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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张鸿飞实习生张祎
通讯员平党申

人们常说隔代培养出来的孩子会被老一辈

过分溺爱，性格乖张。但陈向聪、陈向东姐弟却

没有这样。在爷爷奶奶的培养教育下，8岁时失

去父母的陈向聪如今就读于河南交通职业技术

学院。陈向东出生后就没见过母亲，9岁时父亲

意外摔伤脑出血瘫痪在床，初中毕业后考入河

南省水利水电学校，2020年在第五届全国建设

类院校施工技能应用大赛决赛中荣获中职装配

式实操团体总冠军、建筑模拟实操个人一等奖。

意外重击家庭飘摇

1月16日，天气阴沉，汝州市夏店镇陈庄

村60号，陈有才家门前堆着给牛烧热水的柴

火，大门锈迹斑斑。

走进大门，一股烟火气扑面而来，74岁的

李平稳正在烧水。灶火天长日久冒出的烟熏

黑了院子里墙上的藤蔓。李平稳将记者请进

屋里，又吩咐孙女陈向聪端茶倒水。

房间里陈设简单，除了桌椅就是墙角几箱

摆放得整整齐齐的书本。李平稳说，她老伴儿

陈有才出去忙碌了，没唠几句家常，眼泪就掉

下来了。“我的眼哭瞎了。”李平稳说，她现在有

一只眼睛还是看不到。

2010年，李平稳的大儿子因公去世，精神

失常的儿媳妇离家后便杳无音信，留下了8岁

的陈向聪。祸不单行，3年后，李平稳的二儿

子意外摔伤后脑出血，至今瘫痪在床。陈向东

说，他出生就没见过妈妈。这个风雨飘摇的家

庭，只剩下陈有才、李平稳带着孙子孙女生活，

同时还要照顾瘫痪在床的二儿子。李平稳说，

她的眼睛就是在那时候哭瞎的。

贫苦孩子苦读成才

2016年，在陈庄村党支部和驻村扶贫工

作队的帮助下，陈有才一家人享受到了国家各

项扶贫政策。为帮助陈有才一家增加收入，夏

店镇政府和有关部门为陈有才、李平稳申报了

县乡公路清洁公益岗，每人每月工资450元。

为供孙女和孙子上学，李平稳养了几头牛

和驴，种了8亩地。“人家每亩地打1000斤，我

收600斤就算丰收了。”李平稳说，这几年年纪

大了，干不动了，现在只剩下一头母牛，下了小

牛犊能卖8000元。

为早点儿分担爷爷奶奶的负担，陈向东初

中毕业考进了河南省水利水电学校，在校期间

获得了不少奖励，大红色的荣誉证书有十几

本。陈向聪又进入河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学

习。陈向聪说，毕业后，她还准备考本科学造

价。至于学费，陈向聪说，她通过打工挣。

陈向东去河南省水利水电学校学习，是

听取了姐姐的建议。陈向东说，读初中时，他

比较调皮，不知道努力学习。进入河南省水利

水电学校后，或许是因为长大了，陈向东明白

了学习的重要性，拿了学校和省里比赛的

不少奖。2020年，在第五届全国建设

类院校施工技能应用大赛决赛中，陈向

东和两名队友一鼓作气，夺得中职装配

式实操团体总冠军，荣获建筑模拟实操

个人一等奖。

陈向东说，他初中毕业后和姐姐一

样读3+2大专，大专毕业后再考本科，

争取找个好工作，让爷爷奶奶歇一歇。

看着孙女、孙子的两摞荣誉证书，李平稳

笑了：“向聪、向东都很懂事，从小就下地帮我

干活儿。我收的玉米都屯着呢，担心孩子们万

一需要钱时，就卖了救急。”

他们选择向阳而生

虽然命运一次又一次将陈有才一家掷向

“阴沟”，但他们一家人却坚持向阳而生。这些

年，李平稳和陈有才拼尽全力维护着这个风雨

飘摇的家。

李平稳说，向东调皮些，但她从没打过他，

“我不懂啥大道理，就和他们说一句话，咱这个

家情况特殊，你把我和你爷爷气死了，你连口

水都再也喝不到了。”

