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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志敏

“没想到家乡变化这么大。它吧，有江南水乡的灵秀，也有北方山

城的粗犷，真是大手笔，我几乎认不出来了。”国庆长假的一天早上，张

先群和我边走边聊，不时指指大桥，指指河岸，激动的心情难以言表。

晨曦微露，微风拂面，裹带着洛河凉凉的、甜甜的味道。我俩下意

识地伸了伸拳脚，信步向步云桥方向走去。聊天过程中，这位从广东

打工返乡的同学竟然郑重地委托我一件事，一定帮他父母在县城选一

套河景房，我爽快地答应了。

答应是有底气的，正如同他信任我一样。宜阳历史文化厚重，人

文山水交融，召伯甘棠、韩都故城、李贺故里、灵山古刹等串珠成链，星

光闪烁。近年来，宜阳更是快马加鞭未下鞍，经济社会发展硕果累累。

时间回溯到10多年前，宜阳县城只有十几平方公里，人口七八万

人。随着农村人口迁移进程加快，人口与发展矛盾凸显，城市基础设

施不足的短板更加突出。在亦步亦趋和创新发展的理念碰撞下，宜阳

县高擎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大旗，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

山银山的理念，洛河两岸的滨河公园建起来了，八座横跨南北两岸的

洛河大桥建起来了，防洪蓄水的橡胶坝立起来了……洛河宜阳城区段

28千米，蓄水面积1.2万亩，滨河公园逶迤40余千米，乔木、灌木、藤

木等形成了三季有花、四季有绿的绿色长廊。在这里春天品花、夏日

纳凉、秋日观菊、冬日赏雪再也不是大城市人的专利，已经融入人们的

日常生活中。

宜阳的变化，既看得见又摸得着，更能感受到，这不仅仅是楼房、

绿地的增加，人口集聚、交通优化，更重要的是理念、内涵的变化。

我家原来住在县城东部的一个老旧小区，房子没有电梯，没有物

业，看看一天天长高的楼房，看看一年年变美的城市，我也有过许多次换房子的冲

动。但是一次次被现实击得粉碎。2018年，我按揭买了一套20多层高的三居房，

130平方米的面积，南北通透，落地飘窗。小区广场、绿地、喷泉、凉亭、健身器材

等设施一应俱全。拿到钥匙后，心里那份高兴劲甭提了。

不唯如此，县城以前很难见到健康步道、小品游园、人工湖、城市公园、城市书

房，短短10年间，已经在宜阳落地生根，遍地开花。宜阳县将城市微改造与大建

设结合起来，新建小区遍布洛河两岸，几十栋高楼从无到有，老旧小区和城中村进

行了集中改造。绿随路建，有路皆绿，城市园林绿化的高度、深度、厚度、美度不断

提升。居民出行300米见绿，500米见园，公园绿地服务半径覆盖率达86%，全县

城镇化率达48.06%。国家园林县城、国家卫生县城、河南省文明城市等城市名片

越来越亮。今年12月，新伊高速、宜阳高架桥、红旗大道东延等一批重点工程相

继建成通车，竖起了宜阳高质量发展的新标杆。

如今，宜阳县城建成区面积已达49平方公里，人口35万人。走在宜阳的大

街小巷，漫步“船城”的青山绿水，怀着对诗和远方的憧憬，无论是柴米油盐酱醋

茶，还是书画琴棋诗酒花，人们感觉最大的变化就是宜阳“不一样”。

每当夜幕降临，霓虹闪烁，城市顿时躁动起来。三五成群的市民来到游园、广

场、岸边，或长袖善舞，或品茗交谈，或大快朵颐。站在如梦如幻的步云桥上，时而欣

赏着洛河两岸的美景，时而眺望着远方闪烁的星空，一种莫名的情愫涌上心头……

□拜波

漫漫长路，花开又落。时光像河，卷起多少峥嵘如浪花闪烁，

转眼似落花没入历史长河。

光阴遮饰不住名君忠臣为国兴社稷、为民谋福祉留下的熠熠

光辉。他们的丰功伟绩风记得、雨记得、百姓记得，化为一段段感

人的故事世代传说。他们的身影如历史天空中璀璨的明星闪烁。

张伯行就是其中耀眼的一颗。

在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之际，著名作家、诗人刘海潮先生呕心

沥血8年的力作长篇历史小说——《张伯行》由河南人民出版社出

版发行了，可喜可贺。该书入选河南省五个一工程重点项目。全

书用210万字，以张伯行一生轨迹为脉络，以真实历史为背景，以清

廉刚直为主线，以与贪腐势力斗争为矛盾冲突，通过“黄河故事”

