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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茂世

河出昆仑，积小溪而成大河，浩浩汤汤，奔
腾而过地球上黄土分布最集中、面积最大的黄
土区——黄土高原，在郑州广武镇，冲出“桃花
如流瀑，阡陌飘红云”的桃花峪，冲出黄土高原、
山地与黄淮海大平原过渡带上最东南边缘的黄
土塬——郑州邙山，一路向东，直射兰考东坝
头。

兰考县东坝头镇张庄村，就在东坝头的东
头，正是兰考“三害”之风沙的风口，自然也是内
涝、盐碱的源头——

风口，风沙、内涝和盐碱；
三害害兰考，风口东坝头。
1962年，焦裕禄同志来到兰考，从张庄起

步、以张庄为试点，小面积翻淤压沙、翻淤压碱、
封闭沙丘，向兰考“三害”发起挑战，总结出一套
整治“三害”的策略。然后，以张庄为起点、带动
周边，探索出一条大规模栽种泡桐防风治沙的
办法。

2014 年 3 月 17 日，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张
庄，召集部分干部、群众座谈时指出，要进一步
把农村党组织建设成为坚强的战斗堡垒，多渠
道发挥农村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带领村民一起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这为贫穷的张庄注入新
时代的力量。

2017 年 3 月 27 日，兰考县退出贫困县序
列，成为河南省第一个脱贫“摘帽”的贫困县。
与此同时，张庄村也脱贫“摘帽”。

脱贫当年，张庄村的主干道被命名为“幸福
路”。

2020 年 4月，幸福路上鸟语花香，绿树成
荫。

幸福路上最耀眼、最受张庄人喜爱的花，不
是牡丹、不是月季，依旧是那一串串、一树树、一
丛丛的泡桐花。

旧貌换新颜，不忘焦裕禄。
焦裕禄音容犹在，音容永在：“要像泡桐那

样，抓紧时间，迅速成长，尽快地为人民贡献出
自己的力量。”

兰考尽碧野，风口开桐花。

幸福路上的春光

80 岁的卞九灵先生回忆道：“穆青、周原、
冯健为采写《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来
到张庄，当时我是村里的会计，在村支书游孟
昌家与他们一起吃过饭。餐桌上，看到穆青
剥下红薯皮，游书记扔过去一句很严厉的话，

‘焦（裕禄）书记吃红薯，不剥皮’。穆青二话
没说，就把红薯皮从桌子上捡起来，吃了下
去。”

“红薯汤，红薯馍，离开红薯不能活。”——
在红薯都填不饱肚子的张庄，吃红薯剥皮，当然
是巨大的餐饮浪费——在游孟昌眼里，焦书记
吃红薯皮，穆青就不能剥。

打小吃着红薯长大，而且一吃就是大半辈
子的张景枝老人，中年丧子（两个儿子 1980年
代先后患肝病去世）、老年丧夫（7年前老伴驾鹤
西去），与孙子闫春光一家相依为命。

但 85岁的她，做梦都没有想到，2014年 3
月 17日，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张庄，走入作为贫
困户的她的家，牵着她的手，看厨房、察居室，嘘
寒问暖：家里一年产多少粮食？种的蔬菜够不
够吃？农业补贴和低保、医保等政策是否享受
到？对新农村建设有哪些要求？

习近平随即嘱托当地干部，要切实关心农
村每个家庭特别是贫困家庭，通过因地制宜发
展产业促进农民增收致富。

总书记与张景枝促膝交谈，张景枝的孙子
闫春光认真聆听，铭记在心。

“因地制宜发展产业”，如何发展，从何入
手？

他，想起了当地盛产芝麻，想起芝麻深加
工，开设了石磨香油作坊，并以自己的名字将作
坊命名“春光油坊”，将“春光油坊”生产的石磨
香油命名为“春光香油”。

去年 3月，春光香油还入驻淘宝商城，开设
了“春光网店”。

开设“春光网店”之前，闫春光在刚刚过去
的春节期间，光石磨香油就卖了20多万元。除
了石磨香油，他还开发出一系列芝麻产品：芝麻
酱、芝麻盐……

张庄人也没有忘却红薯——围绕红薯，村

民文海清开设了文氏醋坊。而今，他的红薯醋
已经销往北京等全国一线城市。文氏醋坊生产
的红薯醋是熟醋，与生醋不同的是，以熟醋熬
汤，再熬，醋味不减其酸。

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张庄时走过的这条路，
就是如今的“幸福路”。幸福路上，不仅有春光
油坊、文氏醋坊，还有“张庄布鞋”。

