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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农村版

□王太广

信仰是一粒种子，一经播种到心灵深

处，就会生根、开花、结果。

记忆中的1965年春，我和水屯完小

的同学们在老师的带领下去祭扫烈士陵

园。时值清明，正遇上天空垂泪，毛毛细

雨。我们排着长队，唱着“山鸟啼，红花

开，阳光照大路，少先队员来扫墓……”的

歌曲，向水屯大队薛庄北侧的革命烈士墓

走去。

烈士墓前的苍松翠柏显得庄严肃

穆。同学们怀着庄重的心情，列队在烈士

墓前，开始进行祭奠扫墓活动。学校领导

宣布全体肃静、脱帽，向革命烈士默哀，少

先队员代表向革命烈士墓敬献花圈。校

长朱廷耀在讲话中说：“这里埋葬的是一

位抗日英雄，他被敌人的子弹打中后，肠

子流了出来，但他坚持捧着肠子向敌人还

击……”我听着听着就流泪了，想起了刘

胡兰、董存瑞等英雄烈士。我们在烈士墓

前默哀后，迈着沉重的步伐，围绕烈士墓

瞻仰一周，然后在墓地旁边拔杂草、打扫

卫生。祭扫活动时间虽然不长，但印象深

刻，红色信仰的种子不知不觉播种在我幼

小的心灵中。

从那以后，每年我们都在学校或老师

的组织下给革命烈士扫墓。我上初中时，

曾到过孟庄大队孔庄给革命烈士孔繁益

扫墓。他的光辉事迹在水屯一带流传很

广，他的革命精神被后人所敬仰。

红色信仰就像一盏红灯照亮了我的

人生道路，使我从小就树立了学英雄事

迹，走革命道路，做共产主义接班人的思

想。

为早日加入中国共产党，我在水屯

高中上学时就开始写入党申请书，并经

常向党组织汇报自己的思想情况。参

加工作后，我要求入党的心情不仅迫切，

而且对革命先辈更加崇拜，对红色信仰

追寻更坚韧，理想信念更加坚定了。

1983年 7月 1日，当我在韩庄公社机关

举行完入党宣誓仪式，就与公社党委组

织委员潘应荣一起到王楼之战遗址、战

地医院旧址和无名革命烈士墓群参观、

凭吊。后来，我每到一地工作，都要去

凭吊革命烈士的墓地，看望、慰问烈士

家属。

今年适逢建党 100周年，党中央决

定在全党范围内开展党史学习教育。我

作为一名有38年党龄的党员，受邀为农

村、企业、机关、学校讲党史、革命老区

史，感到非常自豪和荣耀。

4月4日清明节上午，我受邀到新改

扩建后的杨靖宇将军纪念馆，参加“学党

史、祭英烈、守初心、担使命”主题教育时，

见到了杨靖宇将军的孙子马继民。当谈

起东北抗日联军为什么能在冰天雪地的

恶劣环境下，与日寇进行顽强战斗时，他

激昂地说：“一个忠贞的共产党员，追寻的

是共产主义远大理想！”

