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生活资讯
周一至周五刊登

欢迎来电咨询办理

招聘业务经理数名，男女不限，
年龄46岁以下，人品正直，五官端
正，有驾驶证，工资面议。

电话：17772877766

药品销售招聘

疏通马桶 维修水电暖
清洗空调 维修燃气灶
电话：13083843399

家电维修
上门快修：空调、冰箱、电

视机、洗衣机、热水器、油烟机
等家电。电话：13103610622

以“一切为了老人，为了老人一切”为办院宗旨，经过10年潜心经
营，为全市1400多个家庭的老人提供了专业医养服务。

2014年我院成为焦作市爱心敬老促进会常务理事单位，并被定为
重点扶持养老单位；2016年被评为河南省养老示范单位；2019年被评
为焦作市康养产业发展领导小组先进养老机构，被山阳区卫健委评为
医养结合工作先进单位。

公寓已完成全面升级改造，环境优美，设施完善。关爱老人，用心服务。

康辉老年公寓

咨询电话: 15938183366 (苗院长) 乘5路、23路、33路、38路公交车到解放东路墙北村东康辉老年公寓下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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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前路与友谊路交会处附近有
一门面房二层，200多平方米，8个
标准间，1个会议室，适合开公司、茶
社、旅馆等。电话：13069416900

出 租

环境优美，空气新鲜，幸福港湾共度晚年。
电话:18790238229 解放东路冯河新区东300米

幸福港湾养老院
公众号免费发布 欢迎咨询办理

生 活 资 讯 18790205360
一个电话 上门办理

报纸+微信

每天工作4个小时，年龄25岁
至55岁，女性，不点名，时间自由，大
众健康科普。电话：17703915488

招聘兼职

共享DIY机械工作室招租
提供独立场所和电气焊、钳工工

具、车铣刨磨等机床，收费不高，轻松实
现个性制作梦想，丰富生活，直播带货。
地址：市森林动物园东门附近 电话：13027658501

桑坡村是孟州市最古老
的村落之一，村名桑家坡因姓
氏而来。明《怀庆府志》记载，
五代时期后晋宰相桑维汉葬
在村北清风岭阳坡上，因北高
南低，自然成坡，故取村名桑
家坡，简称桑坡。

如今，桑坡村最鲜明的
特色就是毛皮产业。为加快
桑坡村毛皮产业转型升级步
伐，让桑坡村走上高质量发
展的路子，孟州市于2020年
9月全面启动桑坡·记忆特
色小镇建设，依托该村现有
资源，总投资20亿元。

该村坚持以一二三产业
融合，“农旅、商旅、文旅”三
旅结合，“生产、生活、生态”
三生融合为指导，聚焦特色
产业，围绕“电子商务＋特色
小镇”，遵循产业上“特而

强”、机制上“新而活”、功能
上“聚而合”、形态上“精而
美”的特色小镇建设思路，打
造融合毛皮产品线上线下销
售、特色文化旅游、社区功能
化等为一体的创新创业发展
集聚区。

在桑坡·记忆特色小镇，
游客可以到桑坡商场参观并
购买各类毛皮产品，到桑坡
记忆特色展厅参观桑坡毛皮
发展历程，还可以品尝到澳
洲进口烤肉、泰国榴梿披萨
等特色美食。

目前，桑坡村拥有商城
30家、实体门店2100余间，
一线微商从业人员 1万余
人，生产营销红红火火。桑
坡村的传统毛皮产业在新业
态的加持下，焕发出勃勃生
机。

编辑 李 琳 版式 赵 恒 校对 李艺斐 组版 韩冬萍

2022年 9月 23日 星期五 新闻报料：3909990 周末·A06 乡村

①①

②② ③③

④④

毛皮产业加持的“幸福村”
本报记者 宁江东

每当夜幕降临、华

灯初上，位于孟州市城东8

公里处的南庄镇桑坡村就

变得热闹起来，鳞次栉比的

商铺开门迎客，各地游客取

货购物，大街小巷车水马

龙、人流如织。人影、车流、

灯光等元素交会在一起，桑

坡·记忆特色小镇的夜景让

人流连忘返。

桑坡村素有“中国毛皮

之都”“中原淘宝第一村”和

“中国淘宝村”等美誉。9

月5日，河南省文化和旅游

厅发布公告，桑坡村被认定

为河南省乡村旅游特色村。

今天，就让我们走进桑

坡村，感受这座美丽乡村的

独特魅力吧。

桑
坡
村

“

图① 桑坡村隆丰步行街车水马龙、人流如织。
图② 桑坡村生产的毛皮产品远近闻名。
图③ 游客在桑坡村商铺内选购毛皮产品。
图④ 夜色下，桑坡村街道灯火通明。

（照片均由孟州市文广旅局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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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
伯牛(1)有疾。子问之，自牖(2)执

其手，曰：“亡之，命矣夫！斯人也而有
斯疾也！斯人也而有斯疾也！”