“治河能臣”“康熙拔擢”“却赠檄文”“科考大案”“第一清官”6卷，向

读者讲述了张伯行清正、光辉的一生。

张伯行，河南仪封（今河南兰考）人，兰考是党的好干部焦裕禄

同志战斗和生活过的地方，自古人杰地灵，习近平总书记曾经三次

到兰考考察。

2014年 3月1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兰考县委常委扩大会议上

指出“兰考历史上出了一个有名的清官张伯行。他历任福建巡抚、

江苏巡抚、礼部尚书，为谢绝各方馈赠，专门写了一篇《却赠檄文》，

其中说道：“‘一丝一粒，我之名节；一厘一毫，民之脂膏。宽一分，

民受赐不止一分；取一文，我为人不值一文。谁云交际之常？廉耻

实伤。倘非不义之财，此物何来？’我看，这也可以作为一面镜子。”

镜子，可以正衣冠，知兴替，明得失。习近平总书记将张伯行

的《却赠檄文》比作镜子，康熙皇帝将张伯行誉为“天下第一清

官”。刘海潮先生不但与张伯行同乡，还有亲缘关系。在他的家乡

流传着许多关于张伯行忠君爱民，清正廉洁、兴学著书的故事。他

听着张伯行的故事长大，张伯行高尚的精神品质似一颗种子，在他

心中生根发芽，视其为榜样。

刘海潮先生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1982年在《中岳》杂志发表

处女作后，一直笔耕不辍，已发表作品百万字。为写好张伯行，刘

海潮先生利用休息时间，通过大量查阅史料，阅读张伯行著作、奏

章，请教专家学者，走访张伯行后人、乡人，了解清代历史风貌、张伯行为官地风土人情，

构列提纲，伏案一写就是8年。

刘海潮先生着重通过对张伯行治理黄河；山东济宁道任上，体恤百姓，赈济灾民；江

苏按察使任上，与腐败风气斗争，除地方弊病，整顿吏治拒绝向上司送礼；福建巡抚任

上，兴学重教，建鳌峰书院培养人才，端正民风，捣毁瘟神像、令尼姑还俗，除海盗；江苏

巡抚任上，审理江南科考案期间不畏强权，坚决与贪官奸佞总督噶礼斗争；著书立说，弘

扬理学等一系列描写，将一位忠君爱民、清正廉洁、政绩卓著、刚正不阿、兴学著书、不计

个人得失荣辱的古代清官廉吏典范的形象生动鲜活在纸端，令读者过目难忘。

书中张伯行到江苏按察使，当他听说按官场惯例，新任的官员要给总督、巡抚等上

司送四千两银子的礼时，愤然说道，我从来不取官民一分钱，哪里能够办得了这样一种

事情？刚正不阿、一代廉使的形象瞬间高大。现实中张伯行也是这样做的，他为官20

多年，心中装着国家、百姓，以清廉爱民闻名天下。

2015年1月12日，习近平总书记与中央党校县委书记研修班学员座谈时，引用张伯

行《却赠檄文》中“一丝一粒，我之名节；一厘一毫，民之脂膏。宽一分，民受赐不止一分；取

一文，我为人不值一文”，告诫县委书记，清清白白做人、干干净净做事、坦坦荡荡为官。

刘海潮先生将张伯行忠君爱民、清廉刚直的一生用210万字直观地呈现在人们面

前。不忘初心、方得始终。张伯行的一生何尝不是一面镜子、一盏明灯，让我们自省的

同时，为我们指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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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不由己夹缝生，

