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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与自然

♣ 娜 也

冬雪骤降

乔杜里与拉姆是少时好友，他们一起上学，游荡，长
大。直到乔杜里去英国读大学，家人也搬到加尔各答。离开
孟买时乔杜里没有丝毫留恋，因为他看不起这座城市，时
刻准备逃离，拉姆则像个傻瓜一样，一直被蒙在鼓里。当大
学毕业回孟买小住的乔杜里再次遇到拉姆，却发现此时他
已身染毒瘾。但两人还是重修旧好，开始不时联络。此后多
年，乔杜里成了知名作家，奔波于英国和印度之间，参加活
动，接受访问，他才慢慢意识到自己对孟买有多眷恋，路边
每栋建筑，每个街角，遍寻的每道美食，每个故地……这里
到处都散落着珍贵的回忆……而拉姆，是回忆里最重要的
部分。

时间既向前流逝，也倒流回溯。每次回孟买，乔杜里都
会陪拉姆参加戒毒机构组织的活动，拉姆也会参加他的读
书会。虽然历经沧桑，但他们又开始像小时候一样四处游
荡、闲扯、追忆喜欢的女同学，谈论当下和未来……纵使人
情冷暖，唯有真正的友谊无须粉饰。哪怕世事多变，唯有宽
厚的故乡不计前嫌。

全书通过回忆与现实交织的手法呈现，表达了作者对
朋友、亲人、故乡存在意义的重新思考。以及对从当年不懂
到如今领悟过程的深切体会。

《少年时光的朋友》
唯有宽厚的故乡不计前嫌

♣ 春眼秋手

新书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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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大雪，覆盖了北方的原野，
也覆盖了朋友圈。有人晒出各种
照片赞美它洁白美好，有人说它以
博大的胸怀包容了世间所有的丑
陋，还有人抱怨它给生活带来了种
种不便……铺天盖地，不绝于目。

我和孩子到小区后面的沿河
风景区拍照玩耍，兴致勃勃，直到
满身是汗仍意犹未尽。回到楼下，
却看见一对中年夫妇，正在翻腾卡
车上没来得及卖出去却已冻伤的
蔬菜，面色凝重。我心里一沉——
为了给孩子提供更好的学习环境，
他们租了两间地下室在这个小城
安身，以卖菜为业。他们每天早出
晚归，冒着酷暑或迎着寒风站在路
口摆摊，这一车菜不知几天才能赚
过来？

人间万事，无论表面如何温良
美好，背过身去皆手握利剑，寒光
凛凛。

又想起前几天在森林公园看
到的鸟窝，高高地戳在树梢。这一
场大雪，鸟儿们熬得过去吗？雪来
得突然，也太大，不知它们是否备
足了食物。我着实感觉到自己的
肤浅和自私，照片上作态的巧笑其
实也不怎么美。我的每件冬衣几
乎都装饰着动物的皮毛，填充着鸡
鸭的绒羽。

在这个猛然雪降的冬夜，流
浪着多少只无处避寒的小兽，瑟缩
着，像一个个无家可归的孩子。当
我的手再一次触到那一件自以为
华贵的冬衣，仿佛看见了好几只狐
狸披着水滑光亮的皮毛在眼前跳
舞。我常自命良善，却从未认真
思量过“没有买卖就没有伤害”的
道理。

世间众生皆有悲苦，站在塔尖
的人类是不是也该俯下身来？终
于理解，为什么有人只食素食，为
什么有人只着布衣。他们面对生
命的悲悯和敬畏，让我看见自我的
卑劣和虚妄。

刚下过一场大雪，深处没过膝
盖，最浅处也埋过鞋腰。半路上，
看见母亲的身影正一点点靠近。
她吃力地前行，一上来就拉我的
手，顾不上擦一擦鼻子上渗出的细
汗。母亲说，上小学时，她总是雪
后的黎明事先为我清扫出一条上
学的路。雪下得很实在，需要先用
铁锨铲一遍才能扫得动。二百多
米，“咔嚓咔嚓”一口气铲到头儿，
浑身汗津津的特别舒服。这些，我
都不知道。