很朴素很真实的一句话，让陈向聪、陈向

东懂得了奶奶和爷爷的不容易，姐弟俩因此学

习都很努力，目标也明确：好好学习，将来找个

工作，让爷爷奶奶早点儿过上幸福生活。

陈向聪、陈向东姐弟的故事称不上传奇，

却真实感人。陈有才、李平稳两位老人十分睿

智，家里的钱虽不足以供两个孩子上大学，但

是却没有让他们辍学打工，而是选择给孩子最

后用学习改变人生的机会。在命运的捉弄下，

陈向聪、陈向东姐弟选择了向阳而生，努力学

习，努力抓住所有机会。

陈家人的生活一定会如李平稳的名字一

样，慢慢地平稳下来。

本报讯（记者张鸿飞 通讯员武振宇）日

前，全国优秀农民工和农民工工作先进集体表

彰大会在北京召开，994位优秀农民工和100

个农民工工作先进集体受到表彰。

1月19日,记者从汝州市人社局获悉，该

局遴选上报的河南巨龙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

司员工滕佳佳被授予全国优秀农民工称号。

“在岗就要爱岗，爱岗就要敬业。”这是滕

佳佳的职业理念。2008年入职河南巨龙生物

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后，作为研发中心技术员，

滕佳佳一直尽心尽责奋战在科研工作第一线，

参与过公司多项重大科技攻关项目，2012年

荣获汝州市五一劳动奖章。2013年，滕佳佳

参与研发的“L-苏氨酸代谢调控高产酸发酵

技术”被确认为河南省科学技术成果。2019

年，滕佳佳荣获中国生物发酵产业协会优秀个

人称号。

科研工作是企业节能减排、提升利润的源

泉和未来开发新工艺、提供新产品的希望。多

年来，滕佳佳始终把全部心思和精力都用在了

研发工作上。每承接一项研发任务，滕佳佳都

秉持“大道至简、大智若愚”的研发理念，召集

相关员工集体讨论，整理思路反复推敲，及时

发现并解决可能遇到的问题，反复推演，做到

最优。

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人类必须尊重自

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

是当前一项重大政治任务。在这一背景下，滕

佳佳在科研研发过程中始终坚持绿色科技先

行，与环境和谐共生的理念，做到不多排一滴废

水，不多产生一克废弃物，充分回收有效物，始

终将对环境的危害降到最低。滕佳佳充分利用

自己所学，通过改变思路攻关开发的“L-苏氨酸

代谢调控高产酸发酵技术”，将酸的使用量和废

酸的产生量均降为接近理论值，不仅大大提高

了产酸，有效降低了生产成本，增加了效益，其

工艺也达到了国际领先水平。

记者在采访中获悉，近年来，汝州市按照

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支持农民工等人员返乡

入乡创业的重要部署，以成功入选全国第一

批返乡入乡创业试点为契机，大力发展“归雁

经济”，实施“能人回归”工程，先后吸引3.8万

名在外人员回汝州发展，设立市场主体超过

2.6万家，实现了机绣纺织、装备制造等新兴

主导产业的“无中生有”；累计开发各类就业

岗位超过10万个，形成了“输出打工者、引回

创业者、带动就业者”的返乡入乡创业热潮，

为汝州市县域经济发展注入了新活力。

2019 年，汝州获评全国营商环境百强县。

2019年、2020年，汝州成功入选全国县域经

济百强县。

汝州滕佳佳获全国优秀农民工称号

豆浆，相传是1900多年前西汉淮南王刘安

所发明，很快推广开来，后来也成为老汝州的一

种传统饮品。

其做法是将大豆用水泡涨后磨碎、过滤、煮

沸而成，营养非常丰富，且易于消化吸收，是一种

老少皆宜的营养食品。

鲜豆浆四季都可饮用。春秋饮豆浆，滋阴润

燥、调和阴阳；夏饮豆浆，消热防暑、生津解渴；冬

饮豆浆，祛寒暖胃、滋养进补。

如今，豆浆已成为汝州人的早餐饮品，几乎

所有的小吃店早上都有豆浆供应。

有诗为证：古城晨醒沐霞光，家家小吃飘异

香。后生懒起急上班，慌忙驾车买豆浆。

（汝州市地方史志办公室供稿）

《中州诗词》是河南诗词学会会刊，2020年第四期刊发了汝州市晚晴诗词
协会11名会员的13首作品。

汝州市晚晴诗词协会成立于2007年，现有会员300余人，其中有中华诗
词学会会员38人，河南诗词学会会员55人，办有《晚晴诗词》会刊，已出版29
期，发表会员和外地诗友作品1.8万多首。

