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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书有一个故事，一个故事叙
述一段人生，一段人生折射一个世
界。岁月更迭，我已经记不起捧起的
第一本书的内容，但是我知道，从这
里，我开始走进和认识世界。

苏格拉底说：“知识即美德。”人的
亮丽容颜终会被光阴剥去，但是文字
能够穿越时间的屏障，在千万年的后
世，流淌出一股清香。

读书能够荡涤浮躁的尘埃污秽，
过滤出沁人心脾的灵新之气，甚至还
可以营造一种超凡脱俗的娴静氛围。
只有读书，才能让人沉潜，让人寂静。
这种静的过程就是让自己的心变得宁
静淡泊，拿起一本沉甸甸的书，即便未
曾翻页，心态已然宁静。

五柳先生“好读书，不求甚解，每
有会意，便欣然忘食”。当你枯燥烦闷

时，读书能使你心情愉悦，为你展现异
样风景；当你迷茫惆怅时，读书能抚平
内心，让你看清前路；当你心情愉快
时，读书能让你发现身边的美好，让你
更加享受生活。

读《巴黎圣母院》，让我们看到如
此丑陋的卡西莫多却能够拥有善良美
丽的心灵，感悟到平静从容、不卑不亢
之气。读王蒙的《宽容的哲学》、林语
堂的《生活的艺术》，能让我们拥有诚
实，舍弃虚伪，感悟淳朴之气的弥足珍
贵，于是平静而坦然地度过每一个晨
曦、每一个黄昏，使人生更加有意义。
读史蒂芬·霍金的《时间简史》，畅游在
粒子、生命和星体的处境中，感受智慧
的光泽，犹如攀登高山一样，眼前瞬间
呈现仿佛九叠画屏般的开阔视野。

每一本书都是一个朋友，教会我

们如何看待人生。读书是人生一门最
不可缺少的功课。

犹太人让孩子们亲吻涂有蜂蜜的
书本，是为了让他们记住：书本是甜的，
要让甜蜜充满人生就要读书。读书是
人生最难得的存折，一点一滴地积累，
你会发现自己是世界上最富有的人。

读书能安慰心灵，使我们摆脱悲
哀和痛苦的羁绊；读书可以使枯燥乏
味的岁月化为令人愉悦的时光。就从
此刻，沏一盏茶，伴着书香去体会入神
忘情的读书之乐。

常有书香在心涧
■杨海斌

有一首歌唱道：“黄河九曲十八弯，
最后一道弯甩在了我的家门前。”60年
前，沿着这道弯向东南蔓延开去，一千多
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起起伏伏地布满了
无数沙丘，除了沙丘，便是白花花的像撒
了一层雪似的盐碱地，这布满沙丘和盐
碱荒地的地方，便是我的故乡，河南省兰
考县。从我参军至今，整整 50 个年头
了，常听人问我你是哪里人？我回答总
是闪烁其词，要么说是豫东人，要么说
老家开封，开封是管辖兰考的行政专
署，豫东是兰考的大方位，这样说并没
有错，可就是不愿直接说是兰考人。为
什么？因为兰考以穷名闻天下，记得每
每只要说自己是兰考人，对方那种怜悯
同情加刨根问底的追问，让你丝毫没有
了那种故乡的光荣和自豪。“你们那儿
现在还要饭吗？”“你们那儿还那么穷
吗？”“你们不是内地吗？怎么那么多的
沙漠荒地呀？”这一连串的追问，让你立
即联想《谁不说俺家乡好》的民歌，觉得
有种无法遮掩开裆裤般的寒酸和羞涩。
不瞒你说，直到前几年，我都不肯直言故
乡是兰考。

兰考之穷，有一点可以证明，东西大
动脉陇海铁路从兰考穿境而过，但若有
外宾乘车经过时，外事部门一般安排晚
上。因为兰考境内铁路两侧一年到头
如雪般的盐碱地，让外国人看了影响很
不好。

党中央一直关注兰考，新中国刚刚
成立，毛泽东便风尘仆仆来到兰考，在兰
考的堤坝上，面对贫困的兰考和带来贫
困的黄河，坚定而深沉地发出那句振聋
发聩的号召：“一定要把黄河的事情办
好。”1963年，上级又把焦裕禄派到兰考担
任县委书记，为了改变兰考面貌，他忍着
病痛坚持工作，直到生命最后一刻。党
的历届领导人都十分关心兰考。习近平
就任总书记，干脆把兰考作为自己在第
二批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中的联
系点。

