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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风暖了，秋风凉了；秋风凉了，

春风暖了。40 个春秋滑过，每当我回

忆起与《平顶山日报》的情缘，难忘的

岁月便在眼前闪现。

我 打 心 眼 儿 里 感 谢《平 顶 山 日

报》。给《平顶山日报》投稿发表新闻

作品磨炼和激励了我，让我从一个高

考落榜的普通农村青年成为国家干

部。可以说，《平顶山日报》改变了我

的一生，没有她，就没有我的今天。

1978 年秋天，我高考落榜后回到

襄城县老家同父辈一起扛起了锄头。

在紧握锄头的同时，我又拿起了

搁置已久的笔杆子，走上了新闻报道

之路。我经常背着小黄书包，走村串

户采访，不管是面对冷嘲热讽还是经

历炎夏寒冬，都笔耕不辍。

后 来 ，襄 城 县 划 归 平 顶 山 市 管

辖。一开始，由于文化水平低，再加上

没有掌握新闻写作的要领，我连续写

了几十篇稿件寄给《平顶山日报》，但

都石沉大海。我一咬牙，带上稿件到

平顶山日报社拜师求艺。当时，老报

人田鹤鸣、卢延岭、韩玉民、娄禾青等，

都毫不保留地教给我写作知识。通过

学习和实践，我慢慢掌握了新闻写作

的基本技巧，先后在《平顶山日报》《平

顶山晚报》发表了不少稿件。从此，我

写稿的决心和信心更加坚定了。

最让我难忘的是 1997年。农历正

月初七，时任平顶山日报社总编辑的

卢延岭老师，带我到襄城县山头店镇

胡岗村采访河南省特等劳动模范、村

党支部原书记胡福林逝世 25 周年纪

念日活动。全村群众自发到胡福林墓

地祭祀、村党支部成员给老支书汇报

一年来工作的场景深深感动了我。村

民为什么每年坚持为老支书扫墓？我

反复琢磨，当天下午就写好了题为《老

支书墓前的汇报》的稿子。我想用文

字表达群众对老支书的那份情感，写

了 2000 多字，疙疙瘩瘩；卢总编精心

修改，改到 800多字，利利索索。第二

天，这篇文章在《平顶山日报》一版显

著位置刊发了。稿子见报后，在社会

上引起了强烈反响，襄城县委、山头店

镇党委先后作出决定，开展向省特等

劳动模范学习活动。

在我的新闻报道生涯里，每一步

成长、进步都离不开《平顶山日报》，她

给了我力量、信心和精神食粮，是我的

良师益友。每天清晨醒来，在被窝里

用手机阅读《平顶山日报》；起床后第

一件事就是打开电脑，看《平顶山日

报》刊登的重大新闻；上班后再翻开订

阅的《平顶山日报》，细读自己喜爱的

文章，有保留价值的剪下来存放，隔几

天拿出来再看看。

2010年以来，我先后退居二线、退

休，《平顶山日报》却对我不离不弃，一

如既往地给我发稿子，是我们基层通

讯员永远的“家”。2010 年 10 月，我来

到卫东区五一路街道繁荣街社区采访

时任党支部书记朱淑珍，发现她情系

社区，心连百姓，挽救失足青年，关心

老人疾苦，一心扑到工作上，事迹十分

感人。我很快就写成了题为《闪着泪

光的事业》的长篇通讯，送给当时的平

顶山日报社总编辑娄禾青后，他认真

负责，加班加点精心修改，还教我采访

技巧，改文风，写故事，谋篇布局。我

受益匪浅。稿子在《平顶山日报》头版

头条刊发后，收到了良好效果，卫东区

委号召全区党员干部向朱淑珍同志学

习。不久，朱淑珍当选为市人大代表。

我还专门学习了新闻摄影，每天

关注《平顶山日报》刊发的图片，看图

片的角度、构图，比葫芦画瓢。已故的

平顶山日报摄影部主任李志勇老师，

生前常常带我到卫东区金牛山石榴

园、大棚蔬菜、学校等地，手把手现场

教我抓拍技术，从构图到表情，一丝不

苟。我的摄影技术有了很大提高，那

时拍摄的卫东区万亩石榴不仅在《平

顶山日报》刊发，还被人民日报、河南

日报等新闻媒体采用，看了报道前往