心中有信仰，脚下有力量。面对高耸

的杨靖宇将军汉白玉雕像，我终于悟出了

红色信仰的真谛。一个人只要追寻红色

信仰，就有了红色的灵魂，就有了精神的

力量，就有了精彩的人生。

春，在鸟语花香中苏醒

带来一片和谐与生机

那是一枝枝生机勃勃的花儿

在肥沃的土壤中抬起额头。

夏，在炎炎烈日中苏醒

带来一片旺盛和宁静

那是一丛丛高傲挺拔的花儿

在浓密的树荫下挺起胸脯。

秋，在雁群呼唤中苏醒

带来一片丰满和祥和

那是一朵朵妖艳美丽的花儿

在肥硕的菜地旁跳着舞蹈。

冬，在皑皑白雪中苏醒

带来一片纯洁与晶莹

那是一束束沁人心脾的花儿

在热闹的房屋边默默绽放。

四季，渐渐在万物成长中苏醒

带来一片片自然和美丽

朵朵花儿，在土壤中，在树荫下，

在菜地旁，在房屋边——

绽放

给予我们温暖与幸福——

那是大自然的力量。

春意盎然 徐杨 绘

□熊涛

故乡四面环山，距老家村庄大湾子近处多竹园、小林地、小山林，稍

远处多连绵大山密林，山中有山涧、溪流，经年流水淙淙。层层梯田、菜

地、荒野地星罗棋布地镶嵌在群山之中。在我的印记里，故乡一年四季

都有野菜，以春季和夏季居多。我小时候在乡村老家长大，每当春回大

地的时候，一有空闲，母亲就喜欢带我到田野、山林去采集野菜。

春季，“生”的季节，因而野菜品类众多。老家常见的有：野花儿菜、

蕨苗、野芹菜、黄花头、鱼腥草、蒿子、荠菜。野花儿菜长在山林，木本

植物，有的枝干长得很大。趁着花儿菜苞未开花时连同嫩叶采摘，花

开就老了，不好吃。蕨苗，老家叫“祝英苔”，生在山中，苔茎状，青绿

色，炒着吃时，有点儿黏黏的感觉。野芹菜生长在野外荒地，相比芹

菜，其茎叶细长一些。炒吃、凉拌均可。黄花头、鱼腥草、蒿子，既可药

用又可食用的野菜。黄花头即蒲公英，嫩苗可食，一般凉拌着吃，微

苦。鱼腥草喜潮湿，长在池塘边和湿地中，根茎可食，鱼腥味重，有清

热解毒的功效。蒿子，老家不知为何叫“齐蒿”，实际上学名应是“茼

蒿”。老家有“三月三，吃蒿馍”的习俗。荠菜，即地菜，比较常见，深受

老百姓喜爱，现今老百姓餐桌上常常还能够看到。其气味芳香，通常

用来包饺子和包包子。

老家尚有两大类夏季野菜——马齿苋和竹笋。老家有好几大片竹

园，异常秀美，邻村的常常到大湾子来买竹子。小时候，母亲带我多次

拔过竹笋。我最爱吃炒竹笋。剥开层层包皮，露出嫩黄色内笋，摸摸，

柔软舒适，像处子的肌肤，嗅嗅，淡淡青气；烫水，切段，入锅，素炒荤炒，

俱佳。吃在嘴里，清香爽口，妙不可言，到现在我还爱吃这道菜。马齿

苋生在道路旁、田埂侧、菜地边和野荒地里，一簇簇，一片片。它生命力

顽强，耐旱，耐高温，老家很多。

母亲认识许多野菜，也吃过许多野菜。母亲告诉我，野菜大多有异

味，通常先要烫下水，烹饪上称为“焯水”，再用水漂一会儿，然后烹饪。

野菜生长在野外，不卫生，清洗时最好用盐水或碱水。

老家人习惯于把野菜晒干吃，几乎每种野菜都晒干。我老家大湾

子家家户户全晒有干野菜，晒得最多的是蕨苗、马齿苋和竹笋。在我脑

海里深深地烙印着一幅画面：和煦阳光下，晒着一簸箕一簸箕干菜，家

猫跳进簸箕，打滚、嬉耍，风烛残年的祖母拄着拐杖，口中念念道：“猫姑，

猫姑，下来，下来……”多么纯情、多么唯美的画面！让我永生难忘！

晒好的干菜，如同家珍，是农家的馈赠佳品，一般赠给亲戚和人际

关系好的故交。野菜，已和故乡人生命联结在一起，血浓于水一般！

故乡的野菜

个人档案 熊涛，就职于新县县委宣传部。

追寻红色信仰

个人档案

王太广，男，河南汝南人。黄淮学院特聘专家，河南省作家协会会员。主要

著作有散文集《回望乡村》等。

□苏作成

岳父岳母年前就住在我家。岳父是

一名有40多年党龄的老党员。平时，央视

新闻他是必看的，他对国家的发展十分关

注。有一天，我拿回了单位发的《论中国

共产党历史》和《中国共产党简史》。他很

高兴，吃晚饭时，他对大家宣布：我们全家

每周双休日的晚上都要集中学党史！

岳母出人意料地提出了反对意见：孩

子们工作、学习那么忙，哪里还有时间参

加集中学习？岳父严肃地说：“再怎么

忙也要抽时间，学史可以明理！”岳母继

续说：“你看外甥女学习任务那么重，你

还……”岳父打断她说：“学生更应该

学！”女儿听到外公外婆为学习的事争

论，就笑着说：“外婆，您不用担心，我是

应该参加学习的；另外我也会抓好自己

的学习。”