张庄布鞋每双售价 280元，其中手工纳鞋
底成本 80元，解决了部分年龄在 50—70岁的
张庄妇女在家就业的问题。

幸福路上，还有张庄奥古特菌业展示中心
（专卖店）。奥古特主要从事褐蘑菇、白蘑菇的
工厂化种植，厂房在张庄村村南，产品远销中国
香港、澳门，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地，也是肯德
基、海底捞等知名餐饮企业的重要食材。奥古
特菌业为张庄解决就业岗位70多个，不但张庄
村村集体参股了该企业，部分贫困户也有入股，
参与分红。

幸福路上，作坊林立，商铺琳琅，它已经成
为张庄脱贫致富、产业转型的一个缩影。

纸短致富故事多。而数字，也许更能清楚
地道出张庄这几年的整体变化——

2014年，全村 711户 2963人中，建档立卡
贫困户207户 754人，贫困发生率约25%，是远
近闻名的贫困村。

2018 年，全村人均纯收入从 2014 年的
4900元增加到 11600元，村集体收入从零增长
到40余万元。

2017年 3月，张庄脱贫“摘帽”。也就在这
一年，为防止因病返贫，兰考县东坝头镇卫生院
与张庄村曾经的贫困户签订《家庭医生协议
书》，每人每年交费250元，享受大病报销80%、
慢性病报销85%的特殊待遇。

4月 23日，东坝头镇卫生院的三位医生在
幸福路上、张景枝老人的家门前，支起一张小
圆桌。签约村民陆续拿着各自的《家庭医生签
约服务资料袋》，聚拢在小圆桌旁量血压，与医
生交流自己近来的身体状况。医生由此了解
签约村民的健康状况，上报镇里乃至县里，制
定针对性预案。