回到家双脚通红，腾腾地冒着
热气。记得看一部小说，里面说起
过去农村的孩子跑到很远的村庄
去看电影，回来时浑身“热呼呼”
的。我当时以为用错了字，应该是

“热乎乎”才对。此时明白，只有
“热呼呼”才能有热气腾腾的情
态。母亲清晨扫雪，孩子们在雪里
奔跑，还有人们风风火火地做事，
都需要用“热呼呼”来形容才更加
贴切，才更能感觉到爱的温度和生
活的热情。

有些事情疑惑了好久，却不知
在某个时候竟豁然开朗。下午，接
到弟弟的电话，问我雪是不是下得
很大？他在温暖如春的云南时刻
关注着北方的天气。他说，一下雪
就想到了过年，就像闻见那一锅劈
柴炖肉的味道，丝丝缕缕地飘出
来，慢慢弥漫了整个院子的上空
……他和我一样想念年迈的母亲，
梦见了儿时的炊烟。

生命与爱，永恒。

百姓记事

♣ 郭洁妮

记忆里的春节

香如故（国画） 冯 杰

有一份悠长的期待，牵引着万千游
子归心似箭。走尽天涯路，芳华绕无
踪。留不住那些匆匆逝去的日光和月
影，拴不住童年那些令人怦然心动的温
情与记忆。总想穿越时空的隧道，再回
到儿时过年的喜悦氛围之中。

关于春节的那些久远的记忆，一切
依旧那么鲜活。我的老家在古都洛阳，
我记得一进入腊月，年的气氛就开始慢
慢变浓起来。那些传统的年画，给我留
下很深的印象，回想起来依然历历在
目，那红彤彤的的纸对联，更是散发着
独特的墨香。腊八一过，我和哥哥就开
始扳着手指头数着过年的日子。哥，还
有11天就要过年了。哥，还有9天就要
过年了。哥，明天就要过年了……在我
幼小的心灵里，等村子里家家户户都贴
上了对联，就等于宣布正式拉开了年的
大幕。

妈妈在除夕的前几天就开始忙活
起来，蒸年糕、做饺子、蒸馒头，馒头上
还不忘点个小红点。除夕晚上，等我们
都睡着了，妈妈会把做好的新衣服放在
我们枕边。这个美丽的夜晚，总是充满
了祥和与神秘。

初一清晨，睡梦中的我被喜庆的鞭
炮声惊醒，赶紧爬起来穿上新衣新鞋，
跑到外面看哥哥弟弟燃放鞭炮。鞭炮
声欢笑声映红了我们的小脸，那一刻，
恍然觉得世界上最幸福的事情就是过
年。鞭炮声过后，等待我们的是饭桌上
香喷喷的饺子，妈妈会在饺子里包几个
硬币，按我们当地的风俗，谁吃到硬币，
预示着来年会行好运。据说这是来自
农耕文明时，劳动者对于新的一年财富
的美好祈愿。饭后我和哥哥弟弟会一
起给父母磕头拜年，然后父母给我们一
一发压岁钱。

很多年过去了，一些往事都已淡
忘。但儿时过年的情景，永远都留在我
的心中。回忆整个儿时的纯真，我会捡
拾记忆的碎片，怀念经年过往，怀念我
们热爱的家乡，怀念中华民族博大精
深、生生不息的历史文化……愿每一个
漂泊天涯、尝尽风尘的游子，在新年到
来之际，都能像我一样回家过年。

文化漫笔

【原典】国有四维，一维绝则
倾，二维绝则危，三维绝则覆，四
维绝则灭。何谓四维？一曰礼，二
曰义，三曰廉，四曰耻。——春秋·
管仲 见《管子·牧民》

【注释】国家有四维，缺了一
维，国家就不稳；缺了两维，国家就危
险；缺了三维，国家就倾覆；缺了四
维，国家就会灭亡。什么是四维呢？一
是礼，二是义，三是廉，四是耻。

