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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夏日炎炎，在中国东北松花江最大支流嫩
江之畔，51 岁的张瑞平清理完稻田里的水藻，
立即回屋打开手机网购软件刷新物流进度。“今
日七夕，我打算送老孟一个兜子，寓意装满财
富、装满幸福。”张瑞平说。
　　张瑞平和丈夫孟庆江结婚 30 多年。屋外的
56 公顷有机稻田和 161 公顷绿色稻田，是这对

“稻田夫妇”的心头肉。22 年前，从城里下岗到
农村创业，在盐碱地上力排众议开拓水田创业，
让张瑞平至今都欣慰于夫妻俩当初的虎劲（东
北方言“虎”，形容鲁莽）和经年的执着。
　　 2000 年之前，孟庆江夫妇一直生活在吉林
省白城市。每逢七夕，两人往往在改善伙食之余
还互赠礼物——— 送妻子项链、送丈夫腰带……
2000 年，农学专业和农资岗位出身的孟庆江经过
反复评估，决定自筹资金在白城市下辖镇赉县一
片弃耕的盐碱地试种水稻。“嫁鸡随鸡嫁狗随狗，
你走到哪我陪到哪。”张瑞平跟定丈夫的选择。
　　镇赉县至今半数以上耕地为盐碱地，其所属
的白城市是世界三大苏打盐碱地分布区之一。盐
碱地含盐量高、通气性差、肥力偏低，导致农作物
生长困难。看到城里来的这对夫妇来种稻，周边
村屯农民普遍不理解，甚至编出了顺口溜“有仇
不用报，劝你种水稻”，讽刺他们“犯虎”。
　　“水能洗碱、沉碱，水稻能改良土壤，这是科
学，关键看有没有带头人实践出来。”孟庆江说，
试种水稻那年，镇赉还是国家级贫困县，县里种
稻历史才 10 余年，但“以稻治碱，以稻致富”的
生态理念已形成，政策保障也在完善，他看准了
潜在的机遇。积累了 6 年试种经验，夫妻俩于

2006 年来到镇赉县莫莫格蒙古族乡元宝吐
村成立合作社，正式“开疆拓土”。
　　 6 平方米的简易住房，锅连着炕，外面下
雨屋里漏……张瑞平感慨，当时别说过七夕
赠礼物，自己都记不清多久没用化妆品了。她
说，坚持，一方面因为她信任丈夫，一方面也

担心创业半途而废回城里被人瞧不起。
　　凭借不断的技术改良和经验积累，夫妻
俩咬牙坚持了 5 年，水稻产量从每公顷 2500
公斤增加到 7500 公斤，实现了从无到有、从
有到丰的跨越。刚看到曙光，2012 年 9 月的
一场洪水又让美梦成为泡影。望着丰收转眼

变绝收的稻田，孟庆江一言不发，1 斤酒量的
他有一晚喝了 2 斤白酒，“喝完了偷偷哭，不
想让妻子看见”。
　　两个人互相扶持、互为鼓励，在当地政府
支持下，合作社与科研部门合作，不仅逐渐强
化了应对极端天气的防灾能力，还通过走绿
色有机路提升大米品质。2017 年，合作社注
册了“梦香湾”牌大米，2 年后获得有机产品
认证，还夺得全国绿色食品博览会金奖。
　　创品牌、做加工、打市场，带着电饭锅闯全国
展会，夫妻俩把嫩江边的米卖到了长江、珠江沿
岸。如今，合作社产出的优质米比普通米每斤多
卖 10 到 20 元，稻田养蟹每公顷还能增加产值
3000 至 5000 元，年可带动 40 户农民致富和 130
人次就业。
　　“稻田夫妇”创业路上意气风发的这些年，
镇赉县也在逐渐擦亮吉林西部大米品牌。2018
年，镇赉不仅摘掉了国贫县帽子，还以 145 万亩
的面积、94 万吨的产量首次跃居吉林水稻第一
大县。目前，镇赉水稻产量已在农业大省吉林夺
得四连冠。
　　 2020 年七夕，孟庆江突然拿出一套名牌
化妆品，捧着意外之喜，张瑞平涌出泪水。
2021 年七夕，孟庆江送张瑞平一个保温杯，
为提醒妻子在稻田里干活时能多喝水。
　　“每年七夕节，他都会带给我惊喜。七夕
礼物记录了我们 20 余载风雨相伴的种稻时
光。”张瑞平的脸上洋溢着幸福。
        （记者王昊飞、王帆）
       新华社长春 8 月 4 日电

东北盐碱地“稻田夫妇”的七夕礼物

你 是 我 的 英 雄 ，我 做 你 的 双 腿

五 十 多 年 陪 伴 ，是 无 声 的 告 白

  今年 80 岁的段肇谊年轻时是一名军医，在医院遇到了为勇救战友而截瘫的军人顾伟力。被英雄事迹深深打
动的段肇谊，选择与顾伟力步入婚姻的殿堂。结婚后，段肇谊用柔弱的肩膀扛起了照顾残疾丈夫的重担，两人相濡
以沫已走过 50 余载时光。2021 年，段肇谊被授予第八届全国道德模范荣誉称号。

