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草草地地周周刊刊》》 欢欢迎迎读读者者评评报报、、提提供供新新闻闻线线索索

9
新华每日电讯/2018 .6 .15/第 375 期

刊名创意：王蒙 刊名题写：沈鹏

本刊主编：姜锦铭

值班责编：李牧鸣 实习生：黄伟

版

邮箱： worthreading01@163 .com

屈子何寻

电话：（ 010 ） 88051377

扫二维码，
关注新华每日电讯

12

“刷”在农村墙上的时代变迁

本本报报记记者者刘刘雅雅鸣鸣、、史史林林静静

“出重拳 扫黑恶 促稳定 保平安”———
刷完一天中最后一条标语后， 68 岁的马留彬
累得胳膊都快抬不起来了。今年一开年，马留
彬就忙活起来，随着中央扫黑除恶专项工作的
开展，乡里有好几百面墙等他去刷上宣传标
语。

马留彬是河南省尉氏县大马乡人。作为大
马乡当地人心中“字写得最好的人”，马留彬在
乡间地头刷写了近 50 年的标语。在乡里显眼地
方的同一面墙壁上，他曾写了又刷，刷了又写，
不知重复了多少次。每条不同字体不同字号的
标语背后，书写的都是时代风云。

行走在中原大地的阡陌乡村，映入眼帘的
各式墙面标语常常引人瞩目，成为中国乡村的
一种特有文化现象。在中国农村的这面墙上，
历史以“墙面标语”这种乡土中国特有的形
式，记录着国家社会发展进程中每一个具有代
表意义的时刻。改革开放 40 年来，农村墙头
标语的变化，浓缩了时代变迁，见证了社会发
展。

“站在墙上的历史”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用庄重
的黑体刷下这条标语后，年轻的卜宪升意识到
一个新时代开始了。与这个标语同时期的还有：
“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等等。

今年 60 岁的卜宪升也是尉氏县出了名的
“写家”，记不清自己是从哪一年开始刷标语，这
一刷就没有断过。让他至今记忆深刻的还是上
世纪 70 年代末 80 年代初，自己刷下那条新标
语时的惊奇与欢欣。

1978 年深秋的一个晚上，为了解决温饱问
题，安徽凤阳县东部小岗村一个茅草房内，18
位农民冒险在一份契约上按下红手印实行“大
包干”，成为中国农村改革开放的第一声春雷。
春雷唤醒了中国农村大地。卜宪升回忆说，夏收
后的一天，他提着涂料桶，在很多村的后墙上，
刷写“交足国家的，留够集体的，剩下的都是自
己的”标语时，村民们争相围观。

自那以后，农村各地的墙面上，以往铺天盖
地的“以阶级斗争为纲”之类的政治口号逐渐被
崭新标语覆盖，以发展经济、发展教育、计划生
育、维护社会治安稳定等为主题的宣传标语纷
纷上墙。

其中，计划生育标语成为人们的集体记忆。
1982 年，计划生育被确定为基本国策。“一对夫
妇只生一个好”“提倡一胎、控制二胎、杜绝三
胎”等标语长时期、不间断地强力宣传，这些标
语在墙上存留的时间也是最长的。“有关计划生
育的标语写得最多啦。”这是几位农民“写家”的
共同感受。

“计划生育是基本国策，先后刷了 30 多
年了。” 62 岁的刘占国以前是尉氏县洧川镇
文化馆馆长，写得一手好字。在他的印象中，
关于计划生育的标语也经历了一个显著的变
化。

上个世纪，随着计划生育政策越来越严
格，部分农村地区一度出现一些看起来很吓人
的标语。好在，这些过激的口号很快就得到纠
偏。到上个世纪 90 年代初，已被改成了“生男生
女都一样”“少生优生，幸福一生”等更文明更人
性化的标语。如今随着全面二孩政策的推开，
“一个太少 两个正好”“一对夫妻准生俩娃
一个养爹一个养妈”等鼓励二孩生育的标语随
处可见。

墙面计生标语的变化，反映了我国人口形
势的变化和政策变迁。“每个阶段，都有每个阶
段的特色，现在人们的生育观念都大大改变
了。”刘占国说，农村生儿养老、传宗接代的思想
也淡了。

