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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版RⅣ

2017年，在汝州市公安局车辆管理

所工作两年时，段梦晓孕育了人生的第一

胎。怀孕7个多月时，段梦晓出现了孕期

水肿现象，脚有时浮肿到连以前的鞋子都

穿不上，但她依然坚持上岗值班和加班，

有时甚至是走得最晚的那一个。

说起抓逃犯的事儿，段梦晓记忆犹

新。

那次段梦晓正在加班，一女子前来办

事。段梦晓从此人的信息里发现她竟然

是一名被网上追逃两年的逃犯。段梦晓

说，当时三楼只有她一个人在加班，有些

害怕，但又不能打草惊蛇。于是，她把门、

窗户都关了，然后站在椅子后面问情况，

似乎感觉这样才可以保护腹中的孩子。

在办事过程中，段梦晓又以出了点问题叫

来了同事纪宏亮，俩人合力将那人抓获。

不仅如此，段梦晓在怀孕期间，还抓

获1名寻衅滋事者、1名吸毒者。

不知道她怀孕的同事，夸她厉害；知

道她怀孕的同事，都劝她以后不要这样，

太危险了。

□彭忠彦

年末岁首，豫西文苑再结硕果。近

日，汝州籍作家虢郭的散文集《野孩

子 木槿花》出版。

虢郭原名郭营战，河南省作家协会

会员，汝州市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

20多年来发表新闻、文学作品1100余

万字，作品多次在国内获奖，其事迹入

选《汝州市文学志》。该书收录了作者

近年来发表于各类报刊的111篇散文，

约36万字。全书分为读山水、品万物、

悟人生三个部分，作者游历神州大好河

山，追昔抚今，用国学智慧解读山水寓

意，诠释仁者乐山、智者乐水的思想精

髓；寄情怀于万物，细腻解读万物皆有

灵的思想，唤醒人们尊重自然规律，与

自然和谐共处；理性感悟人生点滴之

事，泰然面对人生得失、进退，崇尚仁义

礼智信的高雅情操。

《野孩子 木槿花》中的大多篇章都

是作者寄情于山水的美文，或放浪形骸

于山巅峡谷；或抒情高歌于平川溪流；或

低吟浅唱给野花小草；或醉咏狂歌给风

花雪月……无不彰显着一个农家弟子

“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的情怀。一

花一世界，真情润心田。“满地的梨花，铺

出一条条诗行般的花带，双足踩在上面，

仿佛是触摸着滑动的音符一样惬意。此

时，忍不住透过枝叶间的缝隙，眺望远处

的峭壁，仿佛也比冬日绿了许多。而那

峭壁之上的风电轮，更显得洁白高大，偶

尔缓缓转动，竟让整个山冈生动起来。”