【译文】
伯牛得了重病，孔子前去探望，从

窗外握着他的手说：“要失去这个好人
了，这是命啊！这样的人竟然得了这
样的病啊，这样的人竟然得了这样的
病啊！”

【评析】
本章是在伯牛弥留之际，孔子探

望时对他的无限眷恋与悲叹，间接体
现了伯牛所具有的美好德行。

(1)伯牛：即冉耕，字伯牛。古代
男子出生后即可取名,通常用一个汉
字表示，而在他成人加冠时还要取
字，通常用两个汉字表示。名和字并
非随意而取，它们之间有着相互的关
联。有的字用来解释自己的名，如冉
耕的“耕”是名，“伯牛”是字，两者是
相互延伸的关系。因为田需要牛来
耕，他在家里排行老大，按照伯、仲、
叔的顺序，前面加一个伯字，故称“伯
牛”。有的字也会与名彼此矛盾、相
互对立，如端木赐的“赐”有授予的意
思，而他的字“子贡”则有进献之意。
冉耕是春秋末年鲁国陶(今山东省菏
泽市定陶区)人，比孔子小7岁，以德
行著称，位列孔门四科十哲中德行科
的代表。他为人端庄正派，善于待人
接物，官至中都宰。由于患有恶疾，
他英年早逝。

(2)牖：指南面的窗户，古人的居室
北墉而南牖，表明居室的设计坐北朝
南，北面是墙，南面有窗。

伯牛是孔门甚为倚重的弟子之
一，孔子在鲁国担任大司寇时，伯牛
接替他担任中都宰，可以说是孔子政
治改革中的得力助手。然而天有不
测风云，正准备协同孔子大干一场的
伯牛却患上了不治之症，《淮南子》称
之为“厉”病，即癞疮，皮肤大面积地
生疮溃烂。作为传染病的一种，除了
患者会被隔离之外，还被误认为这是
不祥的预兆。所以人一旦染病，就如
同宣布了死刑，任其自生自灭，连家
人都不能探望。孔子知道冉耕的病
情后，便不顾危险毅然前往。由于伯
牛的坚持，也是为了老师的安全，孔
子无法到达他的床前，只能隔着窗户
紧紧地握着他满是疥疮的手。看到
昔日温良敦厚、意气风发的弟子，如
今被病魔折磨成这般模样，自己却无
计可施，孔子忍不住悲怆哀叹，泪珠
夺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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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永刚

小说《大民回乡》是
当代作家李一清的作品，
发表在2019年《当代》杂
志。故事情节大概如下：

一天，大民被安排相
亲，他又替他爹参加村民
会。他就一边开会，一边
等相亲对象。由于对村干
部在家门口修建一个池塘
的提议有异议，大民被村
干部当众扇了一个耳光，
刚好被穿红裙子的相亲对
象看到。对象黄了，大民
无奈出去打工，多年未回。

多年后，大民在城里
买了一套二手房，受到有
文化邻居的熏陶，变得有
素养起来。在小区装电
梯时，大家议论纷纷，针
对不同楼层付费多少众
说纷纭。大民作为石匠
和木匠，用专业知识一一
说服大家，得到了大家的
尊重。但是他认为，回到
老家受到尊重才是真正
的尊重。

刚好村里为了脱贫，
准备挖池塘。接受新任
村干部的提议后，大民用
所学知识，为村里精准指
定池塘位置，帮助村里人
解决了水源问题。面对
村里寄给他的征求意见
书以及一系列发展规划
纲要，大民热情满怀，准
备回乡参与农村建设工
作……

面对新农村建设，作者
的思考似乎并不满足于脱
贫攻坚、建设和谐邻里关
系、歌颂农村淳朴民风民
情，甚至也没有对农村精神
文明建设泛泛而谈。在李
一清的笔下，新农村建设，
更多的是共建共治的乡村
治理，唤醒村民的主人翁
意识，吸引更多的村民参
与村务管理中，让新农村
建设在合力和凝聚力中焕
发新的光彩，似乎更能体
现新农村的新面貌、新风
尚、新动力。

其实，很大程度上，
新农村的“新”，是和旧农
村的“旧”对比出来的。

过去的村干部老五
叔，为了自家的风水，擅
自动用公共资源，召开村
民会公然让大家为他修
池塘。对大民的质疑，在
公众场合他给大民以耳
光的报复，充分揭示了过

去部分农村存在的“一言
堂”“家长制”“宗族势力”
等丑恶现象。个别村干
部视集体财产为私有，面
对不同的声音更是以简
单粗暴的方式予以打
击。老五叔后来交班给
儿子小五叔，谁知他连老
五叔还不如，因各种贪污
蹲了大牢。

两代村干部的经历，
充分暴露了过去农村出
现的种种弊端。

而在这种唯我独尊
的干部作风面前，众多村
民只能敢怒不敢言。村
务共建共治，谈何容易？

相比较而言，大民在
城里接受的不光是个人素
养的提升，他开始严格约
束自己，不再随地吐痰，不
再乱扔烟头果皮，不再大
声说话……更多是对集体
利益事务的思考和积极参
与的意识。从这角度上
讲，在他的精神内核中，已
具备了很多新农村建设中
农民应该具备的很多特
质。