观花赏景拍照的人络绎不绝，拉动了

当地的生态旅游，带动了餐饮业，也增

加了农民的收入。

今年 4月，我拍摄的图片《湛河春

色》在《平顶山日报》落凫版刊发。《平顶

山日报》对我的厚爱、关心，一直都在。

40年来，我已在《平顶山日报》《平

顶山晚报》发稿 2000 余篇（幅），在人

民日报、新华社、中央电台、每日电讯、

经济日报、光明日报、解放军报等发稿

800余篇（幅），有百余篇新闻作品、文

学作品获奖。

我与《平顶山日报》终身相伴，生

命不息，写稿不止。

从“落凫”上感受城市的律动
◇ 袁占才

清晨醒来，映入眼帘的第一

抹 绿 色 便 是 那 簇 肆 意 疯 长 的 文

竹。让它疯长，不是因为懒得修

剪，而是源于特别的宠爱。

初识文竹是六年前，在朋友

的书桌上看到了一盆修剪精巧雅

致的文竹，心中甚是喜欢，便细细

观察起来。

那是一个扇形紫砂盆，一层绒

绒的青苔中间挺立着一簇墨绿的

枝干，虽纤细如丝却坚硬挺拔，笔

直向上。枝干末端三角形的针状

叶片绿荫如盖，层层叠叠，错落有

致，如同变幻莫测的云海。整体看

去，似竹非竹，似松非松，颇有黄山

顶峰苍松之态，但娇小纤细的模样

又似一个清高孤傲的文弱书生。

后来查阅资料得知，文竹属天

门冬科，又名云片松、云竹，原产于

非洲，高可达几米，置于室内可装

点居室，净化环境，其根可入药。

恰逢家里刚装修完，需要绿植，遂

去花卉市场购得文竹幼苗一盆。

那 盆 文 竹 幼 苗 高 不 足 十 厘

米，叶片稚嫩瘦弱，微微发黄，叶

幅不足手掌大。我将它置于阳台

之上，认真查阅资料，浇水施肥，

不敢懈怠，只盼望它日渐茁壮丰

盈。眼看它日渐长高，叶片也逐

渐繁茂，想着再过些时日便可修

剪出错落有致的造型，心中甚是

欢喜。但因我一时疏忽，它遭遇

了一场“灭顶之灾”。

邻居送给女儿一只小兔。女

儿看兔子蜷缩在笼中可怜，就把

它放出来，任它在阳台上蹦跳玩

耍。兔子突然获得自由，异常兴

奋，肆无忌惮地撒欢，竟然把阳台

上的花草当成了美味，尤其是那

棵稚嫩的文竹。待我发现时，文

竹已被啃得只剩下一段不足寸长

光秃秃的根。

我心疼不已。历经此劫，文

竹能否存活尚未可知，修剪好造

型的愿望算是破灭了。后来，它

渐渐被遗忘在角落里。

数日后，整理阳台时意外发现

那盆文竹竟大难不死，根部又冒出

几个新芽，嫩嫩的，如雨后破土的

竹笋。新茎纤细柔软稚嫩，像蜗牛

的触角。又几日后，幸存的枝干上

多出了几撮毛茸茸的叶片，起初是

鹅黄色，逐渐变成淡绿、翠绿并舒

展开。新长的茎由软变硬，外柔内

刚，挺拔向上，努力攀向高处，即使

由于过长无法挺立，末端却都抬头

向上，展示着旺盛的生命力和不折

不挠的向上势态。

一年后，文竹的枝条已经有

三米多长，缠绕着爬满了高高的

花架，叶片也繁茂无比，但我却越

来越不忍动刀修剪了，也许是因

为想起了龚自珍的《病梅馆记》，

也许是因为懂得了“一花一世界，

一叶一菩提”的慈悲。

万物皆有生命。活在这纷繁

俗世，能自由随性地“疯”长，尽情

发展，何尝不是一种幸运、一种奢

求呢？爱她自然会疼它、宠它，何

不任由她活出自己原本的模样、

自由随性地生长？

惚恍间，自己也化身成一簇

文竹，顽强地、无拘无束地向着梦

想的高处生长、攀爬……

家中专设一柜，内里满存报纸，存

得最多的是《平顶山日报》。

《平顶山日报》1994 年之前为四

开，之后为对开，柜中所存样报，张

张有我的文字。窃喜我这大半生，

码了数百篇短文，大半是在《平顶山

日报》变成油墨铅字。我的俗名儿，

是《平顶山日报》给扬的。搬了几次

家，这些发黄的报纸我始终舍不得扔

掉。那上面，有我韶华的印记，是我

与《平顶山日报》缘分的见证。时不

时翻翻看看，瞄瞄那精美的排版，瞧

瞧那醒目的标题，偷笑几声，叹息几