【解读】管仲（约前 716—前
645），齐国颍上（今安徽颍上）人，
名夷吾，字仲，春秋时期齐国著名
的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祖先
姓姬，是周穆王的后代，父亲管庄
是齐国的大夫。因父亲早逝，家道
中衰，而老母在堂，为维持生计，
管仲不得不过早地挑起家庭重
担，与鲍叔牙合伙经商。他们俩一
起赚钱，管仲总是多分给自己。对
此人们背地议论，说管仲贪财。鲍
叔牙就替他解释，说管仲这样做，
是由于他家贫困；管仲三次参加
战斗，每次都临阵脱逃。因此人们
讥笑管仲贪生怕死。鲍叔牙听到
后就向人们解释说，因为他家有
年迈的母亲，全靠他一人供养；管
仲多次想为鲍叔牙办好事，不但

没有办成，反而增添新的麻烦。人
们都认为管仲缺少本领，鲍叔牙
却不这样看，只是机会没有成熟
罢了。在长期交往中，两人结下了
深情厚谊。管仲多次对人讲：“生
我者父母，知我者鲍叔牙。”这就
是成语“管鲍之交”的来历。公元
前 674 年，齐僖公驾崩，太子即
位，此时管仲辅佐二儿子公子纠
逃到姥姥家鲁国避难，鲍叔牙辅
佐三儿子公子小白逃往较近的南
邻莒国去躲避。不久新君被杀，两
个逃亡在外的公子，一见时机成
熟，都急匆匆回齐国争夺国君宝
座。因莒国近，鲁国远，管仲怕公
子小白先回到齐国，于是亲自率
兵伏击公子小白，当车马走近，就
操起箭一箭射中，公子小白口吐
鲜血，应声倒下。管仲见公子小白
已死，就率领人马回去陪着公子
纠慢慢赶路。其实公子小白并没
有死，射中的只是铜衣代勾，公子
小白急中生智装死倒下。然后昼
夜兼程，顺利登上了君位，这就是
后来著名的齐桓公。齐桓公即位
后，逼鲁国杀死了公子纠，另一个
辅臣召忽自杀，又让把管仲押到
齐国，准备剁成肉泥，后经鲍叔牙

反复劝说，竭力推荐，齐桓公捐弃
前嫌，拜管仲为上卿。通过一系列
的文治武功，管仲辅佐齐桓公成
为春秋时期的第一霸主，被誉为

“春秋第一相”。管仲死后，谥曰
敬，又称敬仲，史称管子，被后世
尊为“圣人之师”。管仲还是先秦
诸子中法家的代表人物，其思想
集中体现在《管子》一书。

大家知道，周朝灭商前各路
诸侯数以百计，周朝开国时又新
封了 71个诸侯国，经过西周 300
多年的征伐兼并，到春秋时期大大
小小还有140多个，当时在黄河下
游比较活跃的大国有齐、鲁、郑、
宋、卫等国，这中间以齐、鲁、郑为
强。这个时候边境的各族也都发展
起来，北狄、由戎南下，西戎东进，
南蛮北上，严重威胁中原各国，而
伊洛之戎又进攻周王室。周王室经
过一系列内忧外患，基本上就成了
一块招牌、一个旗号或者说一个象
征。管仲所处的正是王室日薄西
山，诸侯征战不休，列国争相称霸，
蛮夷频繁骚扰的混乱时代。管仲的
一生可以用一个关键词来概括
——“佐王争霸”。那么，围绕“争
霸”，管仲都推行了哪些路线方针

政策？这其中包含的廉政主张是什
么？在总体战略布局中起什么作
用？下面我们一一介绍：

第一，在政治路径上，绘制
了一条“称霸路线图”。这条路线

图就是“顺民—富国—强兵—尊
王攘夷—称霸天下—德法并重—
长治久安”。管仲最早提出了“以
人为本”的民本思想，指出“夫霸
王之所始也，以人为本，本治则国
固，本乱则国危”。齐桓公问：“那
我想使国家富强、社稷安定，要从
什么地方做起呢？”管仲回答说：

