郭瑞娜）

开展环境保护宣传 树立垃圾分
类意识

日前，郑州市金水区北林路恒升

社区党总支开展世界环境日宣传

活动。活动首先向居民科普垃圾

分类的意义和标准，之后开展垃圾

分类知识竞答，并向居民发放垃圾

分类知识手册，让垃圾分类深入人

心。 （郭瑞娜）

国网正阳县供电公司：多措并
举抗旱保电“润”民心

“要不是你们及时帮我找出水泵

故障，接通抽水电源，我这十多亩水

稻秧苗早就干枯绝收了，太感谢你

们了。”6月7日，望着水泵涌出的股

股清泉流进稻田，正阳县大林镇蔡

庄村村民阮金发动情地说。这是国

网正阳县供电公司开展抗旱保电服

务的一个缩影。自5月以来，持续

的晴热无雨天气导致农田大范围干

旱、农作物大面积缺水，如不能及时

灌溉势必影响到当前的夏种和秋季

农作物的正常生长。面对持续旱

情，该公司迅速成立抗旱领导小组，

并制订抗旱保电工作方案、抗旱保

电应急预案。结合“网格化”服务，

实行24小时值班，合理划分各小组

抗旱保电区域，及时补给应急物资，

统筹调度、抢修人员力量，做到抗旱

保电组织、责任、巡检、抢修和服务

“五到位”，最大限度提高响应速

度。该公司组织力量加大供电设施

的巡查维护力度，对线路、台区及农

田排灌设备、配电变压器、计量装置

等设施进行全面巡查，及时发现并消

除线路、台区缺陷，确保每一眼机井

都通上电、用得上。抗旱保电共产党

员服务队深入田间地头，义务为农户

检查抗旱排灌设备。确保“电力送到

田间地头、服务送到农民心头”。截

至目前，正阳县供电公司共派出抗旱

排灌保电人员600余人次、维护农灌

抽水设备150余座、排查整改抗旱设

备安全隐患缺陷65处、架设抗旱低

压线路4000多米。

（李宏宇陈建政）

没有比脚更长的路，没有比人更高

的山。只有走过一条河，才会知道水有

多深；只有翻过一座山，才能感知路有多

险。2020年这一年，注定是一个让所有

人难以忘却的年份。

庚子年春，新冠肺炎疫情来势汹

汹。2020年的中国，迎来了一场可以称

之为灾难的空前挑战。还好，目前的这

场浩劫我们是可控的，但在这可控的背

后，我们能看到些什么？

病毒是这场灾难的起源。如同17

年前的“非典”一样，在事发的第一时

间，在灾难暴发的紧急时刻，有这样一

群人，他们将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义

无反顾地在请愿书上按下手印。他们

和她们穿着沉重的防护服，忍受着脸上

被面罩勒出的血痕和疼痛，奋战在抗疫

一线。

没有谁生而勇敢，只有心中神圣使

命选择无畏。披上白大褂，他们是妙手

回春的医生，可脱下这身衣裳，他们也

只是普通的丈夫、妻子和儿女，肩上承

担着家庭的重担，身上肩负着生活的负

担。“我有所念人，隔在远远乡。我有所

感事，结在深深肠。”在大义面前，他们

作出了取舍，可有的选择却付出了生命

的代价。2月7日，李文亮医生永远地

离开了我们。作为第一批发现新冠病

毒的医生，他的行为令人敬佩。生当似

鹏起，终当如鲸落。在抗击疫情这场没

有硝烟的战争中，他不幸以身殉国。即

便如此，他为国家所做出的贡献永不磨

灭。苍天为墓埋英骨，长歌当哭祭英雄，

愿天堂里永远不再有病毒，也不再有病

痛。

国士无双，他们为天地立心，为生民

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钟

南山，17年前“非典”一战的主力大将，

如今在国家危难之际，以80多岁的高龄

重新挂帅出征。除了激动之外，或许还

有一丝心酸缠绕在心头。我们总是这样

有事钟无艳、无事夏迎春。唯愿太平盛

世，我们的目光也能从漫天遍野的花边

新闻移到他们身上。衣白褂，破楼兰，赤

子切记平安还。愿风雨过后，一切安好，

我们也会在春天的艳阳下，静候英雄凯

旋。

李兰娟，一位73岁的老人，中国工程

院院士、传染病学专家。1月18日，李兰

娟院士受国务院、国家卫健委的委托，奉

命奔赴武汉，对疫情进行研判。1月23

日，武汉封城，李兰娟院士是建议“封城”