音，五味杂陈。

1982年，我从卫校毕业。第二年，

鲁山就由许昌归了平顶山辖。平顶

山，山是怎样的山？城是怎样的城？

人是怎样的人呢？我想去看、去认，可

是去一趟要一整天，班车绕了宝丰走，

慢似蚂蚁爬。怎么办？要了解它、融

入 它 ，最 好 的 方 式 是 看《平 顶 山 日

报》。别看报小字小，文皆短文，粗览

一下，政策法规、民生要闻、气候风云，

尽入眼底。官宣语，它是党的喉舌；理

论家曰，它是平顶山的精气神；好事者

说，它是千里眼顺风耳；老百姓则直

言，那是咱的风向标，啥新鲜事儿都登

呢。当时，《平顶山日报》设有“大家

谈”“长话短说”“琐言亭”“短评”等栏

目，所刊文章短则百字，长也不过三五

百字，却深入浅出，针砭时弊，读着过

瘾。

我最爱看的，莫过于“落凫”副刊

版，40年过去，初衷不改。有人说地方

报纸副刊是城市的精神符号，它多方

位、立体式诠释的，是这座城市高品质

的精神文化风貌。的确，多年的阅读，

我从副刊版上感受到了这座城市的强

劲律动。

《平顶山日报》副刊定名“落凫”，

一听有韵，再看有味。一座落凫山，成

了文化象征。一周一期，短文所述人

物，仿若相识；所记事情，身边发生，亲

切温暖。它描的，是平顶山的风物；唠

的，是平顶山的情话；展的，是这片土

地的历史印记、文化风尚；关注的，是

这一脉锦绣山川的风物百态、生活演

变；宣泄的，是这一隅人间的喜怒哀

乐、七情六欲。它抖乡韵，抒乡恋，起

温暖，生温馨。

刚参加工作时，我不坐办公室，看

报得找。老家房子四壁被油灯熏得乌

黑，我在队部找来《平顶山日报》糊满

土墙，有副刊的，我都挑出来，不舍得

糊上去。我不舍得糊，有人舍得。一

次，做客朋友家，墙上糊的尽是《平顶

山日报》，有张带副刊的，赫然有我的

“豆腐块”，高兴之余，征得朋友同意，

小心翼翼，我把它给揭了下来。

正因看多了副刊，童年里萌过的

文学之梦蠢蠢欲动，也开始涂鸦。通

宵熬夜，手稿勾来画去，再套上复写

纸，工整抄了，一份作底儿，另一份，装

入信封，背了人，做贼似的跑邮局寄

出。经过无数次的投稿失败后，1985

年 11月 5日，我的处女作在《平顶山日

报》发表了，那是首 8 句小诗，题目叫

《爆米花的孩子》，是与我的同学张晓

亮一起投的。他也爱诗，我俩各写了

几首，署的俩人的名字，装在一个信封

里寄走的。有趣的是，我写的这首发

时单署了他的名儿，倒是 5 元的稿费

转给了我。

因投稿，天天心里有念想，精神昂

扬，上班先拐传达室翻《平顶山日报》，

最盼看到邮递员的身影。每有微薄稿

费，就成了欢喜佛。平日里，我得罪谁

也不得罪传达室的老头儿，别人都戏

老头迂，我却尊敬有加。投的稿发不

出，怕别人知晓，嘲我夜郎自大；发出

来，曲里拐弯，又想吵得树上鸟儿也知

道。

平顶山的作家，或深或浅，都与

《平顶山日报》副刊有缘，多由“落凫”

版蹒跚起步。文章投报纸副刊，见报

快，心增喜悦快，刺激着写得多。报纸

发行量大，一大早，飘得到处都是。

感激《平顶山日报》历任副刊编

辑，他们没少抬爱我。我学历不高，所

写谬误太多，经了他们一改，我既敬佩

老师们细心，又汗颜自己浅陋。最初

给杜跃磊老师投稿，原以为他年高，

见面一问不禁惊诧，他仅大我一岁。

曲令敏老师上世纪 90 年代发我写尧

山（石人山）的散文就有一二十篇。

遥忆驾鹤西去的张黑吞老师，曾给我

回了无数的手写信；即便是我寄给

他没发的散文，事隔多年他仍记得清

清楚楚；经他手发的《鲁山城小记》，

获了 1992 年度的落凫奖和省报副刊

二等奖。

沾了《平顶山日报》的光，我工作

上没少受益。我心里明白，就连好几

次的调动提拔，也多缘于此呢！

一报情缘 一生相伴
◇ 古国凡

蔷薇花开
◇ 涂俊宏

母亲的眼泪
◇ 马素钦

宠爱文竹
◇ 周小赛

“没事儿，让晶晶住我家吧。”