“必须先得民心。”齐桓公接着问：
“怎样才能得民心呢？”管仲回答
说：“要得民心，应当先从爱惜百
姓做起；国君能够爱惜百姓，百姓
就自然愿意为国家出力。”齐桓公
又问：“百姓已经富足安乐，兵甲
不足又该怎么办呢？”管仲说：“兵
在精不在多，兵的战斗力要强，士
气必须旺盛。士气旺盛，这样的军
队还怕训练不好吗？”齐桓公又
问：“士兵训练好了，如果财力不
足，又怎么办呢？”管仲回答说：

“要开发山林，开发盐铁业，发展
渔业，以此增加财源。发展商业，
取天下物产，互相交易，从中收
税。这样财力自然就增多了。”齐
桓公问：“民足、国富、兵强，那可
以争霸天下了吧？”管仲严肃回答
说：“还不可以。争霸天下是件大
事，切不可轻举妄动。”接着还系

统论述了尊王攘夷的外交等策
略。管仲描绘的国家治理体系使
齐桓公的问题全部迎刃而解，不
久就拜管仲为相，称为仲父。

第二，在经济政策上，改革
开放，广辟财源。这里有几项措
施。第一项措施是改革行政区划，把
国都划分为六个工商乡和十五个士
乡，共二十一个乡。郊外三十家为一
邑，十邑为一卒，十卒为一乡，三乡
为一县，十县为一属，全国共有五
属，设五大夫，全国形成统一的整
体。把国政分为三个部门，制订三官
制度。每年初，齐桓公听取五属大夫
的汇报，督察其功过。第二项措施就
是“以粮为本”，实行“相地而衰”的
土地税收政策，就是根据土地的好
坏不同，来征收多少不等的赋税；实
行粮食“准平”政策，设“轻重九府”，
观察年景丰歉和人们的需求，来收
散粮食和物品。第三项措施是发展
工商业，规定“处工就官府，处商就
市井”，就是工匠和商贩居住要相对
集中，不准杂处，这样既利于生产经
营，又利于世世代代子承父业。第四
项，规定“泽立三虞，山立三衡”，把
全国的山林河泽统一管理起来。第
五项，“轻重鱼盐之利，以瞻贫穷”，

可能就是盐铁专卖。此外，采取铸造
货币、调剂物价、免除关市之征等措
施，鼓励与境外的贸易，为了增加税
种，管仲在历史上还首开“红灯区”
先河，这就形成了农林牧渔工商盐
铁齐头并进的发展局面，使齐国很
快积蓄了雄厚的财力，具备了争霸
的经济基础。

第三，在军事方针上，军民
一体，精兵强军。在保持常规武装3
万人的前提下，寓兵于农，规定国
都中五家为一轨，每轨设轨长。十
轨为一里，每里设里有司。四里为
一连，每连设连长。十连为一乡，每
乡设乡良人。五乡为一军，立元帅。
这样把保甲制和军队组织紧密结
合在一起，每年春秋以狩猎来训练
军队。同时又规定全国百姓不准随
意迁徙，人们之间团结居住，夜间作
战，只要听到声音就辨别出敌我；白
天作战，只要看见容貌，大家就能认
识，做到招之即来，来之能战，军民
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为
了扩充武器装备，规定犯罪可以用
盔甲和武器来赎罪。这种军民结
合、全民皆兵的军事体制，
既可以解决局部战斗，也
能够应对大规模战争。

一句话，一个人，一段历
史，一束思想，一种文化，一个
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源泉。

——《廉语金典》

今年 2 月 7 日，是人民日报发表
《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53 周年。
自从这篇长通讯发表以来，焦裕禄这
个名字响彻华夏大地，他的英雄事迹
感动了无数中华儿女，他的精神激励
影响一代又一代党员领导干部。今天
重读这篇通讯，这位县委书记榜样的
高大形象再次展现在我们面前。