历史上，兰考的确太穷了。只说两

件小事。我是 1969年参军到部队的，那
年一火车拉走了我们 700 多个兰考青
年，当时东北边境正发生自卫还击作战，
说是准备将我们这批新兵直接送往边
境。青年人一腔热血，保家卫国，捍卫国
土，甚至在穿军装前很多人还写了血书
表决心。但是，在内心几乎每个人都还
有一个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小小目的，
那就是到了军营至少不挨饿，可以吃上
大米白面。对于这个隐藏于内心深处的
目的，谁也不愿说出口来，那叫思想落
后。记得新兵连第一顿饭，一个叫王虎
的新兵特别能吃，雪白的大馒头一顿吃
了 8个，还觉得余兴未尽。第二顿饭，当
吃到第 7个馒头时，他抬头看看班长，班
长点头示意，叫他放心吃。第二天早上，
他依然吃了七八个馒头。吃完饭，他一
抹嘴，终于忍不住直接去向安徽籍的朱
指导员说出憋在心里的话：“指导员，我
们为什么天天过年呢？”此话并不为怪，
在王虎的记忆里，从小到大只有过年才
可以放开肚皮吃馒头呢。指导员哈哈大
笑。于是这句“天天过年”的话，就此成
为全师称谓这批兰考兵的玩笑语。

据说，那年新兵连伙食大大超支，新
兵团不得不向上级写了一份要求粮食补
助的特别报告，师长政委批复：“这批兵
都是兰考灾区来的饿娃娃，十八九岁，正
长身体呢，必须让他们吃饱，放开让他们
吃。”结果新兵训练一个月，一个百余人
的新兵连，竟然超支粮食 3000多斤。“兰
考灾区来的饿娃娃”，几十年来，都深深
刺疼我的心。

我是 1971年提干的，提干就进了机
关，进了机关每天一斤半粮票，4毛 5的
伙食费，这是发到个人的。当第一次领
到每月 45斤全国通用粮票时，我第一是
想到故乡的父老们：要节省用啊，要想到
饥荒年。我的确也是被故乡的挨饿吓怕
了。结婚以后，我们夫妻更达成共识，每
天尽量多吃副食，省下粮票准备寄往家
乡，以备饥荒年故乡亲朋急需。如此下
去，直到 1993 年，我们居然积累了 3000

多斤全国通用粮票。我们高兴，这足以
为父老解饥荒之忧了。万万没有想到，
随着国家经济生活的变化，1993 年，国
务院决定在全国取消粮票，粮食可以自
由买卖。于是，我们节衣缩食十几年从
牙缝省下的数千斤粮票，顷刻间成为一
堆废纸。

如今故乡变了，变化亘古未有。温
饱成为问题，似乎已经成为遥远的历史，
可仔细想，故乡兰考历史之变，还是
1978 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记
得 1978 年年终岁尾，我回到故乡，那是
一个令我终身不忘的日子，善良朴实的
乡亲们拿着刊发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的
报纸，带着异常的兴奋和喜悦，要求我这
个北京来的人说说公报与百姓到底有怎
样的关系，让我说说这个文件能不能解
决咱百姓温饱问题。我尽己所能去解说
我对三中全会公报的理解。可以说，一
个中央文件，让我第一次看到和最底层
百姓的心如此紧密地联系着，产生如此
强烈的思想波澜。此后，就是这样一个
文件，给一个历史上的贫困县带来了沧
桑之变。

从那年开始，历史似乎发生了奇迹，
焦裕禄那一代人做梦都想实现的愿望终
于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实现了。那
连绵的沙丘忽然间消失得无影无踪，那
陇海铁路两侧看不到边的盐碱荒地，变
成了一望无边的肥沃良田。我曾经带着
十分的好奇回故乡想解读这个历史之
谜，毕竟这里从大秦帝国时期就是有名
的沙荒之县哪，2000 多年前，当秦始皇
去泰山封禅路过此地，狂风漫天，黄沙
怒卷，于是秦始皇下诏，此县改名“东昏
县”。如今，这千年历史因何突然就改变
了呢？