“放心吧，闺女在这儿有我呢。”

听到两个老师的话，我的心里安慰

了许多。

这几年，疫情反反复复，时常搞偷

袭，让人措手不及，特别今年春季以来，

它总有不怀好意回头看的恶行。这让

我更感焦虑和不安。

两个女儿都在外地上学，一个在郑

州市区，一个在紧挨郑州的新郑宇华中

学。大女儿上高三，住校，每月回家一

次，还不太令人担忧。最令人揪心的便

是小女儿晶晶，她是七年级住校生，每

周都要接回来再送走。我们在郑州没

住房，也没亲戚，所以每个周末都得早

早安排接送她的事儿。

当春天还不曾把颜料带足时，疫情

再次突袭了河南。又到了周五接孩子

的时间，我上午收到学校老师发的信

息：学校紧急通知，为了确保全体师生

的安全，所有人非必要不离郑。

我一时茫然了：让孩子独自在郑州

找宾馆住吧，她太小，没有身份证，就是

能住进去，一个人怎么行呢？让我在郑

州的同学把孩子接他们家吧，又怕给人

家添麻烦。我们去郑州吧，得向上级报

备，居家隔离 7天。

到底该怎么办呢？我的脑海里反

复地闪现着“不离郑”三个字，它就像紧

箍咒一样，让我坐立不安。

“妈妈，这个周末我不回去了。”正

郁郁寡欢的我突然接到了小女儿打来

的电话。她很少给我打电话的，这一句

不回来让我深感诧异。“妈妈，俺班主任

说，咱家远，来回跑着不方便，周末两天

让我住他家，老师让你不要担心。”女儿

欣慰的语气里还有对家的思念。

挂完电话，我的心顿时安了下来，

但充满了打扰别人的歉意。我曾听女

儿说，她老师家有两个和她年龄相仿的

孩子，老师平时除了忙上课、管理班级

等事情外，还要忙自己的孩子，家中还

有年迈的父母要照顾。如今，又多一个

孩子，老师该有多忙啊！

我的电话再次响起，接通后是张老

师的声音：“晶晶妈妈，让晶晶住我家

吧。你不要担心啊。你们那么远，不要

再来回跑了，两天的时间过得也很快。

放心吧！”还没等我表达感激之情，张老

师已挂了电话。

星期六上午，我刚忙完家务，微信

里就传来了女儿的一张张照片——班

主任老师带她去郑州公园玩的照片。

她玩铁索桥，爬梯子，荡秋千，吃甜点，

幸福写满了可爱的小脸蛋儿。

看着老师发给我的照片，不知不

觉，我笑着的嘴边挂上了一串泪珠——

不是不舍，也不是对孩子的想念，是被

温暖了。孩子在老师家被照顾得无微

不至。后来听女儿说，张老师每顿饭都

给她做四样菜，还不停地往她碗里夹。

接下来的第二个周末，晶晶依然被

老师接回了家。跟着老师，她曾幸福地

说：“住在俺老师家，俺老师对我比你对

我都娇惯。我才不想家呢！”

为了表示感谢，我满怀真诚地给老

师发红包，老师义正词严地拒绝了。

刚把对小女儿的牵挂放在了心底，

大女儿那边又有了新的情况。

郑州航空港区 4月上旬突然有了疫

情，周边迅速被封控，大女儿学校所在

区域刚好在封控区内。

这一消息再次让我寝食难安。

开学后我们已有近两个月没接大

女儿回家了，由于种种原因也没有前去

看望，本打算找个周末去见见女儿。我

不断地在心里懊恼悔恨当初不该让孩

子们跑那么远去上学。

我拨通了大女儿班主任老师的电

话后，电话里传来了爽朗的笑声：“闺女

在这儿有我呢，你们只管忙吧……”

日子在疫情里煎熬。由于封控区

管理严格，女儿银行卡上的钱不能取

出来，她连吃饭的钱都没有了。

晚上十点多，接到大女儿的倾诉电

话后，我的泪水不止一次滑落……

第二天早上，我迫不及待地打通了

大女儿班主任老师的电话，刚一开口，

就开始哽咽。老师大致明白了我的意

思，笑吟吟地安慰道：“没事儿，别担心，

我这儿有钱，今天早上吃饭的时候给她

了。一切有我呢！学校里已为孩子们

发了饮料和零食进行安抚，让他们安心

学习……”