的第一人，正是因为这一次“大动作”，

“李兰娟”的名字很快就走进了公众的视

野，被全国人民所熟知。人们记住了这

一位很有魄力的老科学家。

《淮南子》有言：“积力之所举，则无

不胜也；众智之所为，则无不成也。”此番

又何尝不是？一方有难，八方支援，全力

以赴，共克时艰。在危难时刻，我们还看

到了来自四面八方的援助。有沉甸甸的

物资，也有暖心的鼓励；有奋战在一线的

医护人员，还有各个方面参与防控的人

员，从环卫工人、快递小哥到生产防疫物

资的工人，千千万万劳动群众在各自的

岗位上埋头苦干，默默奉献，汇聚起了战

胜疫情的强大力量。五一前夕，习近平

总书记给郑州圆方集团的回信说的是多

么慷锵有力。

国之领导者，在参战，筑起精神防

线；国之脊梁者，在参战，筑起科学防

线；国之冲锋者，在参战，筑起攻坚防

线；国之守卫者，在参战，筑起身边防

线。一切正在好转，就像诗人余光中

《欢呼哈雷》诗句里所写到的：下次你路

过，人间已无我。但我的国家，依然是

五岳向上，一切江河依然是滚滚向东，

民族的意志永远向前，向着热腾腾的太

阳，跟你一样。

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没有一

个冬天不可逾越，没有一个春天不会到

来。在这场突如其来的灾难里，我们看

到了悲哀，也看到了希望。这是灾难给

予我们的惩罚，也是浩劫过后的重生，逆

风才能翻盘，涅槃才能点燃希望。

从我记事起，父亲就与那头老黄牛

形影不离。

春天的时候，我说：“爹，咱们上山

采花回来种院里吧，我想让好多的蜜蜂

来院里采蜜，我想吃蜂蜜，听说可甜可

甜了。”父亲摸了摸我的头笑了，转身回

屋拿起旱烟袋甩在肩上，走到树下解开

拴牛的草绳：“老伙计，走，上山撒撒欢

儿。”父亲在前面牵着，我在后面拿个树

枝条赶着。

夏天的时候，我说：“爹，我想去赶

会，听说会上有好多好玩的，还有卖冰

棍的，我也想吃个冰棍。”爹说：“好，等

忙完这阵子，夏季要抢收抢种，可不敢

耽误。忙完了这阵子也该给老伙计去

街上买点儿油饼和大青盐了，出了这么

大的力，伙食上可不能马虎。”

秋天的时候，我说：“爹，要缴学费

了，我想与哥哥一起去上学，去学知

识、学文化，将来为国做贡献。”爹说：

“好，好，好，我娃有志向，将来一定有

出息，爹这就把小牛犊卖了给你们缴学

费。”

冬天的时候，我说：“爹，我也想穿

新衣裳了，想要和香芬一样的花棉袄。”

爹说：“好。”然后回屋牵出老黄牛，套上

绳索，拉着架子车上山砍柴了。

一直以来，爹把牛当成了家里的

一员，我们也一样。直到有一天，爹去

地里干农活儿，吩咐在家的我去山上

放牛，我满口答应，牵上牛就走。到了

山上，牛总是到处跑，小伙伴们嫌弃我

去找牛总耽误他们，不愿意与我玩，于

是，我拿起草绳就把牛拴在树上。下

午，我又如法炮制。晚上，父亲照例拿

着笤帚为老黄牛梳洗皮毛，看着牛干

瘪的肚皮质问我，我不敢隐瞒，就把拴

了一天牛的事实告诉了他，爹伸出巴

掌朝我打来，我眼冒金星，一屁股坐在

了地上号啕大哭。父亲理都没理我，

转身回屋舀了几葫芦瓢麸子，和着一

盆水搅拌搅拌，端到黄牛面前：“老伙

计，今天慢待你了，小孩子太贪玩，不

要与她计较，慢慢吃，吃完我再给你

弄。”