有干部告诉我，这里土地的变化是
因为老百姓大量使用了磷肥，磷肥根治
盐碱。也有人说因为大量栽种棉花，棉
花专以盐碱为肥料。至于沙丘消失则
是因为引黄灌淤的结果，等等。还是老
百姓说得最为直白，这 40年，之所以超
过历史 2000 余年，就是因为政策变了，
政府给了咱老百姓自主权，老百姓把土
地当成了亲生儿女，土地自然便成了金
娃娃。

乡亲们说得更直接，说故乡真正的
更大的变化，还是习近平就任党的总书
记以后。作为焦裕禄精神的发祥地，党
的总书记把兰考作为联系点，是他一年

两次来到这个僻远之县考察，是他参与
部署兰考脱贫攻坚工程，是他参加兰考
县委班子的民主生活会，是他到村庄与
乡亲们面对面心对心的交流，更是他让
老百姓真切感受了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
的宗旨的温暖。许许多多的乡亲们，如
今都能讲出几个自己和党的总书记交往
的故事。领袖与百姓如此近距离的密切
交往，这就是共产党人的品格和风范，这
就是兰考脱贫发展的原动力。

如今，兰考已经在发生天翻地覆的
变化，仅 2016年来，像世界 500强企业富
士康，像恒大国际、光大国际、格林美等
近万人企业 30余家，总量 700多亿的投
资，都选择在兰考落地生根。如今，你走
进兰考，1978 年前的三条马路九盏灯，
已经被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所取代。
那宽阔的街道、现代化的建筑群，那有
几分沿海气象的工业开发区，那带有几
分现代化都市味道的繁华，都会深深地
震撼着你。那些当年的破旧草房、泥泞
土路早已不见踪迹，宽阔的柏油马路，
粉墙黛瓦的楼房，成为今日兰考的基本
形象。

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
辱。如今在与乡亲们愉快的交谈中，人
们说得最多的一句话是：是共产党、是改
革开放给咱带来了好日子，是党的领袖
习近平直接关心咱兰考百姓的结果啊！
人们还说：要是焦书记活着该有多好。
是的，今日之变，不正是焦裕禄那一代共
产党人的期望吗？在老家仪封乡，我居
然看到只有城市街头才能看到的广场
舞。那些本来带孩子、缝衣做饭的媳妇
姑娘们，如今也像北京街头的大妈一样，
扭起欢快的歌舞。故乡人用欢快来表达
对美好生活的赞美。

2017年 3月 27日，对兰考 80多万人
民来说，这是一个非常神圣、值得纪念的
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日子。这一天，河南
省举行兰考县退出贫困县新闻发布会，
经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评估并经河
南省政府批准，兰考县成为河南省贫困
退出机制建立后首个脱贫的贫困县。

今年国庆节后，河南网络媒体举行
全省养老宜居城市评比，故乡兰考居然
名列其中。更喜人的消息是，我们那个
僻远乡村仪封，居然成为全省美丽乡村
建设的第一个示范村。

面对这日新月异的变化，我自豪地
大声说：我骄傲，我的故乡在兰考。

我的故乡在兰考
■陈先义

从我记事起，就时常听到母亲一
边干着手中的活计，一边轻声吟唱带
有浓郁家乡韵味的小曲。那曲调委婉
柔美，如歌如诉，与浓浓的方言融合成
独具风格的旋律。它飘进我的耳蜗，
如涓涓溪流，让母爱的温馨浸润我的
心田。

母亲于新中国成立前出生在湘西
大山深处的一个小山村，家里还算富
足，供她读完了小学。我想，母亲哼唱
的应是流传当地的民间小调，像似一
种地道湘西曲风的原生态说唱，有着
相对固定的调式，唱词却是母亲视情
视物随意填上的。一方水土养一方
人，一方人总有自己独特的情感表达
方式。那乡曲增添了生活的情调、色
彩，也烙下了难以割舍的乡愁。

母亲 20岁就嫁给了父亲，新婚不
久父亲参军上了江西军大，后入朝参
战。父亲回国后，母亲随军到了东
北。从一座军营到另一座军营，家搬
了数次，母亲忙碌着拉扯 3个孩子，10
多年都没回过老家。是母亲嘴边的乡
曲，让我感受到深藏母亲心底的浓浓
的乡音乡情。