幸福路，已经成为当下张庄村脱贫致富的
时代性符号。

91岁的张景枝老人，在今年 3月的春光里
去世了。张景枝一生清苦，晚年却洋溢着幸福。

她的重孙女得到习近平总书记送的书包。
伴随着这只书包而来的，还有一所张庄村最漂
亮、最壮观的建筑，它就是中国证监会协调
1500万元资金新建的张庄小学。

少年强，则张庄强。
书包，寄托着总书记的希望。张庄小学，承

载着张庄村的未来。

沙窝里的张庄村

张景枝老人是嫁到张庄的“闫家媳妇”，还
不是父系姓氏传承下的“一家之主”。

张庄以“张”冠名，村里却没有一户姓张的
人家。

除却没有张姓人家，张庄（自然村）至少有
20多个其他姓氏聚居于此：文、游、陈、卞、姬、
田、赵、谭、闫、谷、翟、史、郭、金、李……

以“张”冠名而没有“张”姓人家，20多个
其他姓氏族群聚居张庄，且没有任何一姓独大，
这样的聚居村落与姓氏结构，在中原河南，是非
常罕见的。

张庄是个“移民村”，形成于清末民国初，自
立村之始，就是贫困农民、黄泛区失地“流民”的
避难所。

1855年，黄河在铜瓦厢（今东坝头）决口，
时值太平天国北伐西征，清廷“军务未平，饷糈
不继”，河堤“一时断难兴筑”。

如此这般，黄河在东坝头之下，“忽南忽北，
河无正身”，漫流约有20年，涉及区域十府四十
余州县，漫流面积约 3万平方公里。而今日张
庄村所在区域，首当其冲。

1877年即光绪三年，铜瓦厢至鱼山（今山
东东阿鱼山镇）段堤防连贯齐全，黄河之水被约
束于两岸堤防之间。今天我们所见的黄河河
道，就此基本形成。

由此观之，作为黄河故道、20年漫流之地
的张庄村，其形成村落不早于1877年。

1932年，黄河再次在东坝头决堤：“六月二
十一，打开南北堤，先淹考城县（今兰考县考城
镇），后淹小宋集（今兰考县小宋镇）。堤西搭（淤

积）的是沙土窝，堤东搭的是胶泥……”——这首
民谣有多个版本，但开头都是“六月二十一，打开
南北堤”。

由此观之，20多个姓氏聚居张庄，更应与
1938年郑州花园口决堤相关——那时，大多数
失地受灾的河南人一路向西流浪，但隔在黄泛
区东岸沦陷区的河南、山东乃至安徽的失地农
民，总得找个落脚的地方。

非是大难、非是无奈，谁会落户张庄这样的
“沙窝窝”？

60年前，最早落户张庄的张姓人家，也许
难以再忍张庄的苦恶境况，搬离张庄，落户他
乡。

张庄，不只是黄河漫流的故道、风沙弥漫的
沙窝，最最要命的是，张庄恰在黄河改道之后，
立村于黄河河道的“风口”。

风口的泡桐

兰考“三害”——盐碱、风沙、内涝，堪称家
喻户晓，老少皆知。

焦裕禄治理“三害”，在张庄村找到了“大风
口”、找到了治理流沙的办法——

1963年，焦裕禄向肆虐兰考的“三害”宣
战。他抽调干部、群众和技术员，组建“三害”调
查队，在全县范围内追洪水、查风口、探流沙，摸
清了“三害”的基本情况：沙荒24万亩、沙丘261
个、沙丘群63个、大风口86处。

问题查清了，但是怎么解决呢？
无论是焦裕禄，还是调查队，一时都苦无计

策。
带着问题，焦裕禄来到了张庄。
1855年黄河在东坝头决口改道，先前在黄

河北岸的东坝头成了黄河的东岸。黄河自西向
东而来，东坝头南北而立。水流遇阻，黄河调头
向西回冲，冲向封丘境内的禅房，经此“控导”，
黄河就此向东北方向奔流而去，扔给东坝头一
个大写的“U”形河道。

巨大的“U”形，留下巨大的河滩；而冲向禅
房控导工程的西北——东南向河道，每每秋末、
冬季、早春，西北风起，河道行风，卷起河滩的河
沙，其冲撞的第一个村落，就是张庄。

20年黄河在此漫流，“旧伤”未愈；黄河狂
吹西北风，风沙漫卷张庄，“新伤”更重。

在张庄村头，有个坟头，闯入了焦裕禄的眼
中。

坟上，还零星地爬出些许绿色的生命——
倔强的小草。

见到村干部，焦裕禄开口便问：“村头那个
大坟头，是谁家的？将他请过来！”

见到魏铎彬，焦裕禄开口便问：“人家都没
有坟（坟封不住土，都被吹光吹平了），你家的
坟，怎么这么大？！”

魏铎彬说：“母亲去世，坟头刚封好，一晚
上就被大风吹开了，露出了棺材。再封好，又
被风吹开。实在没办法，只好挖地两尺，挖出
红胶泥（也叫淤泥，黏性强），把它封在坟上。
就这样，两年多了，母亲的坟，再也没被大风吹
开过。”

受此启发，焦裕禄决定让张庄村先拿出半
亩地，进行翻淤压沙实验。之后，他总结实验成
果，将其形象地概括为群众都能听得懂的一句
话：“贴上膏药再扎针”。“贴膏药”，就是用红胶
泥封住沙丘；“扎针”，就是在封住的沙丘上栽
树，防风固沙。

红胶泥是从哪儿来的呢？
不妨让我们重温一下兰考的这首民谣：

“六月二十一，打开南北堤，先淹考城县，后淹
小宋集。堤西搭的是沙土窝，堤东搭的是胶
泥……”