经风历雨岀青锋。

不与芳芬争沃土，

笑对苍天傲骨铮。□张润东

绝处逢生
——观水泥墙缝小树苗有感

□杜观水

我们民族的节日都与吃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制造“吃”的厨房

正是传承民俗文化的好地方，很多习俗正是在厨房里，由父母教给儿

女，代代相传的。在我家，一碗香甜的腊八粥，正承载着代代相传的人

间温情。

儿时，喝奶奶煮的腊八粥是我们最开心、最幸福的时刻。那时家

里经济困难，煮腊八粥的食材很少，可奶奶却变戏法似的拿出糯米、黑

豆、绿豆、红小豆、花生等材料。家里没钱买糖，奶奶有办法，她从山上

折来甘蔗，压出糖水，混合着一起煮，煮出的腊八粥，香软、甜糯、绵

滑。那时候，馋嘴的我们，一口气能喝上几碗。奶奶煮的腊八粥，是我

童年时光里最温暖的记忆。

待我们吃饱了喝足了，奶奶便给我们讲述腊八粥的来历：说是有

一家人，夫妻俩吃苦耐劳，非常勤俭，好不容易攒了一份家业，还经常

周济村民。可这家的儿子是个败家子，而且娶了个懒媳妇。夫妻俩去

世后，小两口过日子，很快就败光了家业。到了腊八这天，小两口连吃

的都没了，又冷又饿。村里人念及他们父母的好，于是都来接济他们，

这家给点小米，那家给点豆子，凑成了腊八粥。村里人用这种方式教

育小两口：吃了腊八粥，教训记心头。从那以后，小两口改邪归正，开

始像他们的父母一样吃苦耐劳，日子越过越好了。

奶奶去世后，母亲就动手为我们熬腊八粥。母亲每年煮腊八粥的

时候，她似乎在暗示我们要记住她煮的腊八粥，要记住祖国的文化传

承。腊八粥也是我国一种美好的文化传承，这种文化传承中彰显出人

们对健康和美好的企盼。

长大后读书，读到冰心的《腊八粥》：“从我能记事的日子起，我就记

得每年农历十二月初八，母亲给我们煮腊八粥。这腊八粥是用糯米、红

糖和十八种干果掺在一起煮成的。干果里大的有红枣、桂圆、核桃、白

果、杏仁、栗子、花生、葡萄干等，小的有各种豆子和芝麻之类，吃起来十

分香甜可口。”透过纸背，我仿佛闻到了奶奶和母亲煮的腊八粥的味道。

妻子很早就跟母亲学煮腊八粥。妻子在腊八的前一周就备好红

枣、桂圆、核桃、白果、杏仁、栗子、花生、葡萄干，又特意到商场购回上

等糯米。腊八这天，她细心地把核桃、白果、杏仁、栗子、花生洗干净，

然后和泡透的糯米一起放到电饭锅去煮。整个过程，妻子都小心翼

翼，脸上充满着虔诚感和仪式感。

又到腊八粥飘香时。一天，妻子笑吟吟地对刚参加工作的女儿

说：“今后煮腊八粥的重担就传给你吧。来，我教你煮。”见女儿不太乐

意，妻子说：“我教你煮腊八粥，是让你感受到劳动的滋味和腊八节的

存在。”女儿明白道理后，高高兴兴地去准备煮腊八粥的材料了。

一碗香甜的腊八粥，承载的是代代相传的人间亲情和温暖。

腊八粥

人生五味一碗粥

腊八的那碗粥 代代相传腊八粥
□苗君甫

阳光很好，陪母亲在小院里聊天、晒太阳。母亲突然问：“快腊月初

八了吧？”我开心地说：“是啊，马上就可以喝腊八粥了。”

母亲有些不安：“瞧我今年这身体，怕是连腊八粥也熬不成了……”

我忙安慰母亲：“腊八粥我来熬，您在旁边指挥就行。”

但是母亲还是有些伤感：“那不行，感觉不一样的……”

母亲的话，让我陷入了沉思，有光阴呼啸而来，想起小时候喝母亲

熬的腊八粥。我们家并不是大富大贵之家，小时候更穷，母亲熬的腊八

粥其实并没有什么奢侈品，有的只是各种各样的豆，还有米。唯一觉得

昂贵一点儿的就是红枣。

母亲会提前把红枣挑好，选最大的最好的，因为母亲说腊八粥是年

的开端，一定要有个好运的兆头，所以要用最好的。然后便是米，仔细地

挑拣，看着母亲在阳光下眯着眼睛，扒拉米粒的样子，我总觉得那场景很

美妙。好像母亲挑拣的不是米粒，而是最温柔的爱，因为只有最温柔的

爱，才会不允许有任何杂质出现，就像我们，永远享受着母亲纯纯的爱。

母亲熬粥的时候也很用心，总是喜欢站在锅边搅拌，我记得曾经问

过母亲，为什么要搅拌？母亲满是柔情地说：“只有向同一个方向搅，米

粒才能颗颗饱满、粒粒酥稠，就像一家人心向同一个方向使，才能把日

子过得和谐又美满。”