那乡曲伴着母亲穿针引线，缝缝
补补，我和妹妹弟弟在 10岁前，几乎
都是穿着母亲亲手缝制的衣裳、编织
的毛衫。我每次放学一进家门，当饭
菜的香味和着母亲哼唱的乡曲从厨房
飘来，便会兴冲冲地跑过去，急着瞧瞧
母亲做了啥好吃的，还会用手去拑盘
子的菜，想先尝为快。这时母亲总是
嗔怪地拍一下我的手，说道：“快去洗
手，上桌再吃。”

我孩提时的记忆里，父亲一直很
忙，加班是一种常态，还经常出差下部
队。母亲一边工作一边操持家务，尽
管整天忙忙碌碌很辛苦，可从未听到
母亲有半句抱怨。我是听着母亲嘴边
的乡曲长大的，那乡曲让我感悟到的
是母亲的勤劳、坚韧、豁达，特别是乐
观面对生活的态度。

记得参军临行前，母亲哼着乡曲
为我赶织了一件毛背心。从当兵到提
干，从连队到机关，从部队到院校，那
件毛背心我穿了十几年。“慈母手中
线，游子身上衣。”母爱传递的是无声
的教诲和力量。

那年，我妻子怀孕，母亲千里迢迢
赶来照顾她。一天，我下班刚进家门，

就听到后凉台传来熟悉又许久未听到
的乡曲，走近一看，母亲正在细心地给
刚杀的一只鸡拑毛。这是母亲特意到
几里外的集市上，买来的农家自养的
活鸡。当母亲把一盆香喷喷的母鸡炖
蘑菇和红枣端上餐桌时，我和妻子的
眼窝都湿润了。至今妻子还常说起，
她怀孕时我母亲做的鸡，是她吃过的
最好吃的鸡。

令我最遗憾的是，一生奔波劳累
的母亲，不到 60岁就患上癌症。她与
病魔顽强抗争了 5年。父亲告诉我，
在母亲去世的前几个月，她还参加了
单位组织的歌咏比赛活动。

从军 40 多年，一路走来，母亲乐
观的人生态度始终激励、鞭策着我。
每当在工作岗位上立功受奖时，我都
会想象到，如果母亲天堂有知，一定会
高兴地哼唱起那甜美的乡曲。

转眼母亲已走了 24个年头，至今
她的容貌仍常常清晰地浮现在我的眼
前，冥冥中她嘴边哼唱的乡曲还会萦
绕耳畔……我确信，这就是母亲留给
我的岁月也抹不去的记忆。

母
亲
的
乡
曲

■
邓
一
非

赵雷最近又“爆发”了。这不，他
一个猛子扎到连队，一批文章登上报
端，《走向“诗和远方”，是啥绊住士官
的腿？》《战士成了排长，说话为啥还不
响？》《带兵人：我们跟上新时代了
吗？》，等等，字字充满热血和胆气，如
呼啸的子弹！

在兵们眼里，报道员赵雷总是“箭
在弦”“刀出鞘”。好兵的职责，就是为
使命冲锋陷阵！也许一个报道员不算
啥，但赵雷却干得热血沸腾，像战争年
代炊事班长守着活命的青稞、司号员
守着冲锋的铜号、饲养员守着出征的
战马。怎能说不算啥？

在报道员这条路上，赵雷已加速
前进 16年。他不知疲倦，一路奔跑。
累了，他就绕着炊事班侍弄的菜地走
上一圈。绿油油的菜地，就像他青葱
一样的年华。头顶是辽阔星空，耳畔
是寂静虫鸣，脑海里腾跳的是一个又
一个生龙活虎的身影。所有喧嚣都在
夜晚熄灭，而夜晚于他刚好是沙场。

他感激部队，给了他那样的沙场！
这些年，军地新闻奖他没少拿，先

后 5次立功，名字进入部队史馆功臣
名录。

多年后，他还在庆幸，如果不是那
样的奔跑，生活的轨迹不知道会停泊
在哪里。也许，他还窝在家乡的饭店，
做一个“水二”或“切堆儿师傅”。

入伍之初，因 BB机欠费停机，武
装部部长联系不上他，他差点错过军
旅征程。等他把电话打过去，才知道
运送新兵的专列都已经开出城了。愣
怔片刻，他突然撒开腿一路狂奔……那
天，他穿着没有领章帽徽的肥大军装，
“千里打车追火车”的故事成了新闻。