黄河漫流而过，留下的，并不只是沙土，还
有胶泥。甚至，一次决口，在同一个区域，也不
会只留下沙土或胶泥，而是一层沙土，一层胶
泥；再一层沙土，再一层胶泥……

黄河是一条“悬河”，也是一条“滚河”——
主河道在不断游移、滚动。黄河决口，漫流平野
之时，水流其实也在游移、滚动，由此泛滥成灾，
形成一眼望不到边的黄泛区。

为什么会“一层沙土，一层胶泥”呢？一切，
都源于“急沙慢淤”。

黄河之“黄”，盖因流经黄土高原，黄土高
原上的大小支流流入黄河，同时也将黄土裹入
黄河。

滚滚黄河，像个巨大的搅拌机，更是个巨大

的分离器，黄土入河，融入水中，得以分化，形成
比重不同的新的形态，被挟裹在水流中滚滚向
前。所谓“急沙慢淤”就是：无论在黄河河道内，
还是在黄泛区，水流湍急的地方，沉淀沙粒；水
流缓慢的地方，沉淀淤泥。

有沉淀，就会有垫高。有垫高，就是有水往
低处流……如此循环往复，黄河就会在大堤内
滚来滚去。

黄河之水将肥沃的黄土“一分为二”，在兰
考形成了沙土、淤土。

以淤土封沙丘，是否意味着淤土优于沙土
呢？

假以时日，淤土下沉，融入沙土，合二为一，
“我们将其称之为良化土（混合土）。这个土，就
比较好了。”张庄村村民游国胜说。

说来道去，“贴膏药”差不多就是个“黄土再
造”。至于“贴上膏药再扎针”的“扎针”植树，植
的也不是泡桐，而是洋槐。

洋槐，花儿盛开在青黄不接的春天，可观，
可食。

“焦裕禄书记首先考虑的，还是可食、度饥
荒吧。”卞九灵先生回忆道。

至于泡桐，作为田间绿化，担当的是防护
林。

泡桐，有着根向下扎的习性，它几乎不会在
40厘米的地表土层与庄稼争夺养分。这，也是
焦裕禄推广田间兼植泡桐的根由。

从“风沙迷人”到“风景迷人”

兰考“三害”早已根治，泡桐不再在田间与
庄稼兼种。成材的泡桐也被伐作他用，或制乐
器，或当板材……

与此同时，“贴上膏药再扎针”的洋槐，也
不再是百姓赖以春天充饥的树种，就是裤裆岭
（沙丘）上，也难得一见了。

“1978 年后，百姓解决了温饱问题。偶尔
吃些槐花，也不是为了度饥荒了。于是，砍掉槐
树，种上了果树。这叫产业升级与转型？即使
不是，也是生活升级与转型吧？”游国胜说，“果
树老化，不太结果之后，就在上世纪末吧，又砍
掉了果树，种上了杨树。为什么种杨树呢？成
材快，躯干直，盖房用得上。那时候，都在盖新
房。可是，还没等杨树成材，盖房子就不用木材
用水泥了。春天杨树絮污染环境不说，被风一
吹，聚在一起，还易引发火灾。于是，杨树也被
砍掉了。这也是生活升级吧？农民也在讲生存
环境、也很有安全意识。”

现在，张庄都有什么树呢？
多样化了，什么树都有。山楂树、石榴树

等，花儿开得漂亮，群众喜欢种。院子里，更喜
欢种花、种菜。花儿可赏，看着开心；菜儿可食，
吃着放心。这都是群众吃饱、脱贫之后才会干
的“生活升级”。

说了几千年的“十年树木”，成材以用，似乎
成了过往的历史。

木材非材之下，张庄村的大树，渐渐多了起
来。

“就是大树，也不值钱了。刨树的钱，都比
卖树的钱多。”游国胜说，“掏力气的活儿，都被
机械代替了。刨个树，还要吊车什么的。现在，
也没谁卖树了。何不留在自家院落，‘大树底
下好乘凉’呢？”