能读到这篇通讯，不能不记起写
作这篇通讯的三位新华社记者，他们
是穆青、冯健和周原。

1965 年 12 月，穆青带着冯健一
同去西安，新华社准备在那里开会。
为了能先找到一个突破口，他决定在
河南停一停，因为这里是灾害比较严
重的地方，看看能不能找到心目中的
英雄。在一个座谈会上，坐在一旁的
周原一声不发，穆青点名让他发言。
周原说没有指定他发言，在穆青的鼓
励下，周原把他最近在豫北原阳、延
津、封丘等灾区 7个月的情况，全盘托
出，而且谈了一些自己的看法。穆青
听后非常激动，穆青说了一句很有分
量的话：“在河南当记者，不去灾区采
访，就不是一个好记者。”

这个座谈会后，穆青去了西安，临
走时，他让河南分社领导给周原留下
话，让周原先到豫东灾区摸摸情况，物
色几个线索，10天后他们回来听取汇
报。当天，周原就去了豫东，他先到杞
县，后来到了兰考，在县委大院，遇见
刘俊生。周原说明来意，刘俊生就把
焦裕禄在兰考除三害累死的事情告诉
了他。后来又见到县长张欣礼，他们
领着周原又走访一些村庄农户，周原
不仅感动，而且感到事迹真实。

12 天后，周原回到郑州，给穆青
汇报后，穆青还看了以前《人民日报》
《河南日报》的报道，决定要认真采写
焦裕禄这个人物。其实，在 1964 年
11月，中共河南省委号召全省干部向
他学习。1964年 11月 20日《人民日
报》和 1964年 11月 22日《河南日报》
分别在当日的头版头条刊发了河南省
委开展向焦裕禄学习的决定。

1965 年 12 月 17 日上午，穆青一
行走进兰考县委大院。张欣礼、刘俊
生、焦裕禄的秘书李忠修分别介绍了
焦裕禄的事迹。穆青听后悲痛难忍，
哭成泪人，中午饭都没吃，晚饭凉了
也没人动筷子，晚上，周原推门到穆
青房间，穆青劈头吼道：“写、现在就
写！立即写出来。”接下来，他们又了
解了其他一些熟悉焦裕禄情况更具
体更多的同志座谈，并走访了一些焦
裕禄访贫问苦的农民，大家说法一致，
认识相同。

在写作的过程中，遇到以下两个
问题：1.写不写灾荒？2.写不写阶级斗
争？最后，穆青拍板一不写阶级斗争，
二要写灾荒。周原一天一夜没合眼，
一万两千字的初稿一气呵成。

穆青到北京首先向当时新华社社
长和人民日报社总编辑吴冷西汇报。
那天吴冷西很忙，说没空。穆青坚持
说“只要半个小时”。半个小时的汇报
后，吴冷西被深深地打动了。他站起
来，连声说“写！发！”

稿子先由冯健修改，再由穆青修
改。第 7稿改好，穆青再拿给吴冷西
看。吴冷西通过。穆青让人把稿子打
的清样，寄给周原，让他带着稿子去兰
考核对。一再嘱咐：“必须保证全部事
实绝对无误。”

周原带着稿子到兰考，正赶上县
委召开公社、大队、生产队三级干部大
会。张钦礼拿着稿子在大会上念，刚
一念就泪流不止，念不下去。卓兴隆
接过来念，他哭得更厉害。周原只好
自己念，中间几次哽咽。就这样，一篇
稿子换了三个人才念完。在场两千多
干部哭成一片。最后除订正了几个人
名地点，大家都认为事实全部准确，一
致举手通过。