次日，岳父就戴着老花镜，拿着两本

书，制定起详细的学习计划来。他将计划

细化到每一次学习哪一篇文章、文章由谁

读。学习之后，大家要谈体会。下一次学

习时，除岳母之外，每名家庭成员都要交

一篇学习心得。他还叫我到书店给每人

买那两本书。

岳父开始认真地看起书来。有时拿

铅笔在书上画线，有时将体会记到一个本

子上。学习40多分钟，他就休息一会儿，

伸伸手，弯弯腰；待缓过劲来，他又继续学

习。就这样，他每天坚持自学，仿佛成了

个学生。看得出，他是忙并快乐着！

到了周六，我们开始第一次集中学

习。岳父戴上老花镜，宣布了学习计划。

当他准备读文章时，我妻对他说：“老爸，

让您外甥女读吧！”女儿很高兴地说：“外

公，由我来读。”岳父让她读第一篇：《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

最伟大的梦想》。女儿大声地读起来。岳

父认真地听着，仿佛一名小学生。文章不

长，很快读完了。然后进入讨论环节。岳

父先发言。他讲了我们党艰苦奋斗的一

些历史、讲了他所经历过的一些事。然后

总结说：“我更加坚信，空谈误国，实干兴

邦。只要我们在思想上和行动上努力与

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扎扎实实地干，我

们的国家就一定会更加繁荣富强！”女儿

激动地说：“外公说得很对，作为学生，我

要更加勤奋地学习，练好为祖国建设的真

本领！”

我们给他俩鼓了掌。然后，大家依次

发了言。下一次学习时，岳父就将大家写

的学习心得收了。

由于岳父的带头，我们学习党史活动

已坚持了一段时间。我们更加坚信，学习

党史能让我们增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理论的理解，更加坚定地走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的道路。

三份入党申请书

岳父带头学党史

□崔洋

□许国华

“唱支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亲；母

亲只生了我的身，党的光辉照我心……”每

当听到这首旋律优美、歌词感人的歌曲，我

不禁感慨万千，顿时眼前浮现出面对党旗庄

严宣誓的入党情景，耳畔回荡起握紧拳头铿

锵有力的铮铮誓言。

我是唱着《学习雷锋好榜样》歌曲，听着

《焦裕禄在兰考》故事，看着《上甘岭》电影长大

的……一首首脍炙人口的红色歌曲，一个个

感人至深的英雄故事，一部部催人泪下的革命

影片，在我幼小的心灵，种下了对党无限向往

的种子。18岁成人仪式后，我和班上其他同

学一起，递交了人生的第一份入党申请书。

没能在学生时代入党，始终是我心中的

一大遗憾。或许在我心目中，共产党员的形

象过于崇高、过于伟大，以至于在以后一段

时间，我只能远远地仰视。

毕业后，我进入一家新建的乡镇企业工

作，一次青年活动中，党支部书记鼓励有志青

年积极向上，争取早日入党。书记的一席话，

点燃了我埋藏心中多年的入党梦想。我挑灯

夜战，连夜写了入党申请书，第二天满怀信心

地递交，内心激动且心神不安地等待。

几天后，老书记代表党组织找我谈话，

问了一连串的问题：“党，在你的心中是什

么？”“你为什么要入党？”其时，我心中的党

员形象，不再停留在父亲政治面貌栏中，工

整地写上“党员”的那份荣光自豪；不再停留

在语文课本中，“怕死就不当共产党员”先烈

们的那份血染风采；不再停留在新闻联播

中，“我是党员，我先上”英模们的那份奉献

精神……这些年春风化雨的滋润，润物无声

的熏陶，让我明白新中国的幸福都是奋斗出

来的，党员不再是印刷在政治理论书籍上没

有温度的生硬名词，而是在平凡岗位上开拓

进取、无私奉献凝聚而成的炽热情怀。

由于我阅历短、资历浅、贡献小、群众威

望不高，离党员的标准还有较大的距离，组

织上还需要继续培养、考察，这一次的入党

申请没能通过。

挫折是一种考验，失败更是一种历练。

“你为什么要入党？”是的，我为什么要入

党？静下心来，我仔细考虑这个问题。我想

加入党组织，既不是一时的心血来潮，也不

是在人生的履历表上填上贴金的荣誉，更不

是为以后的提干和前途。

随着年龄、阅历的增长，我从身边的党员

身上渐渐读懂了党员的责任和使命，明白了

党员是什么，党员是积极向上、锐意奋进、甘

于奉献的一批人，意味着在国家、在人民最需

要的时候，党员要毫不犹豫地冲在最前面。

我又一次向党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

书。“功夫不负有心人”，在经历了入党积极

分子、预备党员的考验之后，在而立之年，我

终于列队于鲜红的党旗下，高举右臂，紧握

拳头，眼含泪花，庄严宣誓。刹那间，那份身

为党员的神圣感、自豪感，让我心潮澎湃、热

血沸腾，我的生命得到了永恒和升华！

从18岁到30岁，从青葱少年到有志青

年，在党的阳光照耀下，我从一名普通办事员

成长为独当一面的部门经理，三份入党申请书

见证着我的成长历程，记录着我的思想淬炼。

目前，村庄规划更多考虑的

是产业发展与基础设施的完善，

对农村三生空间中的生态空间的

保护流于表面，不知“三生空间”