满怀感激之情，我却一句话也说不

出来。疫情期间，两个孩子虽在异地求

学，但都因有老师的照顾和帮衬，我这

个做家长的才能安心在家工作和生

活。这是多么值得庆幸的事情啊！

天气渐渐好了起来，疫情也灰头土

脸地退去。两个女儿几乎同时打回来

电话：“妈妈，学校里的蔷薇花开了，开

得可大可漂亮了，这是我们少见的、最

美的、最温暖的春天。”

母亲是坚强的，我很少看到她

流泪，除了几个姐姐出嫁时她泪眼

婆娑，其他时间母亲总是面带微

笑。今天，我再次看到母亲的眼

泪，虽然她低着头掩饰，可接连不

断的泪珠砸在水泥地上，依然砸痛

了我的心。

外婆生了九个孩子，可母亲只

有姊妹二人。母亲的七个姐姐都不

幸夭折。母亲是被外婆捧在手心里

长大的。在那个贫穷的年代，母亲

十指不沾阳春水，一直到出嫁。出

嫁后的母亲，一下子变得心灵手巧，

做饭、织衣、采桑、种田无所不能。

能干的母亲曾是村里的妇女主任。

母亲很贤惠，她亲手为父亲的

堂妹做嫁衣；她抚养我们八个健康

长大；她侍奉爷爷奶奶以及爷爷同

父异母的两个弟弟，直到他们寿终

正寝。

父亲告诉我，他和母亲第一次

见面时，站在雨中撑着一把黄油伞

的母亲圆圆的脸颊带着婴儿肥，肤

色红润细腻。

母亲今年八十一岁，我不记得

她貌美如花的样子，记忆中的母亲

就骨瘦如柴、满头华发。近几年，

受风湿病的影响，她双手四指向大

拇指相反的方向怪异地弯曲；眼睛

视力以药物无法控制的速度急剧

下降，如今，她宠溺的孩子站在她

面前，若不出声，她也认不出来。

去年冬天，母亲不慎摔倒，造

成右胯股骨头粉碎性骨折，在医生

的建议下换了人工股骨头，手术伤

口缝了三十九针。手术后第一晚，

麻醉药效过后，汗流不止的母亲不

曾发出一声呻吟。我和弟弟寸步

不离地守在母亲病床前，帮她翻

身，为她擦汗。后半夜她一直催我

和弟弟睡觉，最后近乎哀求。手术

后第二天，母亲便靠着助行器自己

去厕所，她不肯在床上大小便，她

说那是对孩子的“糟闹”。

父母怕给我们添麻烦，一直不

愿跟我们一起生活，更不允许为他

们请保姆，二人固执地守着老房

子，敞开大门等待空闲的孩子归

来。出院后的母亲生活不能自理，

可她仍不愿去任何一个孩子家。

还好弟弟、哥哥、四姐春节放假在

家，住得离母亲也近，一日三餐不

用母亲动手。

正月二十六，我回娘家，走进

敞开的大门，只有父亲一人在家。

父亲说，今天是外婆的周年，五姐

带她去外婆家上坟了。外婆已去

世46周年，我埋怨父亲不应该让母

亲去，母亲身体尚未痊愈，经不起

路途的颠簸。父亲说：“你娘非去，

我拦不住，再说那是她娘的周年。”

中午我在厨房做饭，五姐和母

亲突然回来了。五姐说，母亲还未

到外婆村庄，就开始流泪。走到外

婆家，妗子和几个表哥都不让她去

上坟，她执意要去，地里泥土松软，

她无法行走，就那样站在地头，远

远地看着外婆的坟哭个不止……

妗子留她吃午饭，可她惦记家里的

父亲。

五姐说话的时候，母亲就在不

远处，她低着头坐在凳子上，不太

长的白发遮住了她大半张脸，极度

变形的双手放在膝盖上，一滴又一

滴眼泪无声地落在她脚前的水泥

地上。

坚强的母亲，面对越来越多

的病痛，不肯和孩子们多说一句，

可却想到了自己的母亲。站在地

头痛哭的母亲，应该是在向外婆

寻求帮助，因为天下所有母亲在

孩子的眼里都是万能的。视力模

糊的母亲未必能看到坟头跳动的

火光，但她肯定听到了外婆关切的

话语——询问她的疼痛，叮嘱她照

顾好自己。

前几天，父母被接到三姐家

住。这次他们没有多说什么，无数

次病痛的折磨，让他们终于无奈地

开始服从孩子们的安排。母亲夜

半醒来，定会泪湿枕巾，她这辈子

最不愿意的就是给孩子们添麻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