脱贫之后的张庄，改变的不只是生活，更是
观念。

观念一变，天地更宽。
张庄，留下了大树，更留下了“古屋”。走进

张庄，各式院落和谐共处，古风扑面，新风峥嵘。
作为只有百年村史的移民村，张庄村却是

新中国农村发展的“建筑博物馆”。
张庄第一代院落，都是清一色的茅草房。

这是焦裕禄书记所见的张庄，而今茅草房早已
荡然无存。

1963 年焦裕禄来到兰考，“三害”得以治
理，至 1973 年前后，村里兴起“院落改造热”：
这一时期的房舍，都是“里生外熟”——里面

是土坯，外面是青砖，房顶起脊，铺设青瓦。
都还是木梁木檩，看上去古色古香，颇有诗情
画意。

这类院落点缀张庄，约有30%。
1978年改革开放，土地承包到户，至 1988

年前后，张庄再起“院落改造热”：这一时期的
房舍，都是砖混结构，里外都是砖。此时的砖，
不再是青砖，而是红砖；此时的瓦，不再是小青
瓦，而是大红瓦。不过，房顶还在起脊，依然是
中国传统民居的样子。

这类院落存留不多，约占15%。
时间推进到2000年前后，张庄村出现第一

波楼房：不过，这时的楼房还不能称之为标准楼
房，只是在三间五间的一层房屋上，加盖一间两
间的二层，看上去像“炮楼”，甚至有点儿不顺
眼。

这种房子不多，约占5%。
但是，它却代表着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折：由

平房向楼房过渡，由起脊向平顶过渡，由砖木结
构向混凝土结构过渡。

到了2005年左右，“炮楼”逐渐转向两层平
顶、混凝土结构的楼房。

2015年前后，两层楼房已经不再时兴。新
盖楼房，高度走向了三层。

房屋结构也发生着改变：搅拌机开到了施
工现场，钢筋水泥结构楼房逐渐成为新时代张
庄新建楼房的主旋律。

由于农业机械化在庄稼收割中的普及，平
顶楼房晾晒粮食的“场”的作用日渐式微，新的
楼房有的开始走向传统，传统民居作为一种时
尚正在复兴。

时代在变，主流树种在变，房屋用材与结构
也在变。

不变的是，四合院的形制。张庄村扎根在
黄河边上，多灾多难的黄河不但没有摧毁它，反
而给予张庄人以坚韧不拔、奋勇向前的精神力
量。

树合村内外，河在村边流。“风沙很迷人”的
张庄已经一去不复返了，“风景很迷人”的张庄
已经走到我们的眼前。

“桐花书馆”飘来缕缕清香

新村面上建设得再美，倘若走进村里，隔三
差五就能看到一座荒芜的院落，萧条之气自会
扑面而来。用张庄村党支部书记申学风的话
说，就是：“农村再好，有几个荒院子，那就太乡

‘愁’了。”
张庄村村集体流转过来一些土地（无劳动

力耕作、去城里务工者等的土地），种了些瓜果、
杂果、草莓，搞起了游客采摘，还有特色水产、养
鸡、服装加工等。加起来，村里每年会有几十万
元的利润。

流转土地，解决了耕地的“荒芜”，也让村集
体有了些“闲钱”，那为什么就不能“流转”荒芜
的庭院，解决“空心村”的大难题呢？

“花费不多，非常便宜，就‘流转’过来
了。‘流转’20 年，每座院子平均下来一两万
元，一年不到 1000元。”申学风说，“30多个院
子，一年两万多元。稍加改造装修，除建起农
家书屋、桐花书馆、老年戏院、民俗馆、乡村体
育室、妇女儿童之家、幸福家园大讲堂等公益
性设施外，又租出去了 20 多个院子，有开商
铺的，也有建加工厂的，开孔雀园的。村里的
产业重心也在转移，手工布鞋、石磨香油、西
瓜酱、红薯醋等作坊，相继发展了起来……村
里也在积极推动‘梦里张庄’旅游品牌，建了
几家乡村旅馆、民宿小院，游客来了，土特产
品就有了市场。他们也开有网店，在网上销
售，也可以代销。”

院落“流转”与产业转移等，基本上解决了
张庄“空心村”的问题，也为在外的张庄人留住
了乡愁。

走在幸福路上，闻着“桐花书馆”飘来的
缕缕清香，仿佛可以看到张庄村更加美好的
未来。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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