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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国凡

聆听穆老讲述他采写焦裕禄的故事

孝之顺
■ 专栏

□宋朝

■ 连载

□李之尧

走过高峰和低谷
■ 杂谈随感

□白保录 刘秀红

——修建红旗渠的故事之四

医治创伤
乔爱花，生于1950年，祖籍河南省洛

宁县。洛阳市书画院会员。现任河南省

指画院副院长、洛阳市人大书画院常务理

事，其指画作品曾获河南省新农村建设书

画展二等奖、西安书画比赛一等奖、洛阳

市慈善书画比赛优秀奖。其被誉为黄河

岸边走出来的“中国第一指”女画家。

岁月印记■

□李勤玲

记忆中的小满会

农村版

年纪大了就有可能痴呆。84岁的四

伯，这几年就有点痴呆了。

四伯并不识字，但在他那个年龄阶段的

人中，也算是个佼佼者。小小年纪就南到临

汝、北到偃师翻山越岭地做小生意，虽说不

识字，口算心算能力一般人都比不上。几斤

几两、几分几厘的，眼睛眨巴一下的功夫总

数就出来了，任凭你拿个棍子在地上加减乘

除地算一遍，四伯的结果永远都不会错。

那天我在街上碰见四伯，他急匆匆地

往西走，比一般的年轻人走得都快，我问他

干啥去，他说他女儿家的牛下犊了，一窝下

了6个，牛犊没奶吃，都快饿死了也没人管，

他得赶紧去招呼招呼。

四伯的女儿就是我本家的姐，就在村

西的邻村住，不要说这个姐姐家现在没牛

了，现在在农村找一头牛都是很困难的事

情了。看四伯那么认真地说和急匆匆地

走，我还纳闷：难道农村又开始养牛了吗？

我还正纳闷的时候，四伯的儿子尧跑

过来了，和我搭了腔后，问我四伯：“爹，您

去哪儿呢？”

“你姐家的牛下了6个牛犊，奶穗不够

数，几个小牛犊都快饿死了，也没人管，我

得去看看想个法儿！”

尧哥看着我笑了笑，对四伯说：“好，我

知道了，您回家歇着，我现在就去给牛犊找

奶穗，中不中？”

“中！你去了嚷嚷你姐夫，恁大个人了

也不知道操心，牛犊饿死了钱不是都扔了？”

尧哥扶着四伯，让老人家向后转，然后

说：“好，我去嚷他，您回家去吧！”

四伯向前走了几步，又回头说：“不中

了把咱家的牛牵去，可得让牛犊吃上奶！”

尧哥苦笑着说：“中，中！您放心吧！”

这父子俩的对话更让我听不懂了。“咱

家”哪里还有牛啊？

看我大惑不解的样子，尧哥说：“你四

伯这几年真是老年痴呆了，想起来啥是啥，

他说啥你还得听啥，你要不听，他就生气，

你听他的话，照他说的做了，他就高兴。”

“咱家就没牛，你去哪里牵个牛啊？”

尧哥笑了：“你也当真了啊，他就这会

儿一说，一会儿就忘记了，你想着你四伯还

回访检查啊？”

尧哥说，前一段四伯去村里的代销点

买烟，说家里那么多人盖房子，都站了一院

子，也没人散烟，他要来买烟，人家把烟给

他了，他说他没钱。回家他把一条烟放到

桌子上，尧哥问他从哪里弄的烟，他说在代

销点拿的。问他买烟干啥，四伯说“你爹当

一辈子家了，买烟干啥还要给你说说？”

尧哥赶紧去代销点，把账打发了，还交

代人家说：“老掌柜以后来取啥只管给，说

一声我来打发账！”