那时候，我总是不明白：为什么白

天的时候父亲走哪儿都把牛拉到哪

儿？不知道到底他是与牛亲还是与我

们亲？总感觉他对牛比对我们姊妹还

要亲。一天到晚围着黄牛转，就连晚

上，也是在牛屋支了个小床睡在那里，

说是一来方便夜里起来给牛添草，二来

省得小偷惦记。

再大些的时候，我读了路遥的《平

凡的世界》，里面有一段描写孙少安去

给牛看病，为了不让牛冻着，他脱下自

己的棉袄给牛披上，自己冻得不行只好

跑到铁匠铺里取暖的情节，我才多多少

少理解了父亲。

2010年，为响应南水北调的号召，

我们将举家搬到千里之外定居。临行

的前几个月，父亲便早早地开始给牛找

下家，牛贩子来了他不卖，多少钱都不

卖。最后相中了邻村张婶家，本来值

1000多元的牛，最后以200元的价格

成交。我问父亲：“爹，1000多元您不

卖，非要卖200元，又非亲非故的，您这

不是傻吗？收那200元，还不如不要

钱，送给她们，也是个人情。”父亲说：

“你懂什么？1000多元卖给牛贩子他

们能善待它？还不是宰了卖肉了，你说

它跟了咱们一辈子，任劳任怨的，到最

后被活活杀了吃肉，我不忍心呀。如果

不是不允许，我宁愿养活它一辈子。你

张婶是个憨厚人，家里也不宽裕，如果

送给她们的话岂不是要欠咱们个情，欠

钱好还欠情累人呀，多少收点儿钱，她

们能给得起，咱们也落个心安。”我点了

点头。

尽管搬到了远处，但是，父亲每年

都会回来看看他那头牛。直到前年，

听张婶说，牛不行了。父亲第二天就

坐车千里迢迢赶回村里，老黄牛好像

在等着父亲似的，直到看到父亲才闭

上了眼睛，如果你仔细看，你会发现，

老黄牛的眼角流着泪。父亲死活塞给

张婶3000元，并找人把牛埋在村头的

老槐树下。

如今，我们在新乡落户，这里天宽

地阔，很多农具包括老黄牛都退出了农

村舞台，农业机械化程度也越来越高，

每每站在地头，透过那些飞速运转的机

器，恍惚总能看到父亲和他那头老黄

牛。

近日，长葛市纪委监委派驻七组召开

以案促改会议，针对教育系统坡胡镇西刘

小学教师姚某某违反廉洁纪律、违规经商

办企业一事开展警示教育，引导党员干部

知敬畏、守底线、明法纪，自觉筑牢拒腐防

变的思想堤坝。 （刘幸）

□李东花

□陈鹏飞

父亲和牛
□杨建

30多年前，我在大连机场从事飞机

维修工作。这个美丽的海滨城市清洁干

净，环境优美，且夏无酷暑，冬无严寒，气

候宜人。可我听不进朋友善意的相劝，执

意地选择离开。最后，费了九牛二虎之

力，才终于调到了河南省新乡市。

摊开中国地图，你会清晰地看到，

新乡市位于河南省北部，她北依太行，

南临黄河，是一个有山有水的城市。新

乡的另一个名字叫“牧野”，3000多年前

在这里发生的一场大战，令新乡名垂青

史。新乡说起来古老，其实也很年轻，

因为她建市的历史，与共和国几近同

步。

我之所以千方百计费心费力地调回

新乡，不仅仅因为她有秀丽的山水、优美

的名称和大气的城市发展蓝图，一个更为

重要的原因是，这是生我养我的故乡，有

我的父老乡亲和难以割舍的爱人。一定

意义上说，选择新乡，就是选择亲情；选择

新乡，就是选择爱情；选择新乡，就是选择

幸福。

我刚调回新乡的时候，市内的基础

设施建设还比较落后，城区也没有几座

像样的高层建筑，街道脏乱差的现象也

比较普遍，真正是市的框架乡镇的管理

水平，有朋友对我说新乡与大连的综合

差距，至少在20年以上。然而，仅仅30

多年的时间，新乡不但经济快速发展，

各项社会事业也取得骄人的成就，先后

获得“国家卫生城市”“国家森林城市”

“国家园林城市”“中国优秀旅游城市”

“全国双拥模范城市”“全国无偿献血先

进城市”“全国绿化模范城市”“全国质

量魅力城市”“中国制造2025试点示范

城市”“全国新能源汽车推广应用城市”