本报今日选发《中州诗词》刊发的11位会员的13篇作品，是为纪念并致敬。

□郭亚伟

过生日是每个人都要经历的事情，小小生

日，却包含着为人成长的纪念、岁月的留痕和对

母亲的感恩。

年轻时过生日，欢欢喜喜、兴高采烈，一圈

挚友亲朋、一众夸奖祝福，成了天天盼、夜夜想的

幸福日子；老年时过生日，心中往往泛起一股苦

味，每过一个生日，意味着向衰老又迈进一步。

生日的聚餐，虽然也是暖意融融，但难掩心中戚

戚、难言之隐，甚至会念叨：不过也罢！

生日，母亲往往记得最清。小时候过生日，母

亲提前几天就在念叨。生日那天中午，母亲会早

早地和好面，用擀面杖擀出长长的面条，特意做一

顿有臊子的“浇面条”，而不是平常的“蒜面条”。

过生日吗，不能太将就了。生日面就是“长寿面”，

面条筋道绵长，寓意着寿长体健。再后来，有了轧

面机和挂面，但生日的“浇面条”还是少不了的，只

是随着经济条件的改善，“浇头”里油水的成分逐

渐增大，甚至会加几个菜，喝两杯酒。

这些年，西风东渐，过生日的主角慢慢变为

了洋气的“蛋糕”。蛋糕造型新颖、味道甜美，还

能辅以插花、水果，写上表达自己心意的话语，最

后还能戴金冠、点蜡烛、唱生日歌、许下心愿，仪

式感满满，不但孩子们喜欢，大人们也乐意享受

这种温馨的画面。

刚过了50岁生日时，感觉还不大明显，但已

开始留意50这个数字。

这几天网络上，有几篇标题为“52岁老汉”的

新闻，让我心中吃惊不小，评论区虽然有人对此不

忿，但我深以为然，急忙镜中端详，发现皮肤色泽

变暗、已有松弛之相，慨叹容颜易老，岁月从来没

有亏待过任何人，我，确实已经不再是青年。

转眼又到了农历十一月二十三，又一年，在应

对疫情的匆忙中悄然滑过，我的51岁生日又到了。

这次，我选择了“强制性”忘记，不再像以前

一样，故意“提醒”家人们。

说来也怪，平常到了这个时间前一天，总会

有家人在微信群里说一声，于是下起一阵红包

雨，第二天晚上约大家吃顿饭。但这次，直到当

天中午，群里仍然没有动静。

中午11点多，有好友叫我一起吃饭，就急

忙答应而去。忘了就忘了吧，省得老惦记自己

成了老家伙。

饭菜很丰盛，吃得开心，也还真忘了自己当

天生日。

只是到了主食环节，朋友问我吃不吃面条，

猛然想起，就说“今天这个必须得吃”。

聪明的朋友三问两不问，就知道是我的生

日到了，非要去订蛋糕、加菜。

怎么拦也拦不住他，还是加了条鱼、送来了

大蛋糕，感动得我差点掉下泪来。可正要打开

时，五个朋友中间有三个都称血糖不稳（包括我

在内），即使饿着也不敢吃蛋糕，何况到了饭局

尾声，肚子已基本抚慰完毕，坚持不让打开。最

终，蛋糕连彩绳也没解就被我掂回了家。

晚上，孩子们放学回来，看到蛋糕，高兴得

手舞足蹈，开心地吹蜡烛、唱生日歌、录视频，好

不热闹。

而我怕血糖超标，蛋糕一口没敢吃，也不想

吃，还是让老娘又做了顿“浇面条”，吃得满头大

汗、心满意足。

问起母亲，母亲说没有忘记我的生日，而是

他们中午已做了面条等我去吃，但我在外吃饭

没有回来。一下子，让我羞愧不已。

外来的东西，还是适应不了咱们的传统，虽然

外表华丽、味道华美，但一不留神就会损害健康。

还是老祖宗传下来的面条，能够适应咱们的肠胃。

过生日，还得吃咱的长寿面！

（作者系汝州市人民法院执行局工作人员）

《中州诗词》集中刊发汝州诗人作品

蛋糕与面条

豆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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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向聪、陈向东姐弟和奶奶李平稳合影张鸿飞摄