“标语是时代的一面镜子，是政治语言的浓
缩，是站在墙上的历史，农民群众正是通过这些

宣传标语感受当时的政治氛围。”尉氏县委副书
记郎军立说。

除了计划生育，农村墙头标语更多的还是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一个个具体体现。从“科
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到“建设新村镇 发展新
产业 培育新农民”，这些被马留彬刷在村口最
显眼位置的标语，无一不成为历史的记录。其中
为倡导改善农村道路、发展经济，“要致富 先
修路”更是成为脍炙人口的口号。

进入新世纪以来，一股股惠农政策的春风
吹进乡村。“农民种地、政府贴钱”等标语口号也
被刷上了墙，深入人心。

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与美丽乡村、深
化改革、脱贫攻坚等政策有关的标语纷纷上了
农村的大小墙面。马留彬说，即使到现在，农
村“这面墙”还是国家政策的重要宣传传播方
式。

不久前，“环境靠大家 关系你我他”“保护
环境 造福后代”这些标语被马留彬刷到尉氏
县大马乡小马村公路边的墙上、群众的房前屋
后。近年来，建设美丽乡村、提升农村人居环境
成为广大农村的一项重要工作。

“现在农村生态环境和从前相比真是有了
翻天覆地的变化。”马留彬所在的尉氏县也开始
实施生活垃圾市场化服务，为农村统一配备大
型分类垃圾桶、地理环保桶、环境巡查车等设
备，助力美丽乡村建设。

卜宪升则刷了不少和脱贫攻坚相关的标
语，而且格外突出。“‘贫穷落后不光荣，好吃懒
做很可耻’‘扶贫路上，不落一人’这些个标语都
是斗大字体，离一二里地都能看得到。”卜宪升
说，“标语要让群众明白脱贫不能等靠要，自力
更生最光荣。”

在他看来，在当前全面打响的扶贫攻坚战
中，这些标语起到的是一种教化人心、营造氛围
的作用。

“咱老百姓大都很朴实，国家政策倡导什
么、弘扬什么，这些自然而然也会成为引领农村
风气的风向标。”郎军立说。

“人围得越多，写得越提劲”

最开始是农村民办教师，后来做了乡镇电
影放映员，此后又去了乡镇司法所工作，在长达
几十年的时间里，自幼喜爱书法的马留彬唯一
没有丢下的就是下乡刷墙头标语。

这个皮肤黝黑的农村老汉平常不爱说话，
但一提到写字嗓门就打开了。“这里面的学问可
多了,”他很骄傲地宣称，整个大马乡的墙都是
他的，哪些墙能刷，哪些不能刷，能刷几个字他
都门儿清。

“在墙上写的字叫美术字，和书法不一样，
书法讲章法，美术字讲统一，多笔收，少笔放，四
边靠墙向里让。”马留彬边说边比划。由于常年
在墙上写字，很多颜料都渗到了指尖里，原本
鲜艳的红颜料也因为长时间累积变成了黑红
色。

被记者看得有些不好意思，马留彬搓着手
说：“我们干这一行的都这样，洗都洗不掉。”

在同样做过电影放映员的刘占国看来，一
件沾满颜料的衣服也是农村刷标语人的标配。
“经常写字的，家里没有一件衣服是囫囵干净

的，再小心都不行。”刘占国说，写字的时候顾
不了这么多，一心只想把字刷好。

“直接提笔上墙，不打草稿不画线，一次
成，要是顾这顾那就写不成了。”刘占国说，像
他们这几个老“写家”，“黑体、仿宋、隶书、楷
体字体都能写，也不是我们说大话，国家级书
法家很多，敢上墙的还真不多。”

而在农村刷标语还有个特别的体验，通
常会有不少人围观，人围得越多，写得越提
劲。

这些“刷字的”还有一个习惯：出门在
外不看风景先看墙。“看到好的字先记下来，
看他们怎么写的。”马留彬说，看到不好看
的、写得不齐整的，恨不得把它们都涂掉重
写。

“政策宣传标语一般是白墙红字，公检法
的是白底蓝字，美丽乡村的是白底绿字，这个
可不能错，错了就不好看了。”马留彬说，这也
是乡村刷墙人长年总结而成的经验。

最近一两个月，马留彬一口气刷了 200
多条标语，全都是关于“扫黑除恶”的。

“大马乡有 60 多个村，每个村都得保证
有两三条，清一色白底蓝色黑体字，看着庄
重，这是中央定的大事。”马留彬指着大马乡
西王村一排刚刷过的墙说，这些墙紧邻着主
干道，过往的人比较多，是重点区域。