“全国‘公交都市’建设示范工程创建城

市”“全国文明城市提名城市”“国家产

业集聚集群创新发展综合改革试点城

市”和“郑洛新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等

称号，这一张张耀眼的城市名片，再和

大连相比，虽仍存在一定差距，但差距

已明显缩小。

更为重要的是，伴随着新乡的快速

发展，我和我的家人也一天天进步着、幸

福着。当年调回新乡后，我先是在新乡

直升机场工作，后来通过参加公开考试，

顺利进入了市政府机关，职务由科员逐

步晋升为副科长、科长，并在东区购置了

较为宽敞的住房。除完成本职工作外，

我利用业余时间从事心仪的文学创作，

随着无数个日子在键盘的敲打声中从指

尖上滑落，我的多篇拙作也见诸于报刊，

也有少量征文获得过重奖。我的爱人是

一名小学教师，因爱岗敬业多次被评为

优秀文明教师，技术职称也由低到高升

至小学高级。儿子小学、初中、高中均就

读于市内较好的学校，并一路顺风顺水

地考入大学。

也许是“代沟”原因吧，儿子大学毕业

后并没有按照我的期望回新乡工作，而是

选择到大城市另谋出路，我有些惋惜的

同时也无可奈何。但俗话说得好，外面

的世界很精彩也很无奈，经过一段时间

的在外打拼，儿子终又理智地选择回到

新乡。对于儿子的回归，我持积极支持

的态度，也坚信像新乡这样的城市，能为

儿子提供较好的发展机遇与空间。

情况正如我所料，儿子回新乡这些

年，恰逢新能源汽车产业高歌猛进大力

发展之时，儿子从新乡一家公司的职员

做起，几年工夫就晋升为月薪过万元的

部门经理。更为可喜的是，儿子娶妻

生子后，又相继在新乡购买了属于自己

小家的住房和心仪的车辆，正诗意般地

在新乡这座小城放飞着属于自己的梦

想……

我调回新乡一晃30多年过去了，与

新乡相依相伴的这30多年，我没有碌碌

无为，也没有虚度年华，所谓诗意的栖

息应当是我生活在这个城市的合适表

达。

恋上新乡这座城
□王长顺

觅 张天义 摄

中原战贫中原战贫 决胜决胜20202020 征文

小云从杞县老家来到我们的小城，和

爱人一起卖过水果，打过零工。夫妻俩像

小燕衔泥一样，不停地奔波劳碌着，终于

有了自己的小窝——在我们小区买了一

小套二手房，还盘了一间小小的百货店。

家属院的叔叔阿姨、换点零钱、寄放点东

西，小云总是笑脸相迎，有求必应。一来

二往，大家都喜欢去她店里买东西，小店

生意经营得挺红火。

我回娘家时，母亲都要大袋小包地给

我装自家种的新鲜蔬菜。每次走到小云

店门口，我便会顺手留下几把菜给她。小

云总是欣然接受：“花姐真贴心，见一面，

分一半，多新鲜的菜，水灵灵的，咋做都好

吃，谢谢了。”听着小云的夸奖，我的心里

甜得像喝了蜜。

昨天，买菜回来，路过小云的小店。她

看见我，老远就喊：“花姐，快过来，我刚进的

奶油爆米花，特意给咱家丫头留了一包！”

我心疼小云的日子过得艰难，不忍心

接她的爆米花，和小云推搡着：“小云，不

用了，现在生意多难做，留着卖钱吧。”我

逃跑似的往前奔，小云捧着爆米花，站在

门口有点不知所措。

“花姐，你太客气了！爆米花又不是

啥值钱的东西，这是我的一点儿心意，千

万别嫌弃，快拿着！”小云脸上的笑容瞬间

暗淡了，说话的语气也不流畅了。

我一下子被点醒了，这香甜的爆米花，

是小云用自己最质朴的方式，表达她的谢

意。我快速返回，半鞠下身体，从小云手里

接过这份沉甸甸的礼物，连声道谢：“我家闺

女就喜欢吃爆米花，前几天还向我要呢！小

云，太谢谢了。”小云脸上露出满足的笑意，

向我挥手道别。捧着这份滚烫的心意走在

路上，一阵轻风拂过，爆米花的香气四散开

来，空气里弥漫着甜甜的香气，丝丝入心！

我的脚步变得轻快，天蓝，云白，花儿

嫣然浅笑。爱像口袋，往里装是成就感，往

外拿是满足感！欣然接纳他人的真情馈

赠，是一种贴心的善良。那一刻，心与心之

间流淌的温情，亦如爆米花般甜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