在他的散文《满地梨花不思归》中，诗意

美景透过朴素唯美的文字形象表达出

来，流着蜜汁，淌着爱意。在《寻路桃花

山》《格桑花，开在我的心坎上》等散文

中，作者让儿女融入田园山水的胸襟和

苦心，拳拳父爱溢于字里行间。

作为记者和作家，作者游历祖国大

好河山，滇池冬韵，金陵风光，西湖胜

景，让作者浮想联翩、感慨万千，然而醉

入笔端的依然是豫西家乡的山川秀水，

令他魂牵梦绕的是汝州的一草一木。

流淌着上古文化乳浆的洗耳河、冷兵器

时代的古山寨、风光旖旎的九峰山、古

木参天的魏沟、人杰地灵的戴湾、黄帝

问道的崆峒山、吹响扶贫攻坚号角的牛

角岭……都在他的妙笔生花下活灵活

现。《醉写九峰山》《禅思九峰山》《雨中

登九峰》《梦游九峰吟留别》等奇思妙

文，写尽九峰山水的诡异和灵性。空灵

的文字，奇幻的意境，丰厚的意蕴，让读

者眼前仿佛跳出一幅“墨中有色，色中

有墨，色中有色”的立体画面，读来如饮

甘霖，甜润肺腑。他的系列山水游记文

章中，所蕴含的人格魅力、心灵自由与

天地精神独来独往，并形成了“欲令诗

语妙，无厌空且新”的文体格局。

庄子在《渔父》中说“真者，精诚之至

也。不精不诚，不能动人。”作者的文章无

论纵情山水，还是歌咏亲情，无不凭浓浓

的真情和细节打动人心。在《五百元钱》

这篇800多字的短文中，作者偷偷塞进箩

筐里500块钱，留给从不肯收儿子钱的父

亲。可是等妻子调动工作回城时，起早进

城卖辣椒的父亲又以同样秘密的方式，把

散发着辣椒味道的10张50元的票子留

给了儿子。无声的爱像一泓甘洌的清泉，

流淌在父子的心田，此乃无声胜有声。一

个好的细节胜过一百句无病呻吟的聒

噪。作者的文集中有不少这样闪光的细

节，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夫唯大雅，卓尔不群。”作者是一

个古风十足的文人君子，耿直善良，书

生意气，特行独立。人品、文品如玉树

芝兰，令人生敬，令人畅神。在汝州作

家圈子里，他是执着地将作文与做人、

将艺术与人生融合为一的作家。唯其

如此，他的作品才能这样“天工与清

新”，才能如此将天道与自然连接在一

起，让读者得以心领神会地往返于世俗

与深刻之间。

段梦晓
要习惯于“蹲下来”工作
□本报记者张鸿飞实习生张祎通讯员韩恒超文/图

从警 7 年，段

梦晓总结出了一条

心得或者说是感

悟：要习惯于“蹲下

来”工作，别让群众

仰着脸看你。

段梦晓说，有

一年夏天，到中午

了，寄料派出所户

籍室还有人在排

队，但她实在太累

了，早上又没吃饭，

于是就让排队的人

先回去，等下午上

班的时候再继续为

他们办理业务。

当段梦晓买饭

回来时，看到一位

老人光着脊梁蹲在

门口的阴凉处，便

问：“叔，天这么热，

你咋不回去吃完饭

再来？”那人说离家

远，想省一顿饭钱。

老 人 的 这 句

话，令段梦晓心疼

又有些自责。

1 月 17 日，记

者在寄料派出所户

籍室见到段梦晓

时，户籍室内外有

七八名等待办身份

证等业务的群众。

“今天是周一，

很忙。”段梦晓说，

她曾看到有新闻说

一些地方办事窗口

低矮，没有扩音器、

固定椅等，使前来

办事的群众必须弯

腰或半蹲着才能办

事，“我感觉这是很

不对的，作为服务

者，其实要习惯于

‘蹲下来’工作，别

让群众仰着脸看

你。”

“妈妈，我不想哭，为什么我的眼会

流眼泪呀？”这是2020年年底，第七次

全国人口普查期间，段梦晓两岁的儿

子在电话中对妈妈说的一句话。

2020年年初，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当

年11月1日，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登记

开始，寄料派出所户籍室成了寄料镇最忙

的地方。

因为太忙了加之疫情影响，段梦晓就

吃住在了所里。那些日子里，段梦晓都不

敢和两岁的儿子通电话，因为每次通电话

的时候，儿子因为想妈妈，老是哭。

段梦晓就告诉儿子：“你要是再哭，我

就不跟你通电话了。”儿子怕妈妈挂电话，

所以才会说“是眼睛自己流的眼泪”，听到

儿子懂事的童言童语，段晓梦既欣慰又心

疼，工作起来也放心了。

这一年，段梦晓收到无数次电话感

谢，还有3封感谢信、5面锦旗。

如今，桑树坪村的杨长现每次下山都

会给段梦晓带点儿土特产，或是一袋红

薯，或是一包花椒，每次都是放在户籍室

就走。还有阎小寨村的小姚，即使是大年

二十八从重庆赶回来，也要到户籍室给段

梦晓再次说声谢谢。

谈到在寄料派出所户籍室工作的体

会时，段梦晓说：“我感觉我的性子变得更

加沉稳了，还有一条心得或者说是感悟，

要习惯于‘蹲下来’工作，别让群众仰着脸

看你。”

因为有了“要习惯于‘蹲下来’工作，

别让群众仰着脸看你”的心得和感悟，段

梦晓发现，过去有些令她十分不理解的问

题，她理解了，而且发现和解决问题的速

度也越来越快了，跟老百姓心与心的距离

也越来越近了。

她帮年轻时来到汝州的老人，寻找远

在四川老家的亲人；她帮因出生证明丢

失，而无法上户口孩子补办相关手续；她

帮被养子弃养的老人与亲生儿子沟通，最

终使老人回到亲生儿子户籍；她帮患有精

神病流浪的老李寻找家人……

这一桩桩一件件，在他人看起来非常

棘手的事，都被段梦晓耐心地解决了。

有人问她：“你不嫌麻烦吗？”段梦晓

回答：“如果我们都觉得麻烦，那对老百姓

来说就是天大的麻烦，所以我们一点儿都

不能嫌麻烦。”