“都是老百姓自己的院墙，刷之前跟他们
打声招呼，说来刷个标语，大家都很支持。”马
留彬说，刷了 50 年了，还没有碰到哪一家不
让刷的。

哪些能刷哪些不能刷，这些“刷字的”心
里都很有数：“有些不符合中央政策、违背公
序良俗的给多少钱也不能刷。”卜宪升说。

基层干部告诉记者，能在农村刷标语的，
大都是有乡村教师背景的文化人，不光字要
写得好，还得要真喜好这个，此外最重要的还
是觉悟高人品好的农村“明白人”。

既有“颜值”又有“气质”

40 年来，与改革开放进程一样风云变幻
的，还有农村这面墙。

“以前墙上都是政策宣传标语，差不多是
上个世纪 80 年代的时候开始出现广告。”卜
宪升回忆说，“最初是一些饲料、种子、肥料等
农资广告。”

从上世纪 90 年代开始，大量商业广告涌
进农村市场，图文并茂的广告宣传语成为农
村墙面的一大亮点。

“XX 冰箱 家电下乡”“老乡见老乡，购
物去 XX”“国产汽车买 XX 皮实耐用又不
贵”“车险买 XX 修车不垫钱”……农村公路
两侧只要有房屋的，墙上大半都绘有广告，从
各类农资到家用电器、医疗服务、汽车房子、

互联网等，农民生产生活有需要的，都可以在
“墙上”找到。

“最开始是太阳能、冰箱、彩电、洗衣机等
一些家用电器，最近几年汽车、房子的广告越
来越多了。”马留彬说，尤其是农村淘宝，现在
基本上村村都有，说明咱农民群众有能力消
费，过上城里人的生活。

有关统计称，农村墙体广告的占比中，农
资类广告从 2011 年的 76% 陡降至 8% 以
下，汽车类广告从 2011 年的 3% 升至 20%
以上，电商类广告从无到有，如今已经超过
40%。

得益于县域经济的发展，这些农村“刷字
的”挣钱机会和门路也大大增多。“以前一条
标语 10 块钱，现在最多的时候一个字 100
块。”马留彬说，现在每年光写字就有六七万
元收入，远远超过退休工资。

与此同时，技术进步也让他们面临挑战，
其中喷绘的发展，多少让这些靠笔吃饭的老
人感到一些压力。“各色各样的墙体喷绘越来
越多，也有挑战，但书法和喷绘是两回事，喷
绘再漂亮也取代不了我们这些写字的。”马留
彬说。

塑造农村这面墙的除了市场经济的力
量，还有新时代农民向善向美的朴素追求。传
统道德和乡风文明的提倡，让农村这面墙的
内容和形式也越来越丰富多元。

“字”也不再是农村墙头的唯一元素，一
幅幅手绘画让农村墙头逐渐变得既有“颜值”
又有“气质”，农村这面墙以百姓更加乐于接
受的方式润物无声地继续履行使命。

在河南汝州的大小村庄，一幅幅漂亮的
山水画，一条条富含哲理、明白实在的谚
语、政策解读在乡间村头装扮着农村墙体；
河南兰考农村，围绕中国梦、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等主要内容，建成了由家风家训、村
规民约、孝道公约和健康养生等板块组成的
文化墙。

“现在咱们老百姓再也不信那些大话、狠
话的标语了。”刷了 50 多年标语的河南内乡
县齐保东老人对墙头标语的变化深有感触。

还有不少地区的农村采取图画、诗词、顺
口溜等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将党和国家的
政策法规、经典国学、道德文化等内容“搬到”
了墙上。

“日子越过越美，农村这面墙也越来越好
看，有墙的地方就有政府在，老百姓喜欢看，
看了心里有底儿。”齐保东说。

墙面标语的宣传效果究竟怎样？一句话
不无道理：农村刷墙，天天可见，你无法拒绝。
在信息传播手段日趋多样的今天，作为一种
最经济、最有效的宣传方式，墙面标语仍将
活在我们的视线中，持续见证每个时代的变
迁。