的功能具有复合性，即一类空间

包含多种功能。生态空间不仅是

生活空间的物质基础，也是生产

空间的发展动力，种种生态问题

的暴露均不利于当前乡村地区的

可持续发展。中原地区夏季多

雨、冬季干燥，坑塘在当地农村非

常普遍。随着科技的发展和技术

的进步，城市环境相较之前有了

明显的提升，但目前我国农村地

区生态环境方面的研究略显不

足，加之农村居民环保意识较弱，

土地集约化利用程度较低，部分

乡村产业存在较大污染，而这些

问题的产生在农村坑塘这一设施

中得到充分体现，如坑塘闲置、水

体污染、垃圾堆弃等。

一、坑塘现状存在问题及原因
农村生态环境治理已迫在眉

睫。本文通过调研，分析总结，因

地制宜地探讨当地坑塘环境存在

的问题，并结合生态学与城乡规

划学知识，对当地坑塘进行生态

治理、景观营造、文化保护与排水

体制的落地实施，制订属于当地

坑塘环境改善的规划设计方案。

调研结果发现不同村庄由于地

理位置的差异，坑塘形态可能有所

差异，但坑塘环境却面临着一些共

同的问题。对所得资料进行整理分

析后，可以总结出农村坑塘所面临

的问题有：污染问题、荒废问题、干

涸问题、填埋问题和开采问题。

二、坑塘生态修复原则
农村坑塘修复应该基于三大

原则，首先应该是界定保护红线，

保护生态环境不受到破坏；其次

应该是尊重特色资源，延续村庄

特有文化；最后应该基于生态修

复，将生态学理论与工程技术相

结合，实现村庄可持续发展。

（一）界定保护红线。坑塘作

为农村生活空间中的特殊生态资

源，坑塘面积的界定保护对于改

善农村环境、维系生态平衡至关

重要。在2019年河南省村庄规

划导则中明确提出在进行实用性

村庄规划时严禁对坑塘进行填埋

处理。因此农村坑塘生态修复设

计的第一要义要基于不填坑塘一

分地，不挖坑塘半筐土的原则，严

格划定坑塘生态保护红线，并在

修复设计过程中以保护红线为边

界，只增不减，强化资源环境底线

约束，推进生态优先、绿色发展。

（二）尊重特色资源。每一个

村庄自然格局的形成，都会受到当

地特色资源的影响。坑塘环境的

整治要因村而异，结合每个村庄特

有的文化资源、生物资源、生活习

惯与村民意见，制定出符合当地的

坑塘治理之策。尤其是要加强自

然和历史文化资源的保护，优化空

间形态，突出当地特色。

（三）基于生态修复。对于环

境风险较大，可能对人体健康或

周围生态环境造成严重危害的农

村坑塘，应采取措施切断污染源，

立即治理环境污染。对于工业污

水坑，不仅要采用简单的过滤处

理，还应进行有害物质的清除。

建立农村生活污水坑，完善农村

环保基础设施建设，加强生活垃

圾收集处理。消除农村生活中坑

塘的污染，对于水产养殖的坑塘，

通过禁区的划定整治，资源利用

等改善生活废水无序排放的现

状，消除污水对养殖坑塘的污染。

三、总结
通过对村庄坑塘进行大量的

调研走访、资料收集与测绘评定，

明确了村庄坑塘的形成原因、基本

功能、闲置坑塘存在问题及产生的

原因。针对现存问题，从生态学角

度提出治理措施，总结出村庄闲置

坑塘的利用规划设计方法，即在满

足排水的前提下，结合发展定位、

乡村风貌、文化传承、乡愁保护等

方面，分析概括出4种可供村庄选

择的坑塘利用方向，一是作为雨洪

花园解决村庄排水、丰富植物种

类、形成湿地景观；二是作为生态

种植或养殖的场所，拓宽农村产业

发展渠道，增加农民收入，达到物

尽其用；三是作为游览观光的场

地，结合村庄文化资源，发展契合

当地特色的乡村旅游业，配套瓜果

采摘、农家饭馆、垂钓赏花等一系

列游乐项目，打造休闲胜地；四是

对于坑塘面积较大、环境条件优越

的村庄可进行综合利用。

（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李广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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