四伯前面有个二哥，早年夭折，后辈人

都不知道这个事，这两年他一直要求尧哥

要给二伯配个阴婚。尧哥和我商量，我再

回家的时候顺便带个纸箱，里面弄点土，让

四伯看看，然后埋到地里算了。

对于尧哥这个非常不实事求是的想

法，我也默许了。

村里的人都说，尧哥很孝顺，尧哥说：

自己的亲爹都已经老年痴呆了，你就不能

和他讲道理了，他说啥咱行啥，起码口头答

应下来，他心情高兴了也许能多活几年

呢！孝顺孝顺，不顺着老人，咋叫孝呢？

查了查词典，孝顺还真有这么一解。

光阴荏苒，转眼穆青已离开我们11年了。

1992年的3月，穆青来鹰城采风，就住在

平顶山宾馆二楼的一间客房里。有一天早上，

我终于见到了盼望已久的新闻大师穆青。交

谈中我情不自禁地向他请教：“穆老师，我每次

读《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都忍不住流

泪，您写得太感人了，您是怎样写出这么好的

文章的？”穆老微笑着说：“只有植根人民中间，

下笔才有精神，只有深入采访，练好基本功，多

读、多写、多思，才能写出好作品。只有与主人

公息息相通，才能写得真实感人。”说着，穆老

推窗眺望，深深吸了一口新鲜空气，转过身来，

讲述起当年采访焦裕禄事迹的往事。

穆老说，焦裕禄来到兰考后，没有坐在办

公室，而是深入群众，调查研究，他不把自己当

领导，而是把自己当成人民的儿子。如何治理

“三害”，让老百姓吃饱穿暖，是他搁在心窝子

里的头等大事。在一个风雪交加的夜晚，焦裕

禄带领县委委员到车站开会，他指着外出逃荒

的灾民沉重地说：“同志们，你们看，他们绝大

多数人，都是我们的兄弟。是灾荒逼迫他们背

井离乡的，不能责怪他们，我们有责任，党把全

县36万群众交给我们，我们不能带领他们战胜

灾荒，应该感到羞耻和痛心……”说到这里，泪

水在穆老的眼里打转。他喝口茶，定定神，继

续说，关于焦裕禄同肝癌的顽强抗争，我们在

通讯里特别作了六处交代：带着调查队追洪

水、查风口、探流沙的时候，“焦裕禄正患着慢

性肝病”他在洪水中“突然感到阵阵剧痛，时时

弯下身子用左手按着肝部。”当他苦苦思索怎

样开展抗灾斗争时，“阵阵的肝痛和县委工作

沉重的担子，使焦裕禄久久不能入睡。”当他冒

着铺天盖地而来的大风雪给群众送粮的时候，

“他的肝痛常常发作，有时痛得厉害，他就用一

支钢笔硬顶着肝部。”接着，又写：“正当党领导

着兰考人民同涝、沙、碱斗争胜利前进的时候，

焦裕禄的肝病也越来越严重了”，“兰考人民的

除‘三害’斗争达到了高潮，焦裕禄的肝病也到

了严重关头。”

焦裕禄进入医院一节，我又从四处进一步

展示他临终时的革命精神。第一处是写医生

为他同肝病作斗争的顽强精神感到惊异。第

二处，写他病危时，关心的是兰考的沙丘封住

没有？庄稼长得怎么样？泡桐树栽了多少？

第三处，写他病情进一步恶化时，他关心的是

豫东一场春雨淹了多少庄稼，希望看一看兰考

盐碱地上长出的麦穗。第四处，写他临终前，

全力克服剧痛，断断续续地说出悲壮的遗言：

“活着我没有治好沙丘，死了也要看着你们把

沙丘治好！”我们噙着热泪，写下一行行焦裕禄

的事迹，眼泪常常不自主地夺眶而出，打湿了

稿纸。七易其稿，记录下焦裕禄的感人事迹。

作者档案：古国凡，就职于平顶山市卫东

区新闻中心。

岳书记想：这事需要预先给

妹妹商量好，一定能商量好。这

是一箭双雕的美事。第一，妹妹

的婚事解决了，同秦太峰一刀两

断了，不用父亲操心了。第二，

这样做也显得我对得起牛犇。

至于菊香的思想工作，应该好

做。她是共青团员，懂得顾全大

局。修红旗渠是公，要保红旗渠

这个公字，放弃自己的私字。

晚上，岳书记把菊香叫到

自己的办公室，兄妹俩心平气

和地谈及此事。

岳书记首先讲了林县重新

安排河山的大好形势，又谈到

咱是贫农出身，翻身作了主人，

要不折不扣地听党的话。为了

顾全大局，要求妹妹不惜牺牲

自己的一切。

菊香听了觉得味道不对，直

爽地问：“别拐弯了，要我做什么？”

