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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区里有一大片杨树林。
这些杨树长势齐整，排列整齐，
树干不是很粗，但都很直，它们
把周围的树都比了下去。在小
区里，就数它们高大。我住的
楼下也有一棵杨树，它正对着
我的窗户，我每次打开窗户，第
一眼看到的就是它。有一天，
我早上起来打开窗户，忽然发
现杨树绿了。虽然只是绿了那
么一点，但还是让我欣喜无
比。我知道，杨树绿了，春天就
不远了。

我生活城市的人民路两边
有很多高大的悬铃木，不远就
有一棵，大部分树在离地面两
三米高的地方又分出枝杈，这
些枝杈伸开，就把人民路给罩
了。从人民路过的时候，我总
是想起它夏天的样子。那一地
的浓荫。我甚至能看见那些从
树叶间漏下来的光斑，它们在
地上闪闪烁烁。

在我的概念里，过了中原
路地下道就是西郊的地盘了。
西郊很多房子都在拆，有的房
子已经彻底拆倒，还有一些只
拆了部分，露着空洞洞的窗
户。我差不多有一年多没有来
西郊了，过去的印象全没有了，
新的建筑已经孕育，我能想像
它未来的样子：高耸的各具风
格大厦，不留一点过去的平芜。

有一个和我一天生日的朋
友。生日那天，我们在一起聊
天，他说，我想安心地读书、写
作，不为生活奔波。我听出来，
他对那样的生活很向往。作家
张炜说，现代生活为我们节省
了大量的时间，为什么还特别
忙？他说，是你个人剥夺了你
的闲暇。

去参加了一次婚礼。仪式
还是老一套。司仪先介绍两个
人的恋爱史。他们风风雨雨一
起走来，一直走到今天。这类
话我听多了。然后，是男女双
方互戴戒指、证婚人证婚、向双
方老人鞠躬、喝交杯酒等一系
列常见的动作。照例，女孩子
要流下或激动或幸福的泪水。

几乎每次都是这样。我一直在
一个角落里看着。这样的场景
我见得太多。我忽然有一种感
觉，两个人都已经那么熟悉了，
还有必要上台去说那么一大套
或真或假的话吗？我总觉得，
那一刻有表演的嫌疑。当然，
很多人把爱情镌刻在岁月之
外，无论是青春还是苍老，它都
在。

午睡后，拉开窗帘，阳光从
外面泻进来，真好。一会儿，起
风了。很大的风，吹得窗外的
杨树使劲摇晃。杨树摇晃着，
杨树的叶子也跟着摇晃。它的
枝条也被吹得向一边倒去。它
所有的叶子都向一边倒去。它
所有的叶子一起抖动，发出哗
啦啦的声响。

我很感谢窗外的这棵杨
树，我每次拉开窗帘都能看到
它。从春天到冬天，它一直默
默地陪着我。我一次又一次地
朝它看过去。我喜欢用目光和
它对话。它不一定能听懂我的
语言，它一直陪着我，每个早
晨，每个黄昏。

对面的楼里经常一片静
寂，那里的窗户有一些关着，也
有一些敞开。初冬的一个晚
上，我从敞开的窗口看去，里面
黑洞洞的。我怀疑对面的楼里
从来不曾住过人。但事实上，
每到夜晚，那里都会有一些灯
光亮起。我记得夏天的时候，
楼下经常有小孩子的喧闹，但
我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
再听到孩子们的喧闹声了，大
概，他们都回到屋里去了。

又一个黄昏来了，我站在
窗前。夕阳照过来，把树身
镀得一片金黄，有些还没有
来得及落下的树叶也被照得
一片金黄。我喜欢这种光，
辉煌但不耀眼。这种光消逝
得很快，仿佛只过了一会，它
就 慢 慢 褪 去 了 。 美 好 的 东
西，好像总是流逝得很快，但
在心里却留存得很久，甚至
于成为永恒，代代相传，时间
也改变不了。10

我在河南日报当了 20多年记者、编
辑，采写发表了一批重大先进典型报
道。感恩这一份荣幸，使我接触了社会
各界一批佼佼者，太行山区农村的裴春
亮是其中一员。

与他相识，已有十来年。最早是在
一次餐席上，人们向我介绍裴春亮，这一
位民营企业家，在父老乡亲的恳求下，毅
然中止个人在城里发展的坦途，重回穷
乡僻壤小山村，当选村主任，并为全村乡
亲捐建一座新村……依稀记得当时，这
位年轻人“叨陪末座”，和气内蕴，他很安
静，只是谦逊地微笑点头与人交流。