2019年，段梦晓响应组织号召，主动

要求从车管所调到汝州最偏远的寄料派

出所工作，担任户籍民警。

寄料是大镇，有8万多人，而户籍室

只有她一名正式民警。

“当时她说要去寄料工作，我和她爸

不同意。寄料离家那么远，她一个女孩

子，长时间开车跑山路不安全，当时孩子

才一岁多点，正是需要妈妈照顾的时候。”

1月17日，段梦晓的妈妈段菊茹在接受记

者电话采访时说，“再说了，别人都想办法

往市区调，她却要去偏远的寄料。”

不过，段菊茹说他们最终选择了支持

女儿，因为太了解女儿事业心强，要做一

件事就必须做好的个性了。

谈到当时为什么要主动去偏远的寄

料派出所工作时，段梦晓说：“在车管所工

作了4年，我感觉我的心态慢慢有点儿浮

躁，刚好组织号召，所以我就想，趁着年

轻，到偏远地方的基层锻炼锻炼自己。”

段梦晓做出去寄料派出所决定的那

段时间，也是她的小家遭遇困难的阶段。

同为警察的丈夫在抓捕犯罪嫌疑人时，造

成9级伤残，孩子也才一岁多。但丈夫了

解了妻子的想法后，十分支持，段晓梦才

得以如愿走进了大山深处的寄料派出所。

段梦晓的母亲说，段梦晓从小就是个

善良的孩子，小时候在路上看到有人要钱

要饭，就会掏出自己的零花钱，有一次那

人看她太小，又追上来把钱还给她。

这份善良在工作后，有了发扬光大。

不论是在车管所，还是现在的户籍室，段

梦晓在接待办事群众时，发现有手续不全

者，总会一次讲清楚需要补充的手续或资

料；遇到年龄大的会写清楚让他们带回

去；遇到孩子外出务工的不识字老人，会

联系村干部请他们帮忙办理。

从汝州市区到寄料镇有40多公里的

山路，段梦晓不到一年跑坏了两个轮胎。

到达单位后，一个上午4个小时240分钟

里，段梦晓曾处理过42个业务，平均不到

6分钟处理一个业务，最多的时候一天处

理80多个业务。

段晓梦说，有时她生病或不舒服了，

也想请一天假或休息一下，但又一想：“不

行，我请假了，大老远跑户籍室办业务的

人怎么办？不能让他们白跑一趟，于是吃

了药继续上班。”