“给你找了个对象，保证您

很满意。修建红旗渠是压倒一

切的大局。你是共青团员，马

上发展你入党。你知道什么叫

大局，也知道如何顾全大局，为

了修建红旗渠，因公忘私是很

光荣的……”

岳菊香打断哥哥的话说：

“你的意思是定死了。我同意

就是光荣，不同意就是不听党

的话？是不是？”

“哥哥给你直爽讲，你别拐

弯。当哥的为了你好，我能往火

坑里推你？咱是一奶同胞兄妹，

你一定听哥的话，不辜负我的希

望！”

菊香又打断哥的话说：

“我知道了，你想叫我嫁给

牛犇。我问你，你把我当成玩

物了？想送人就送人？你是封

建主义的手段！亏你还是书

记，根本不配当书记！”

菊香拍了一下桌子，起身

就往外走。

“站住！”

菊香没回头，站在那里，希

望哥哥能改变思想。

哥哥真是当书记的，经验

丰富，见妹妹发火，自己不计

较。他哈哈笑了一阵说：

“我知道妹妹的脾气，这样

一走，就是同意了。”

菊香“呸”了一声，怒气冲

冲头也不回地走了。

岳书记背着手在屋里转了

一圈，自言自语地说：

“女孩子都是辣椒嘴儿，生米

做成熟饭，什么也就不说了。”(5)

牡丹艳色绚丽，姿丰典雅，花香袭人为名贵

的观赏花木，其花可醇酒，皮可入药，有较高的

经济价值，被誉为“国色天香”之美称，有富贵吉

祥之文化寓意，被历代文豪诗人、书画名家、雕

刻艺人作为创作题材，采用不同的艺术形式颂

扬“国色天香”，舒发情感，赠送友人，收藏传承。

诗人刘禹锡：“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

动京城”；白居易《惜牡丹》诗中：“惆怅阶前红

牡丹，晚来唯有两只残”等脍炙人口的诗句广

为流传。

画家杨子华是将牡丹作为绘画题材的第

一位画家，宋代画家徐荣嗣是用丹粉点染法表

现牡丹的。宋徽宗用工笔法画出的牡丹，风格

严谨细腻。元代王渊有专集《牡丹图》是一部

不可多得的传世佳作。清代画家徐渭则用泼

墨手法作牡丹，作品泼辣豪放，具有强烈奔放

之感。八大仙人的写意牡丹，用笔轻松简捷，

神韵无穷。大师吴昌硕的牡丹用笔大气豪放，

表现盛开牡丹的姿态神韵，给人以高贵、典雅

之感。近代齐白石先生笔下的牡丹，简笔意

渊，润色十足，表现得活灵活现。更有名画家

李苦禅、张大千、王雪等众多大家的经典之作，

传承后世，“观千剑而知后器”都有独特的风

格，精湛的绘画艺术传世。

画坛独秀——乔爱花，生在牡丹花都洛阳，

成长于黄河岸边，是在牡丹花拥抱中，听“大江东

去”的黄河浪涛澎湃中走出来的“中国第一指”画

家。乔爱花自幼酷爱绘画，勤奋好学，刻苦临摹

古人经典之作，学研名人技法，全身心植入深厚

的艺术土壤之中，日月不辍，如蜜蜂于百花之中

广采，如莲藕于碧波之下博汲，学众家之长，凝一

己之神。艺术有自身的技术规律，绘画的最初起

步离不开最基本的绘画工具和点、画、勾、勒、擦、

渲染的基本功夫，这是内功的奠定，经典之作需

继承古人的绘画技艺与当前时代精神，以及画家

自身的社会实践、胸怀、格局、画外工夫相碰撞产

生的一股激流传达到画家的手端才能产生出“神

来之作”，乔爱花在几十年的磨炼、追求传统技法

的基础上又以个人的聪慧灵感，另辟新径，用手

指作画，使作品的表现风格耳目一新，乃“中国一

绝”。

牡丹乃“国色天香”，在奇才“中国第一指”