直到2014年初，中宣部部署宣传先
进典型裴春亮，我受上级指派，才第一次
采访了他，在河南日报发表长篇通讯《青
春栋梁——记河南省辉县市裴寨村“70
后”党支部书记裴春亮》。但对那篇报
道，我自己并不满意，采写匆忙，流于表
面，遗憾没能写出“将灵魂锉磨出血痕”
的感觉。

退休后，我又接到一些写先进典型
人物的邀约。可是，对重复老一套写法，
兴致已疲软，也产生一些惶惑，所以都推
托了。却以一种宏观视野的“广角镜
头”，写了纪实专著《“星云团”之光——
走进“新乡先进群体”》。我多次报道过

“新乡先进群体”成员，也包括裴春亮。
“新乡先进群体”是中原沃土孕育的一个
独特现象、一个精神硕果，历史上应该留
下浓墨重彩的一笔。这本书获得了河南
省“五个一工程奖”。

那年夏天，春亮来电话，他已是党的
十九大代表、全国人大代表、中共河南省
委候补委员，先后入选中国最美“村官”、
全国劳动模范、全国道德模范、中国十大

杰出青年、中华慈善人物……我们相识
的时间不短了，可以有一本书了。

后来，裴春亮又连续获得了新中国
成立 70周年“最美奋斗者”、“全国脱贫
攻坚奖·奋进奖”、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
情先进个人、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等殊荣。

进辉县市裴寨村采访第一天，村支
书裴春亮领着一群村干部在村头迎候，
见面就说：“王老师，您写写我们裴寨村
吧！让咱村里人都谈谈，有故事，有想
法，写下来留给子子孙孙。”

那一下子，我被击中了，心中不禁叹
服 ：“ 裴 春 亮 啊 ，有 文 化 ！ 你 调 动 了
我！”……这位村支书，虽然只读到初中
二年级就因贫穷而辍学，却常有神来之
思，恰恰点中“穴位”。他的提议，为这次
写作赋予了全新的意义。

在担任河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河
南省报告文学学会会长期间，我清楚地
看到，在中国报告文学领域，先进典型人
物纪实文学这一门类，活跃在时代前沿，
但同时，也有一些作品形成了基本“套
路”，习惯于主题先行、形象拔高、概念
化、脸谱化……所以笔下描摹的，不是长
在大地上的一棵棵枝繁叶茂的“大树”，
而是砍削得光溜溜的一段段完美的“木
头”。我自己也生产过“木头”，但我向往

“大树”。
河南是一个农业大省，涌现了不少

农村先进典型，成为享誉全国的楷模。
但对他们的报道，由于篇幅所限，也是观
念所限，往往着眼于这棵“大树”本身的
枝干、纹理、形态，而难得深入到一棵“大
树”底部的根须和土壤，深入到一个先进
典型生于斯长于斯的那一片大地……这
次机会来了。

裴春亮是千千万万中国村支书中的
一个优秀典型，裴寨村是中国脱贫攻坚
和乡村振兴的一块生动“拼图”。作为一
个见证者，能够回到一个先进典型的生
命原乡，探析村庄，研究人物，完整呈现
一棵“大树”究竟是怎样长成“大树”的，
深刻呈现一个先进典型究竟是怎样成为
先进典型的，这是我的幸运。

于是有了这本书，2020 年 12 月由
人民出版社出版，定名为《一村之长》。
这本书潜心求变，希望让先进典型人物
纪实文学“落地生根”，恢复生活和生命
的本原，这一创新无疑很难。在全国报
告文学的书架上，我还没找到可堪依照
的样本。构思过程中，想到了社会学家
费孝通的社会调查著作《江村经济》，想
到了作家柳青的长篇小说《创业史》，想
到了女作家萧红的散文体长篇小说《呼
兰河传》，渐渐确定了一种“田野调查式”
的纪实文本。

中国自古从农耕文明走来，一个中
国可以看成一个村，一个村可以看成一
个中国。一个村庄，可以是小小的原点，
也可以是高高的巅峰。《一村之长》的创
作主旨，就是着眼于中国行政区划中的
最小“细胞”、最基层的群众性自治单位
——“村”，以太行小山村裴寨村的百年
生存奋斗史为背景，以裴春亮回村带领
干部群众 15年脱贫攻坚史为框架，“连
根须带泥土”端出一棵“大树”，提供 21
世纪初期中国村庄和中国村支书的一份

“原生态”标本，从而透视改革开放深刻
复杂的时代进程，总结村庄治理现代化
的探索经验，也为全国从脱贫攻坚到乡
村振兴的历史性转移呈上一份献礼。

报告文学作者，必须面对来自各个

方面、各个维度的审视，而我心中的叙述
倾诉对象，首先还是裴寨村父老乡亲。
他们也许处于读者链的最低端，但我想
为他们写，让他们读，让他们读得懂，从
中摸到村庄的根，找到村庄的魂。