滕佳佳在工作中武振宇摄

▲

杏花节赏杏花（新韵）
□刘齐临
几番赏杏此山中，感悟春光各不同。

铁干苍枝风细细，琼花朱蕾雨蒙蒙。

曾偕诗友吟佳句，犹伴亲朋摄玉英。

坎坷走来心未老，人生最美在攀登。

汝河晓霁
□刘世杰
晓霁柳丝长，晨清燕语妆。

银滩衔远景，轩榭卧青苍。

平水轻风过，蒹葭白鸟翔。

垂纶洲影里，声迫野凫忙。

鹧鸪天·庚子抗洪（新韵）
□刘世杰

岁起冠毒犹未杀，又遭洪兽祸邦

家。田园破碎三魂乱，碧野狼藉万象

趴。 一处险 ，四方伐。军民聚力斗凶

煞。迎来景曜神州静，相伴春回看树花。

诉衷情令·荷
□兰晓辉

娉娉袅袅绿罗裳，风过正飘扬。蜻

蜓时而亲吻，立在水中央。 姿态异，浅

施妆，溢馨香。是非不计，意念无瑕，心

有晴光。

鹧鸪天·桂花
□陈嫩英

每遇秋中桂蕊香。街区小苑隐红

黄。行人闻立环眸觅，学子争攀翘首

望。 华月里，玉阶旁。不分上下影非

常。悠然自伴篱前菊，入画成诗逸韵章。

致敬抗洪子弟兵
□张占国
庚子祸源多，今时雨水沱。

江城才解困，皖地着洪魔。

纾难亲人至，排忧去旧疴。

赤心膺重任，添彩我山河。

临江仙·五一感怀
□刘平聚

自从人猿揖别后，灵光石火开蒙。

星移斗转万千重。茫茫烟雨路，滚滚刻

刀风。 桑田沧海匆匆过，成全多少英

雄。梦圆摘月涉太空。大同红世界，天

道运筹中。

临江仙·咏荷（徐昌图体）
□张志峰

碧水依依玉骨，月华浅照芳颜。方

塘香溢自清欢。素心生雅韵，粉蕊袅寒

烟。 一片依红偎翠，花开并蒂双莲。凝

珠风飐更娇怜。凌波逐皓月，照影入云

边。

秋游紫云山（新韵）
□吴冬霞
极目群峰似火燃，朝霞洒落醉红颜。

痴迷画境时时舞，不忆流年尽少年。

鹧鸪天·咏荷
□陈玉娥

陌上葱茏披丽装，荷池幽碧聚群

芳。塘生翡翠鱼欢跃，水出芙蓉蝶舞

忙。 添靓影，溢清香。莲蓬育子水中

扬。堤新景艳皆随意，愉悦人生咏锦章。

鹧鸪天·看雨后荷花
□邓安国

雨住云收弄晚晴，娇荷出浴波浪

平。青蛙坐叶悠悠乐，玉露藏花点点

莹。 撑绿伞，举红缨，尖尖角上立蜻

蜓。奇图妙景游人醉，一任扁舟柳下横。

山村小景
□樊忠义
青竹碧叶抚山村，门外流溪奏爽音。

喜鹊六七枝上闹，轿车八九院中新。

一坡戏韵随鞭响，满架葡萄待客亲。

忽见南池荷色艳，几群凫鸟正开心。

抗洪之歌
□樊忠义
暴雨扬威酿水灾，沿江浊浪浸楼台。

察危公仆临场细，鏖战精英竭力裁。

防溃堵漏清泥物，驱舟解困救声哀。

喜逢雾散凶魔退，映日荷花笑靥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