从鲁迅笔下的阿Q、
闰土、祥林嫂，到沈从文
笔下的天保、傩送；从周
立波笔下的赵玉林、郭全
海，到柳青笔下的梁生
宝、梁三老汉；从余华笔
下的徐富贵，到张一弓笔
下的李铜钟……中国的
农民形象，经历了翻天覆
地的变化，由原来的麻
木、自私、隐忍，到后来的
朴实、乐观、积极向上。
中国农民的精神，也随着
社会的进步和经济的发
展，逐渐表现出更多闪光
的优秀品质。在李一清
的笔下，以大民为代表的
新时代农民，秉承历代农
民善良、淳朴、踏实、勤劳
的品性，同时又多了善于
学习、能够反思总结提升
自己，迅速融入集体和新
的环境，建设新生活、新
农村的主人翁意识正在
形成。

这可能也是新农村
一个更加闪亮的“新”字。

“文章合为时而著，
歌诗合为事而作。”文学
作品很多时候是记录、反
应时代的变化，也有的时
候是在刺激、警醒、呼唤、
点燃、引领我们的生活和
精神世界。

岳飞是南宋时期抗金
名将、民族英雄，还善诗
词、书法，位列南宋“中兴
四将”之首。《满江红》是他
最为感染人、激励人的词
章，是千古传诵的爱国名
篇。红旗出版社把它列入
《你最应该知道的古典诗
词》中。

词的上半部分抒写词
人渴望建功立业的凌云壮
志。“怒发冲冠，凭栏处，潇
潇雨歇。抬望眼，仰天长
啸，壮怀激烈。”意思是说，
我满腔怒火头发竖起直冲
冠帽，倚栏处潇潇骤雨刚
刚停歇。抬起头放眼四
望，对苍天声声长啸，胸中
热血沸腾情怀激烈。“三十
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
和月。莫等闲，白了少年
头，空悲切。”是说多年功
名微薄如泥土，千里风云
征途正待跨越。切莫轻意
虚度年华，把年少青春大
好时光白白抛弃，到白发
满头时空自悲切。这把岳
飞的豪情壮志表露无遗。

词的下半部分引史入
词、以史为鉴、以史为鞭，
表达了作者杀敌报国的决
心与自信。“靖康耻，犹未
雪。臣子恨，何时灭？驾
长车，踏破贺兰山缺。”是
说靖康之变的耻辱，至今
还没有被洗雪。臣子心头
的愤恨，何时才能泯灭？
我要驾战车，直把贺兰山
踏得残缺。“壮志饥餐胡虏
肉，笑谈渴饮匈奴血。待
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
阙。”意为打仗饿了吃胡虏
的肉，谈笑渴了饮匈奴的
血。待我们重新收复旧日
的山河，去报告胜利的消
息。

综观这词字里行间流
露出一股浩然正气和英雄
气概，表现出岳飞烈胆忠
肝，使人读之激情振奋、热
血沸腾。

翻开中国革命史册，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

成千上万有志青年，为了
新中国不惜流血牺牲。新
中国成立后，为了祖国的
安宁和人民的幸福，大家
积极报名参军，踊跃奔赴
卫国戍边的战场，坦露了
铁骨丹心的爱国情怀。抗
美援朝，中国参战的志愿
军勇于拼搏、保家卫国。
他们不怕苦，不怕死，翻山
越岭，爬冰卧雪，忍饥挨
饿，冲锋陷阵，痛击敌人，
用血肉之躯把敌人赶出了
三八线。他们的壮举，连
美军都感到敬畏。其间涌
现出无数英雄模范人物：
杨根思，在战斗中已受伤
的他毅然抱起炸药包，拉
燃导火索纵身向敌群冲
去，炸死了爬上坡的敌人，
完成了切断敌军退路的任
务，壮烈牺牲时才 28岁。
黄继光，上甘岭战役中，在
身上多处受伤的情况下，
他用自己的胸膛堵住敌人
碉堡狂喷火舌的枪口壮烈
牺牲，用年轻的生命为部
队开辟了胜利前进的道
路。张桃芳，怀着对敌人
的刻骨仇恨钻研射击技
能，在32天内以436发子
弹击毙214名美军……以
这些英雄模范人物为代表
的百万志愿军将士，雄赳
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和
朝鲜人民并肩战斗，打败
了武装到牙齿的凶恶敌
人。

今天，世界的天空乌
云翻滚，海洋上的恶浪冲
击堤岸，世界并不太平。
因此，我们必须提高警惕，
加强战备，枕戈待旦。尤
其是年轻一代，要像民族
英雄岳飞那样，“三十功名
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
月”，立定精忠报国的志
向，要像抗美援朝的英雄
们那样，为我们中华民族
的复兴大业，为我们炎黄
子孙千秋万代的安宁幸
福，贡献自己的力量。

精 忠 报 国
———读《满江红》有感

□李思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