《一村之长》恪守一种纯粹的纪实品
质，拿出记者的看家本领，力求采访全
面、素材翔实，因为这是作品的历史价值
所在，这样才能让这本书尽量活得久一
点。以事实为依据的报告文学创作，不
可能像小说、散文创作一样随心所欲，是

“戴着镣铐的舞蹈”，然而，“戴着镣铐”也
渴望舞出精品：比如长篇文学作品的结
构，应是一种体现“秩序美”的“建筑学”，
从一团乱麻到眉目清晰，要捋得清、拎得
清；比如创作效果，最好是既“流泪”又

“出汗”，情感抒发催人泪下，理性思辨令
人出一身透汗……

写《一村之长》，直接采访100多人，
书中出现人名约250人。农民谈话的习
惯，往往天上一句地下一句，看似不讲逻
辑，其实又很有内在的逻辑。而太行山
区方言不太好懂，尤其一群当地人热烈
交谈时，我用笔记录，一边怕打断话头失
去原汁原味，一边又要辨听方言，这样采
访真的很累。第二次采访时，突然出了
一身荨麻疹，原因应是皮肤过敏，可我觉
得也是太拼了激出来的。

《一村之长》出版过程有所删节，但一
部60万字的书稿，毕竟留存了当今村庄
和村支书的一段真实饱满的生命信息。
我最庆幸和感激的是，采访所到之处，都
获得了太行山人朴实淳厚、诚挚坦率的回
应。这是一串长长的采访名单，没有他们
每个人的生动，就没有这一部史实的精
彩，他们永远在我眼前鲜活如初。10

走进南湾村，入眼都是石
头。小街是用石头铺的，院墙
是用石头垒的，房子是用石头
建的。拾级而上，经过两条巷
子，来到一处宅院。门口的牌
子提示我们，这里是“县委书记
的好榜样”“四有书记”谷文昌
的出生地。和村子里的其他人
家一样，上房、东西厦房也都是
方石垒砌，院内还摆放着石磨、
石桌、石凳。

听着讲解员的叙述，看着
墙上或柜中的一张张黑白照
片，谷文昌仿佛带着战场上的
硝烟、带着东山的风沙，走到我
的面前，眼前的石头也仿佛变
成了他挺直的身躯、历尽沧桑
的脸。他深邃的目光，似透彻
了我的心灵。

出生于 1915年的谷文昌，
小时曾逃荒要饭，稍长当长
工，学打石，之后加入革命队
伍，在那里培育了为人民服务
的初心，参加了抗日战争和解
放战争，南下到福建东山，为
社 会 主 义 建 设 奋 斗 了 30 余
年。当地百姓感念他，拥戴
他，每逢清明、春节等传统节
日，当地百姓都“先祭谷公，后
拜祖宗”。

做过石匠的谷文昌，不忘
初心、牢记使命，意志坚如磐
石。

东山岛风沙成灾，有田无
法种，种了无收成。那里的百
姓深受其害，很多人患上红眼
病，甚至失明。不少人为寻找
生路，扶老携幼外出讨饭。群
众的疾苦，使谷文昌寝食难安。

他下定决心，要与自然灾
害进行顽强的斗争。他说：如
果我们不为民造福，党要我们
到这里来干什么？他以“不治
服风沙，就让风沙把我埋掉”的
决心，带领群众开始了与风沙

的搏斗。
一年四季，他大部分时间

都在基层苦干。从 1958 年开
始，他身先士卒，试验了上百个
树种，找到了适宜那里气候条
件的树种。可种下的 20 万株
木麻黄却因一场倒春寒几近死
亡。他说，这点困难能吓倒我
们吗？失败了不泄气，跌倒了
重新爬起来。改天换地的号角
再次吹响……

有志者事竟成！14年血汗
付出，终于造林 8万余亩，绿化
400多座小山丘、3万多亩荒沙
滩，筑起了 141公里海岸“绿色
长城”；14年矢志不渝，他与群
众苦干实干，把一个荒岛变成
了一个宝岛，把东山变成了绿
树成荫、瓜果遍地的米粮川。