稿子终于完成了。在穆青的感觉
中，就好像是随着这位死者、这位优秀
的共产党人、这位心灵的至交重新活
过一遍，他心中许许多多的东西都在
焦裕禄的身上找到了。

稿子最后决定要发的时候，吴冷

西带着穆青找到此时主持中央书记处
工作的彭真同志请示。彭真拍板：发！

1966年 2月 7日凌晨。北京。中
央人民广播电台录音室里，气氛凝重。

长篇通讯《县委书记的榜样——
焦裕禄》就要播出，可是录音制作遇到
了前所未有的艰难局面，稿子还没念
完一半，中国的头号播音员齐越已泣
不成声。

中断，中断，录音不得不一次次中
断。到后来连录音编辑都挺不住了，
趴在操作台上长哭不起。闻讯赶来的
几十位播音员、电台干部，肃立在录音
室窗外，静静地听，默默地看，悄悄地
擦眼泪。

终于齐越念到最后一句：焦裕禄
同志，你没有死，你将永远活在千百万
人的心里。

千千万万人听到了，千千万万颗
心震颤了，山河为之动容，泪飞顿作倾
盆雨。

这天上午，一个伟大的名字传遍
了中国。

这一刻，兰考的街头闹市变得鸦
雀无声。哪里能听到广播，人们就伫
立在哪里。这天晚上，整整一夜，县邮
局一刻不停地接听电话，询问刊载焦
裕禄事迹的报纸来了没有。第二天天
未亮，寒风中等待在邮局门口的队伍
一眼望不到边。

这一天，全国工厂、农村、机关、学
校、部队、商店，中国的男人、女人、青
年、少年都用眼泪表达着共同的感
动。一位省委书记哭着说道：“听了

‘焦裕禄’，不流泪的不是共产党员！”
这一天。胡乔木在上海读到报纸，

当晚让秘书给穆青打电话，表示祝贺。
2009年，习近平同志到兰考视察

工作，他说：“焦裕禄精神不仅影响着
你们，而且影响了几代人。1966年 2
月 6日，《人民日报》刊登了穆青等同
志的长篇通讯《县委书记的榜样——
焦裕禄》，我当时正上初一，政治课张
老师念了这篇通讯，我们当时几次都
泣不成声，特别是讲到焦裕禄同志肝

癌后期坚持工作，拿个棍子顶着肝
部，藤椅右边被顶出了一个大窟窿
时，我深感震撼。焦裕禄精神对我影
响很大。”

中央各部委，全国各大中央局，中
央军委各总部，各省市自治区，各大军
区，乃至地市县，都纷纷做出各级领导
干部向焦裕禄学习的决定。

兰考成为全国人民瞩目的中心。
一批批的记者往兰考集结；一批批的
作家、画家、导演、演员……也在赶往
兰考；还有成千上万的干部、工人、学
生……都向兰考奔去。

有一封来自吉林边远地区的信，
激动澎湃地写道：“请给我寄来兰考大
地上的一撮沙土吧，焦裕禄同志曾为
它献出了自己的生命，我要把它当作
鞭策自己的力量！”

有一位不安心艰苦地区工作的同
志，用鲜血写下了几个大字：“决心干
一辈子！”

焦裕禄如一杆高高飘扬的旗帜，
他昭示着无数的人民挺起腰杆，冲破
艰难险阻，奔向胜利！

学习弘扬焦裕禄精神，是党的历
任领导集体一脉相承的政治嘱托，是
党执政为民理念的具体化、典型化。

在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
中，习近平总书记把兰考当作自己的
联系点，于2014年 3月和 5月，两次来
到兰考指导工作。提出“焦裕禄精神
是永恒的”“对照自己，见贤思齐”，号
召全党学习焦裕禄精神。他说，焦裕
禄精神与党的群众路线高度契合。要

“准确把握教育实践活动实践载体，把
学习弘扬焦裕禄精神作为一条红线贯
穿始终”。在活动中自觉向焦裕禄同
志看齐，做到“深学、细照、笃行”，把活
动推向深入。

今天，我们再次重温这篇记忆依
旧的长篇通讯，焦裕禄这个名字依然
响彻在中华大地上，尽管焦裕禄已经
离开我们 50多年了，但他的精神依然
历久弥新，永不过时，过去是，现在是，
将来仍然是我们党的宝贵精神财富。

榜样的力量
——重读《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

♣曹振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