学生时代，赵雷就已在家乡报纸
发表过诗作。到了新兵连，赵雷算是
一个秀才。连队驻训时间紧，但他逮
住啥写啥的嗜好一点没减。操课、训
练、劳动、好人好事，甚至那谁谁一顿
吃了 6个馒头、那谁谁夜里说了梦话，

在他眼里都是值得写的事儿。白天，
脚打后脑勺，晚上他就在“地窝子”里
打腹稿，三更半夜爬起来借着手电光
写下来。

赵雷依然记得当年在军区报纸
发表的处女作。短短 63个字的一则
简讯，被他一次次温柔地抚摸，都掉
色了。

一晃，16 年风霜雨雪。数一数，
130余万字心血结晶。每一个字似乎
都在向逝去的岁月发出有力的呼喊。
那呼喊声里，集结着他的战友、他的团
队，以及他们如火般炽烈的青春，也集
结着一个“兵记者”对职责的忠诚守望。

每当写不出好文章，如蚂蚁钻心
时，赵雷便从母亲的“菜根”里得到启
示和力量。深夜孤灯，想起年少时母
亲嚼菜根的场景。菜根不好吃，母亲
却说菜根里藏着白菜的味道。他和弟
弟妹妹信以为真，每次都争着抢着把
煮熟的菜根夹到母亲碗里。长大了，
他才知道母亲嚼的不是菜根，是对艰
苦岁月的隐忍与希望。

那年，给他力量的母亲突然患了重
病。他突然意识到，工作要努力，孝心
也要奔跑。他写好假条，带回家的除
了当兵以来的全部积蓄，还带上了自
己多年发表的作品和各种奖励证书。
他相信在部队取得的每一个成绩，都
是对母亲的慰藉。因不堪病痛折磨，
母亲多次想轻生。他给母亲讲故事，
唱军歌，讲在部队奋斗的日日夜夜。

母亲心上的阳光一天天多起来。
一天，当他给母亲洗脚时，洗着洗着，
他突然泪流满面。母亲脚后跟的老茧
又厚又硬，像母亲所过的粗糙的日子，
让他心疼。他一边掉泪，一边祈祷：
“愿病痛以 10倍的烈度降临于我，让
我换回母亲的健康和平安！”

他的孝心创造了奇迹——母亲的
病好了。那年，赵雷成了师里年度最
感人“新闻人物”。那年，赵雷被借调
到军区报社帮助工作。后来，如果不
是军区报纸停刊，赵雷奔跑的脚步一
定会更深、更远。

回到基层部队的赵雷，依旧愿意
往“兵堆儿”里扎。他在部队这片沃土
生根发芽，他还想在这片丰厚的沃土
中，木秀于林。

一路奔跑
■戴 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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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腹、挺胸、提臀、两眼平视前方……

排长在队列前恶狠狠地咆哮：

即使你矮得像一截树桩

也要站出顶天立地的气势

“你们中间的任何一个人偷奸耍滑

也逃不过我的眼睛。”排长的眼中

喷出火花，像火山喷出熔岩

哦，顶天立地，当新兵时

老排长的那段训话

和他眼中的火山熔岩

促成了我多年的造山运动

十四年了，我从不敢偷奸耍滑

十四年了，我一直在摩崖上

提刀刻字

我要在胸膛，堆一座泰山，日出东方

大海在侧，君王的气度，让群山俯首

在肝胆之间，堆一座华山

在飞鸟打道回府的空中

用刀锋砍出一条通往绝顶的路

道不孤，虽千万人吾往矣

在胃里，堆一座黄土高原

并时刻提醒自己：

饮下九曲黄河、一地风沙和千秋荣辱

方得高天厚土之气象

在头顶，堆一座高出天庭的雪山

众河之源，苍凉的气息，含藏高处秘境

意念中，堆一座天山，梦回大唐盛世

“晓战随金鼓，宵眠抱玉鞍”

多年后，那几座山初具形体

我也当上排长

同样用那句话

引导我的士兵

我要邀请他们，一起加入

这旷日持久的造山运动

堆出更多的山脉、丘陵、河流、海岛

直至眼前的队列，起伏成

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祖国

造山运动
■雷晓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