为官一任，造福一方。一
排排木麻黄，是他写在大地上
迎风舞动的诗行；一声谷公，是
生活发生天翻地覆变化的人们
对他最真挚的怀念！

站在谷文昌布满石头的院
子里，我不禁想起了雷锋之问：

如果你是一滴水，你是否
滋润了一寸土地？

如果你是一线阳光，你是
否照亮了一分黑暗？

如果你是一颗粮食，你是
否哺育了有用的生命？

如果你是一颗最小的螺丝
钉，你是否永远坚守在你生活
的岗位上？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忘
不了，面对新冠肺炎疫情，多少
共产党员奔赴抗疫一线，通宵
达旦救治病人，顶风冒雪坚守
卡点，组织抗疫物资，坚守工作
岗位……

抚摸着那饱经风霜的石
头，我感觉到一股坚毅力量正
透过身体的毛孔浸入我的身
心。10

我喜欢赶时髦，当“潮人”。为了减
肥，干脆把晚餐停了半年。效果竟出奇
地好，体重由 80 公斤以上猛然下降到
65 公斤以下。身段可不是吹，人见人
夸：老伙计，不客气地说，你原来长得有
点“紧张”！现在的你，人一瘦下来之
后，脸又紧致了，形象又帅了，人又精神
了！

饿一顿的好处，不只是这些，它还能
让我回忆过去，今昔对比，更懂得热爱生
活。

我大约两三岁的时候，家里的六口
人，蜗居在一间破屋子里，吃的更没法

提。那时候，家里由老妈蒸的馒头，美其
名曰“白蒸馍”，其实往往也是掺了不少
玉米面的。你可千万别嫌这馍馍不纯
正，即使是这样的“白蒸馍”数量也是极
为有限的，是不能随便乱吃的。一天三
顿饭，中午饭吃得好点，早晚两顿就用玉
米糊糊和红薯面填充肚皮。

记得有一次我生了病，一回到家里，
老妈就赶紧拿着勺子，倒点黑油，放上葱
花姜末，给我炒了两个鸡蛋。物以稀为
贵，老妈的炒鸡蛋一入口，香得我找不着
北哟！从那以后，我总盼着生病，能有好
吃的。

记得我上高中时，学生们的一日三
餐吃的是玉米糊涂饭，有顺口溜为证：早
上咸糊涂，中午糊涂咸，下午甜糊涂里放
把盐。这样的饭食根本保证不了一个年
轻人的营养，每天上下午最后一节课，饥
饿揪着肠胃，火烧火燎的，课根本听不进
去，把腰里的皮带勒了又勒，可无论怎么
着都挡不住那“咕噜”声，同桌女同学听
见了，扭头看，那脸上发烧的感觉至今记
忆犹新。

那时候，老母鸡一旦下了蛋，老妈就
会拿去卖钱。家里无论是老人还是孩
子，如果不到生日或者生病之时，是不能

享用鸡蛋的，更不用说肉了。
如今，日子越过越好，肉不是不缺，

而是多了。可吃多了肉，这问题那问题
也就来了，肥胖、高血压、血脂稠等毛病
随着口腹之快就附到身体上。于是，像
我这样，很多人又开始追求“饿一顿的幸
福”，而品味这饿，其实已不是过去的那
种“牵肠挂肚”的饥饿，而是一种肠胃休
闲，是一种嘴巴与内心的较量，更是对健
康生活、美好生活的追求。

在饿一顿的幸福中，我感到意志更
坚强，身体充满力量，也有了更多向
往。10

回到广袤的生命原乡
——长篇报告文学《一村之长——新中国“最美奋斗者”裴春亮和乡亲们的脱贫攻坚路》创作谈

□王钢

饿一顿的“幸福”
□柳杨

谷文昌家的石头
□冯清利

时间的沙漏
□寇洵

在党旗下

画中诗

□摄影/许大桥 词/大吕

拟将行远，

崖挡青藤绊。

莫道云浮山欲断，

凿壁直通浩瀚。

人间亦有峰峦，

常常要过雄关。

且看山难阻路，

笑言路必通山。10

清平乐·山路

我的城市有多迷人？

我不知道

我只知道在我城市的辞典里

黄河水是城市的生命

是本源和本质

我的城市叫开封

从 74公里的河段到东坝头最后一道弯

才刚刚写出她的壮观

从生态保护到高质量发展

才刚刚写到她的使命

从向往写到致敬

也只能写出她

奔腾不息的外形

我还写不出她内心

从高山雪原的冰洁

到上游撞岩裂石的奋斗

到中游破山冲原的气度

到下游一泻汪洋奔腾大海的胸襟

在黄河边生长的每一个人

都能看到她美的风景

经得起上善若水的观照

也学会了聆听

学会了将生命赋予奔腾

从狭窄到阔大

从平静到高亢

从清浅到厚重

我更知道我的城市

有了黄河的浇灌

下有九重

上亦远矣，何止九重！10

黄河孕育
我的城市

□岳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