我想，母亲是对的，因为经母亲搅拌的腊八粥，果然是浓香扑鼻，还没

有端下炉子，就已经有馨香在屋子里氤氲开来，等到我们终于端到那一碗

粥，我和姐姐像是馋嘴的小猫，忙不迭地边吹边喝，总觉得齿颊留香，吮指

回味。

此去经年，母亲老了，尤其是这些年，被关节炎折磨的母亲，身体越

来越不好，尤其是今年，特别严重。但母亲忘了自己的病，却依然记挂

着腊八粥，我知道那是因为她记挂着对我们的爱。

想到这里，我对母亲说：“我都学会您熬腊八

粥的精髓了，以后每年我来熬，您得亲口尝尝，看

我熬的和您熬的有啥不一样。”

母亲终于笑了：“谁跟谁熬的味道都不会

一模一样的，只要用心熬，都会很好喝。”

我想，今年以及以后的每一年，我也会像

母亲一样用心熬一碗腊八粥，就像传承母亲温

柔的爱，因为我知道，腊八粥里浸润的，满满的

都是对家人最深厚的爱！

··我的身边事我的身边事””““

□薛宏新

自从记事起，每年必喝腊八粥。

小时候穷，小孩子们的嘴特馋，好过年过节，每年的大

大小小节比大人都记得清，哪个节日临近，就会早早地扳着

指头算天数。虽说“腊八吃米饭——小节”，也丝毫不减过节的兴趣，因

为腊八节是年的序幕，俗话说，“小孩小孩你别馋，过了腊八就是年”。

过去家里穷，吃的东西都是自家种啥吃啥，我的故乡豫北农村不种

水稻，小时候没吃过大米。腊八粥是用小米加红豆、黄豆、绿豆、黑豆、花

生、小麦、玉米、红薯、大枣、芝麻等熬成的，没有固定搭配，家里有啥就放

啥，腊八粥，简直就是当年的农产品展览会。

记得每年腊月初八的头天晚上，母亲就把各种要放的材料都准备

好，洗净，用清水泡上。腊八这天，母亲会起早把粥熬上，大火烧开，小火

慢熬，五颜六色的各种材料在锅里翻滚，浓郁的粥香弥漫全屋。当我们

从睡梦中醒来，使劲吸溜几口香气，迅速起床，洗手洗脸，等着腊八粥熬

好，上供，喂枣树。故乡有腊八喂枣树的风俗，腊八这天用斧头或刀背在

枣树上砍三道沟，在每道沟里抹上腊八粥，意为喂枣树，念叨“砍一斧，接

石五，砍一刀，接十筲。”“腊八喂枣树，过年结一大嘟噜。”“枣树枣树吃点

饭，明年结得疙瘩蛋”。喂枣树通常是家里小孩的活，我们姐弟几个抢着

去喂枣树，那时家里有三棵枣树，母亲常让我们分头去

喂。喂完了枣树，就盼着枣树发芽，开花，结果。谁喂的

枣树上结枣多，好像跟自己腊八喂枣树有关，无比自豪。

20世纪 80年代到了舞钢，腊八粥多用大米加各种豆类熬制，但那

里枣树少见，腊八不用喂枣树。虽然腊八粥比过去内容丰富多了，但感

觉似乎缺了点儿什么，一直怀念小时候腊八喂枣树的情景。

后来到平顶山上班，学校前边是大教堂，腊八节很热闹，教堂熬几大

锅腊八粥，施舍给人们。我们怀着好奇心去看热闹，从而了解了腊八节

的来历。

时至今日，过腊八节，喝腊八粥，在全国盛行，腊八粥的内容也更加

丰富，一般有糯米、花生仁、莲子、黄豆、芸豆、绿豆、红枣、桂圆、枸杞等，

在寒冬腊月里，熬一大锅热气腾腾、香甜软糯的腊八粥，全家人聚集在一

起，喝得热乎乎、暖洋洋，那种幸福感是无以言表的。

近年来，腊八，不少城市在街头或饭店搞暖心活动，免费为人们提供

腊八粥。一碗热乎乎的腊八粥，抚慰了多少人的心灵世界。但愿，今年

的腊八粥能为人们驱寒送暖，除病免灾，为人们带来年的喜讯，春的福

音。

□张慧琴

小时候，听爷爷奶奶说，腊八节起源于元末明初，据说当年朱元璋落

难，正值隆冬，又冷又饿的他一天多水米没搭牙，望着家徒四壁的破屋，

老鼠洞一个挨一个，他掂着铁锹刨老鼠洞，希望能刨出来一个肥老鼠充