乔爱花的作品中表现的构图新颖，造型秀丽多

姿，色彩艳而不俗，墨色浓淡应衬，虚实韵味深

渊，疏密交织自然，展现的是一幅百花盛开，春

意盎然的奇观。

“通其意则无适而不可”，乔爱花手指下的

梅花——“北国第一梅”以黄河的主流形体为

主干，以其支流为支干，以其支流的支流为嫩

枝，然后点缀梅花，整幅构图独特、新颖，枝干

线条运用得活力充沛、干净利索，老支表现得

墨沈，浓淡相适，渗透自然寻味，浓墨淋漓中掺

进渴墨，紧锣密鼓时骤然歇声，将梅花枝干的

高洁、铁骨傲霜，抗争不屈，巍然屹立，“梅花香

自苦寒来”的坚毅不拔的精神表现得淋漓尽

致。手指点梅花，用色淡浓交错，花姿俯仰相

应，布局疏密有致的高超技艺表现梅花娇美的

风貌，大有“梅花欢喜漫天雪”“俏也不争春”的

深远寓意。

纵观乔爱花神来之作，感受到了神、妙、

逸、巧的奥妙，手指画家乔爱花在大量采纳、融

化古今技艺的基础上另辟途径的手指作画达

到了独特的艺术高峰。乃，继传统展新技，手

指作画颂扬中华，“中国一绝”！

在浅秋 在心里

在倾盆的暴雨中

天地如啸般呼吸

多么美好的春天
让惊喜呆在惊喜里

让梦呆在花朵里

让所有的思想随着春风

尽情梳理

我缓步

那些鹅黄的草地

木槿桃花漫过堤岸的鸟鸣

多么灵动

像心情

三月的时候

我只看到成长 像飞

嫩嫩的柳丝如挂在心头的痒

多么美好的春天

多么美好的早晨

从现在开始 我要为这盛

开 折服 感慨

从现在开始 我要为这春

天写一首诗

如我对你的爱 持久 澎湃

而不带一点点尘埃

周六一大早，朦胧中被电话铃声吵醒，一看

是家里来电，忙接通，妈妈在电话那头大声地

说：“小妮，趁星期天带着壮壮回来看戏吧，小满

会开始了，三台大戏，很热闹的。”“哦，小满会开

始了，这周有事可能回不去。”妈妈失望地挂了

电话。躺在床上，我再无睡意，记忆中那热闹的

小满会场景在脑海中顿时复活，儿时的玩伴、令

人垂涎的各种小吃、小玩意、漂亮的花衣服，如

今回想起来，一切都那么美好。

我的家乡位于豫南一个偏僻的小乡村，不

仅距离县城有50多里，就是离乡政府也20多

里，交通十分不便。没上初中前，我从没进过

城。那时候，我们能去的最热闹的地方就是离

村五六里的冀店集，而冀店集最热闹的时节就

是一年一度的小满会。小满会在当地源远流

长，据说已有上百年的历史了，主要是为满足当

地群众购置夏收、夏种农资、农具等设立的农资

供应会，由于每年在小满前后举行，人们就习惯

地称为小满会。小时候不知道什么意思，以为

是小麦会。每年集会一般是七天，其间由赴会

的商家出资请三台大戏，让农民在农忙前放松

一下，顺便也把镰刀、笤帚、木锨等农具、生活用

品备齐，商家也趁机赚上一笔。

每逢小满会，学校也会放几天假让学生赶

会，那时家长也会难得大方给几元零花钱。那

时候去赶会，家长不会陪同的。大人忙着操场

面、收打油菜等农活儿，我们常常几个小伙，相

约着三五成群，一路上边走边玩。小时通往冀

店集的那条大路上，大树成行，走在浓浓的树荫

下，无比的舒心和清凉。有时走累了，我们会找

个地头，在那里抓一会儿子再走；有时边走边揪

把路边地里的新麦揉揉吃。我喜欢那新麦的味

道，嚼在嘴里，筋道中带着奶油的清香。站在地

头，看蔚蓝的天空下，风吹麦浪，一起一伏，丰收

在望的景象令人兴奋不已。有时候，跑到集上，

戏已经开唱了。对小孩子来说，看戏没有兴趣，

大家兴奋的是会上卖的各种小吃和小玩意。一

串串飘着红穗子，绑在长竹竿上的米花团、一团

团甜滋滋的棉花糖等都觉得那么美味，可摸摸