改革开放 40 年，农

村的“墙面标语”换了一茬

又一茬，浓缩着时代的变

迁，见证着社会的发展，

记录着改革开放进程中

每一个具有代表意义的

时刻……

《从“猪头税”到“告别
田赋鼎”》一文在上期“草
地”刊发并经新媒体传播后，
引发极大反响。梳理广大受众
有代表性的留言，会给我们带
来诸多启示———

难忘农村艰辛改革路

农村改革的成果来之不
易，应该倍加珍惜，同时，不
忘初心，继续奋斗。正如一位
“三农”专家所言，“我想到
最多的不是表扬文章的作者，
而是思考我们这个国家是怎么
一路走过来的。关键是不要丧
失信心，要坚定地往前走。”

一位叫“瘦马”的八零后
网友说，“我从小在农村长
大，记得很清楚，上个世纪
90 年代农村税收之严重，我
爸农活忙完做木工，一年三四
千块的收入勉强够缴各种农
税，但是收的粮食只够家里
吃，也许是因为‘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先富帮后
富’政策的缘故。党中央没有食言，如此大力度扶
贫，没有忘记底层人民的辛苦和奉献！”

“是农民瘦骨嶙峋的肩膀为我们托起了一个未
来 ，心 疼 且 感 恩 。” 一 位 “已 泪 目” 自 称
“Rose ”的网友说。

另一位叫“冬至”的网友深情回忆：“记得我
考上大学，转户口时还要到粮站交几百斤小麦，如
今不但不交钱粮，考上大学还有奖励，感谢党的富
民政策，感谢为农民说话的记者。”

呼唤“讲真话”的记者

“看到记者深入农村以及接地气老农民般的身
影，感慨万千！农村的过去、现在历历在目；农民
的温饱、小康和未来，让人振奋！”这是微信网友
“ ch54760679 ”的留言。

这句话很有代表性，众多读者在文中看到了一
位“有情怀担当，敢讲真话”的记者形象，这样的
记者任何时代都不过时。

一位名叫“烟雨”的网友留言说，记者的报道
改变了农民农村的命运，体现了为民请命的情怀！
文中王三妮铸的是有形的鼎，而记者铸的是无形的
鼎，在百姓的笑容里，在国家发展的年轮里。

“现在还有没有下农村的记者？农村的问题又
有新发展，新动向。只有沉下去才能发现。”自称
“雄大”的网友说。“**杰”则说：“敬礼，就
是要自揭所短才能进步。”

一位“ Su 四爷”网友还说，新闻工作者的使
命就是要把政府和人民群众联系起来，我们的国家
不管在什么时候都需要有责任感、敢说话、说真话
的记者。

不枉“历史底稿”的称谓

“没想到引起这么多的回响。”谈起这篇回忆
农村改革往事的文章，作者解国记说，“那不过是
一个记者基本良知的驱使。为农民说话，说到底是
为了党和国家的整体利益。习总书记最为挂心的打
赢脱贫攻坚战，说的就是农村农民。我的文章以两
个状语句‘即使在当今，即使在今后相当长时期
里’结尾，不是要犯语法错误，而是要用这种句式
表达关注农民是‘没完没了’之事。”

已经退休的解国记说，年轻时一位新闻前辈对
他说的话现在依然回响耳畔：要时常想想你的稿件
30 年后还有没有价值，还能不能立得住。

“一个农村记者，一年能为农民说一句话，比
评上 10 篇 20 篇好稿的意义还大。”文章中这句话
引起了新闻从业者的强烈共鸣，这句话来自新华社
原总编辑室副总编辑曹绍平。

回忆当年的农村改革报道工作，曹绍平的言语
中饱含激情和力量：改革开放 40 年，中国的改革
是从农村开始的。当时新华社的报道重点也在农
村，从总社到各分社有一大批农村记者。他们经常
在农村住，在农民的炕头上，在田间地头上，跟农
民聊跟农民交朋友。报道主要体现在两条线：“上
情下达”和“下情上传”。

他说，对于评好稿，记者好像也不那么在乎，
但大家都希望写好稿，写好稿是想办法深入下去，
有的记者在农村一待就是一两个月，稿子都是用手
写，用信封发回来的。打开早上的收音机以及各家
报纸，很多都是来自新华社的报道，记者的成就感
就显现出来了。所以那个时候我就说评好稿不重
要，每个记者每年为农民说一次话，咱们那么多记
者一年要说多少话呀。那不就把农民的问题和农村
的情况反映上来了么？（本报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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