饥，谁料，老鼠没刨出来一个，却刨出了老鼠拉到鼠洞的五谷杂粮。饿得

打哆嗦的他，也不顾干净不干净，急忙支锅生火，把这些五谷杂粮熬成了

粥，那天正好腊月初八，朱元璋便把这锅杂粮粥美其名曰“腊八粥”。后

来朱元璋做了皇帝，为纪念鼠洞那救急止饥的五谷杂粮，于是把这一天

定为“腊八节”，把自己那天吃的粥定名为“腊八粥”。

民谚曰：“腊八腊八，冻掉下巴。”意思是腊八这天非常冷。虽不至于

冻掉下巴，但是这天天气非常冷却是真的。

小时候，一到腊八节这天，奶奶会起得很早熬腊八粥，依稀还能听

见奶奶拉风箱的声音。我们小孩子躺在炕上早晚听见奶奶喊叫，“都

起来喝腊八粥了”！我们会一窝蜂似地钻出热乎乎的被窝。等奶奶把

一碗碗热气腾腾的腊八粥盛好，便欢呼雀跃，端起腊八粥就喝，喝到嘴

里黏黏的，有一种独特的粮食香味。那年月很穷，能吃上一顿腊八粥

不亚于娶媳妇，这粥熬得很少，每人只能盛大半碗。谁先吃完了只能

眼巴巴地看着空锅。为解馋，把碗舔得比刷碗机刷得还干净。喝过热

乎乎的腊八粥，走在上学的路上全身都是暖暖的，嘴里还时不时喷出

粥的余香。

小时候，一过节，我就非常高兴。不管是啥节日，我都喜欢。因为过

节的时候，大人们会买好玩的、好吃的东西，让小孩子们解一解馋，满足

一下孩子们的心愿。过年过节，真是孩子们难得的享受……

腊八节是小时候最为盼望的节！为啥？因为可以吃到美味佳肴——

腊八粥。小时候，我们叔伯兄弟十几个都爱喝奶奶做的腊八粥。那时，

父辈们虽然已经另起锅灶开火，但是年幼嘴馋的堂兄弟、堂姐妹们，都爱

往奶奶的厨房跑，围着奶奶的锅台转，眼睛都滴溜溜盯着热气腾腾的锅

里，看奶奶做啥好吃的。吃斋念佛的奶奶也不厌其烦，总是笑眯眯地安

慰我们这些“小馋猫”：“甭急，甭急。没好呢。”我们就围在锅台边，眼巴

巴地看着奶奶揭锅盖，好让我们解馋尝鲜。

奶奶平时见了我们，总是乐呵呵的，逢年过节，见我们没规没矩，奶

奶就会一反常态，板起脸训我们：“这粥这饭先要献天地、再敬爷奶，之后

才能轮到你们吃！”

馋嘴的孩子们，始终围在奶奶的锅台边，一边烤火，一边闻着奇异的

粥饭香，一边听奶奶讲故事。

故事讲完了，锅里熬煮的腊八粥也熟了，热气腾腾，粥香四溢，奶

奶用大碗盛了满满一碗粥，在中间竖插着一双干净的竹筷，毕恭毕敬

地端放在院子里小方桌的正中央，然后把儿孙全都喊出来，让我们洗

手净面，全都站在小方桌前，对着碗筷鞠躬行礼，口中还要跟着奶奶一

块儿念叨：“老天保佑，全家幸福！不饥不寒，无病无忧。风调雨顺，健

康长寿！”

磕3个头，然后奶奶端着那碗又黏又稠的

腊八粥，操起筷子，将粥抛洒

在院子里，说是“散

福”给过往的

神 灵 。

站 在

一

边

的

我 们

这 群 孩

子 ，全 都

哈哈傻笑地

看着奶奶虔诚

“散福”的行为，直

到粥碗见底，奶奶的

“祭天拜地”仪式才圆满结

束。

长大参加工作后长大参加工作后，，悟出了一个悟出了一个

人生哲理人生哲理：：人的一生人的一生，，不也是在不也是在““熬粥熬粥””

吗吗？？人人，，重在重在““熬熬”，”，在艰难困苦的日子里在艰难困苦的日子里““熬熬”，”，

会充分享受这会充分享受这““熬熬””字无奈字无奈，，在在““酸甜苦辣咸酸甜苦辣咸””五彩缤五彩缤

纷生活中熬纷生活中熬，，会熬出一份精彩会熬出一份精彩，，熬出一份懂得熬出一份懂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