兜里的小钱，思量很久才会下定决心买什么来

解馋。记忆最深的是戏台下那一个个卖小玩

意、小游戏的商贩，他们摊上总会围着很多孩

子。有一种滚弹子的游戏，一毛钱投一次，落到

什么地方，奖品就是什么。那时总想能投到一

支圆珠笔，可滚下来却总是一颗糖豆。心里虽

感到沮丧，却也觉得很神奇。

那时集上真是热闹：各种叫卖声，人们讨价

还价声、欢笑声，戏台上的锣鼓弦乐唱腔声等混

杂在一起，让人觉得嘈杂而震耳欲聋。戏台下，

或坐或站着满场的男女老少，他们不顾风吹日

晒，仰着头，痴痴地望着戏台上演的各个朝代的

故事，随着剧情的进展，为剧中人或叹或泣。当

散场锣敲响，人们才如梦初醒，依依不舍地站起

来。天色近晚，我们也踏着夕阳，结束一天的狂

欢，一路小跑向家里赶去。

作者档案：李勤玲，就职于汝南县委宣传

部。

有人说：“人生中，5%是胜

利的辉煌，5%是失败的低落，

90%是平淡。”这话不错，辉煌低

落都是短暂的，平淡才是常态。

人生要走过胜利的高峰，

不然则无法再创辉煌。牛顿在

中年时期确立的力学三定律成

为了科学史上的一大里程碑，

然而他却因此陶醉自我，不再

研究，晚年终日参加各种聚会，

后人常为此叹息。

同是科学伟人，霍金、居里

夫人和爱因斯坦则完全不同。

霍金和爱因斯坦不把自己身上

已有的桂冠当成一生研究的成

果，居里夫人则对自己获得的

诺贝尔奖不以为意。

人生也需要走过失意的低

谷，不然将一蹶不振，无法东山

再起。例如研制炸药的诺贝尔、

世界文豪海明威、研究电磁感应

的法布尔，也都经历过无数次失

败、世人怀疑的低谷，却最终得

以完成伟业。

同时，也有许多人因一次失

败、一次打击便再也不得翻身。许

多在世人眼中的失败者大多如此。

人，不能因胜利而自满自

足，停滞不前；亦不能为失败而

自卑自怜，一蹶不振。

辉煌和失意都是短暂的，姑

且称之为变态；而平淡是漫长

的，则称之为常态。人不能花太

多时间在变态上，而应在常态中

不断完善自我、修行自我。

怀一颗常态的心，拈花笑

看辉煌与低谷。

当然，也并不是说在高兴

与忧愁时不能表现出来。喜怒

不显于色着实不易，但不能持

久，还是要尽快投入到新的生

活、学习、工作中去。

不论高峰还是低谷，我只

拈花微笑。

暴雨滑过我的身体
暴雨滑过我的身体

在七月

我寻找闪电之中有没有一种惊奇

像一树凛然

猎猎于苍茫大地

像一瓢大风

肆意渲染苍宇间 无穷的力

猛烈些 再猛烈些

让这噼啪的雨珠

化作欢呼

化作荡涤灵魂的诗句

从北到西 我愿赤足领略

季节深处藏了多少载的秘

哪怕一分

或者瞬间

我只知道站着

即便被风吹折 也不躺着死去

一场暴雨

总会把一些肮脏涤去

来吧 风

来吧 雨

我就是一树弱柳

也要狂草出我的畅意

■ 诗歌

□赵稳成

婚礼价格
婚礼前，新郎问主持人：“主持一场婚

礼多少钱？”

主持人说：“新娘子越漂亮价格就越

贵！”

新郎不好意思地给了主持人一元钱。

主持人一愣，回头看了一眼新娘，然后

又找回了5角。

数星星
一个繁星闪烁的夜晚，妈妈和儿子在

院子里玩。妈妈逗儿子说：“宝贝，你数数

天上有几颗星星吧。”

儿子仰起头认真地数了起来，过了一

会儿，他说：“妈妈，天太黑，数不清，等天亮

再数吧。”

周口市地税局 苏童

■ 小幽默

艺苑■

□安金亮

百花园中添新秀，手指作画第一人

《花开富贵》

《梅花香自苦寒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