汝州作家虢郭散文集
《野孩子 木槿花》出版

汝州羊肉汤，采用名贵药材秘制

调料，经过独特配方，精心熬制而成，

尤以奶白色高汤为上乘。味道鲜美，

口香浓郁，色香味俱佳，回味悠长，闻

名遐迩。

汝州羊肉汤分为冲汤羊肉和现炒

羊汤两种做法，最关键的还是熬制羊

汤。提前将羊肉和羊骨、羊头放在一

起，加大料熬制成高汤，食用前将煮熟

的羊肉或羊杂切片备用。做冲汤羊肉

比较简便，在碗中装入羊肉或羊杂，直

接用沸汤反复冲滤加热，配以葱花、香

菜、食盐、味精，再加入适量羊汤即成。

做现炒的羊肉汤，需配以冬瓜、黑

木耳、金针菇、枸杞、葱花、姜丝、海带

丝等，小锅热油爆炒后，再加入适量羊

汤炖煮，一会儿即可。

汝州羊肉汤知名的老店有：郎记

羊肉、丁记羊肉、过街楼羊肉汤、东关

红州羊肉汤、庙下羊肉汤等，特别是郎

记羊肉，已经形成独特的饮食系列。

羊肉汤是顶级美食，在饮食文化

中占据重要地位。据说，早期的羊肉

汤 主 要

用 于 祭

祀 和 皇 宫 御

宴。《战国策》

记载，中山国君在分赐

吃羊肉汤时，无意漏掉了一大

臣，因此招致此人嫉恨投奔楚国，并说

服楚国出兵，灭掉了中山国。这就是

“一汤亡一国”的故事。另，《宋书》记

载，南北朝时，宋武帝打胜仗后，喝了

一个俘虏为他做的羊肉汤后，大喜，直

接提拔其为“太官史”，后又连连晋升

至尚书光禄大夫，位列公卿。

路边小店或街头门脸，特有的羊

肉汤香味四溢，但凡路过者，无不大快

朵颐，暖胃壮骨，提神顺气。

美食君曰：

喝碗羊肉汤，神清气又爽；

喝碗羊肉汤，神仙也不当。

（汝州市地方史志办公室供稿）

□李晓伟

千年竹林，汝水南畔。斯地竹域，

积厚流光。东坡亲培，遥寄思恋。

山水汝州，物华天宝，人杰地灵，辉

煌灿烂。神州大地，虎踞龙盘，钟情属

意，两山一川。锦绣人文，始衍至今，一

方水土，滋养万年。

汝水东去，东坡西来，邂逅汝州，幽

馨斐然。往日光影，植竹追忆，青衣绰

约，流连忘返。翠色如屏，汝水似练。

宦海沉浮，浪里争斗，风雨千年，竹林濡

染。进则入仕，退则儒仙。竹间明月，

东坡文脉，念兹在兹，盈念期间。

眉州苏子，汝州陶然，如影随形，扶

摇九天。千古雄才，诗词书画俱超绝。

大儒降世，经史子集皆通达。文坛宗

师，博古通今底蕴深。胸怀旷达，宦海

沉浮随缘度。儒雅耿介，纵经磨难依本

真。沧海横流，英雄本色，大江东去，挥

手之间，樯橹灰飞烟灭。对月赋歌，诗

神临风，把酒青天，月有阴晴圆缺，人有

悲欢离合，乘风归去，高处不胜寒。转

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以梦为马，韶华

如驶，清风明月，宛转人间。

烟斜雾横，静锁一片翠云；神清骨

峻，挺立千竿碧玉。萧萧岁暮，疾风不

折其节；凛凛霜晨，苦寒难改其色。碧

波舒卷，挺拔伟岸，凌云蔽日，冲霄接

汉。君子之怀；高节素面。

其然，人竹相通耳。竹养于人心，

人敏于竹性，竹之品，人之德然。

东坡昔时，挥毫斯旁，幽怀清心，雅

致何般。苏子曩昔，浪形其中，信步为

径，何等逸闲。

竹林论道，雄阔江山，上谈天子，下

伴渔樵，逸兴遄飞，生死茫茫，悱恻幽

怨。或问明月几时？或享清风徐来。

书有《寒食》，画传《枯木》。亦儒亦佛，

亦道之俦；非雅非俗，非狂之徒。叩问

古今，孰与其游然？

春雨霏霏，玉笋成林。冰轮皎皎，

千竿竞秀。霜寒露重，采撷冰雪之精；

晓色云开，吐纳风云之气。至若清晓漫

步，静夜冥思，更能涤除俗累，澄净魂

魄。琴声雅韵，谱就静幽性灵；妙笔丹

青，挥洒不阿风骨。观竹净心，品竹往

返。雕倦青云，怎不自惭而形秽？龙游

浅水，昂霄耸壑宁自期。

盛世竹园，青石为路，翠色濡染，居

于中原，恍若江南。茂林修竹，曲径幽

篁，咏志抒怀，谈今论古，壮思飞兮。至

若风移影动，月落星沉，尽诗酒逍遥之

乐，葳蕤蹁跹。

幸哉竹林，苏子手培。幸哉汝州，东

坡亲瞻。天地人和，文脉浩然。噫吁

兮！汝水悠悠藏风物，竹林深深有彦

俊。东坡翠色今胜昔，渤澥桑田赋新篇。

（作者系汝州市作家协会主席、资
深媒体人）

东坡竹林赋

汝州市委宣传部 汝州市文明办 河南日报农村版 联办

羊肉汤19

彭忠彦 1961年出生，中国

散文协会会员、河南省作家协会

会员，汝州市作协名誉主席，著有

长篇小说《曲行天下》，中短篇小

说集《黄金女》《窑祭》《天爱》《青

精灵》，散文集《古韵汝州》《乡情

似火》及报告文学集、人物传记等

近30部。散文《瓷乡听瓷》被《散

文选刊》选载并获奖。

别人怀孕安胎 她怀孕抓逃犯

别人都往市区调 她要求去偏远的地方

要习惯于“蹲下来”工作 别让群众仰着脸看你

《野孩子木槿花》封面

段梦晓在办理业务

段梦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