  77 岁的许再霞和 78 岁的许剑锋家住江西会昌县，两人是大学同学，毕业后于 1970 年结婚。2016 年，丈夫
许剑锋不幸中风，随后患上阿尔兹海默症，如今已几乎丧失自理能力。妻子许再霞悉心照顾丈夫大小事，对丈夫的
陪伴，是她无声的“告白”。“结婚 50 多年了，我希望我们可以走得更远。”许再霞说。

  ▲许再霞带丈夫出门散步（8
月 2 日摄）。
    新华社记者胡晨欢摄

  ▲段肇谊（右）帮助顾伟力端碗吃
早饭（7 月 26 日摄）。
     新华社记者赵子硕摄

大图：镇赉县稻田（右）与盐碱滩涂（7 月 12 日摄）。        新华社发（潘晟昱摄）
小图：在稻田干完农活，孟庆江（右）为张瑞平倒水洗手（7 月 12 日摄）。新华社记者王帆摄

　　新华社武汉 8 月 4 日
电（记者喻珮）在中国古代传
说中，牛郎和织女分别居住
在天河两岸。“盈盈一水间，
脉脉不得语”的爱情故事，承
载着古人对渺远宇宙的想
象、对爱情圆满的期待，流传
千年而不朽。
　　在中国的地理版图上，
真的有条河叫天河。它是汉
江支流，在其流经的湖北省
郧西县，“郧西七夕”已被列
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
录。请七姐、做巧工、放河
灯……流传千年的古老习
俗，在今天仍演绎着人们对
生活的朴实期许。

  团圆与乞巧，幸

福的两面

　　“七夕今宵看碧霄，牵牛
织女渡河桥。家家乞巧望秋
月，穿尽红丝几万条。”相传，
每到农历七月初七，牛郎和织
女这对穿越了天上人间的有
情人，都会走上银河鹊桥一诉
相思。从这首唐诗可以看出，
早在千年前，观星与乞巧便已
成为中国人的七夕习俗。
　　北依秦岭、南临汉江的
郧西县，山峦起伏风光旖旎，
在古书中被记载为“列仙所
在之地”。专家考证，战国时期，牛郎和织女的故
事便已诞生于这片山水之间。而寻访郧西，牛郎
庙、织女庙、金钗石等遗迹和景观恰与史料、传
说互为佐证。
　　在古人眼中，七夕的浪漫不只是团圆，也是

“纤纤擢素手，札札弄机杼”的勤贤美德。七夕节又
称“乞巧节”。探访郧西的风土民情会发现，“巧”字
贯穿着生活的时时处处，体现着朴素的价值观。
　　还差几天才是七夕，姑娘、大嫂们早已开始

“晒巧手”。45 岁的上津镇居民陈西霞正在赶制
一批花馍——— 花鸟虫鱼、蔬菜杂果等尽由白面

“雕琢”而成，切、揉、捏、压等手法尽显巧思。
　　陈西霞是郧西七夕国家级非遗项目的市级
传承人。她说：“在郧西这片土地上，心灵手巧的
农家妇女凭借手艺自食其力、养育子女，过上美
满幸福生活，这是对七夕文化最好的传承。”
　　据了解，自 2009 年起，当地每年开展七夕
民俗田野调查。最新普查显示，郧西七夕在全县
18 个乡镇（场、区）均有存在和传承，以请七姐、
做巧食、做巧工、放河灯等习俗为盛。

美丽神话化作靓丽风景线

　　“星桥鹊驾，经年才见，想离情、别恨难穷。”牛
郎织女爱情的遗憾，总让郧西人“疼在自己身上”。
在郧西人的价值观里，重婚俗有着特别的分量。
　　郧西县观音镇有座古色古香的民俗村。晌
午时分，沿着宽阔的公路，一台花轿在旗锣伞扇
的簇拥下、在喜庆的鼓点声中徐徐而行。这是古
村落为游客们实景演绎的迎亲场景。
　　“90 后”女孩龙莹告诉记者，她从武汉来到
郧西参加大学同学的婚礼，没想到路上巧遇“迎
亲队伍”。“太有仪式感了！”她惊呼道。
　　由中国乡建院规划设计的郧西双石沟民俗
村，在原址上保留村容村貌，同时突出展示中国
传统婚俗文化。民俗村内以“三书”“六礼”等婚俗
为主题的雕像栩栩如生，再现红妆、结发等习俗。
　　“七夕文化是婚俗文化和农耕文化的融
合。”郧西双石沟民俗村负责人、天河文旅副总
经理饶会兵说，民俗村里保留了农村生活的烟
火气，希望人们来这里体验男耕女织的辛勤劳
作，唤起生活中的传统文化记忆。
　　在郧西，七夕传说在民间广为流传，传统仪
式存续完好，使七夕文化传承具有深厚的群众
基础。徜徉县城，七夕的“影子”无处不在。鹊桥、
双飞桥、金梭桥等近 30 座桥通连天河两岸。永
远美丽的神话已化作小城最靓丽的风景线。

神话与创意“喜相逢”

　　“络角星河菡萏天，一家欢笑设红筵。应倾谢
女珠玑箧，尽写檀郎锦绣篇。”不朽的爱情传奇千
百年来为艺术创作注入不竭的灵感。而今，坐落
在郧西县繁华商业街的七夕文化创意馆上新啦！
　　“95 后”店长柯静告诉记者，创意馆目前主
推“七喜人生”系列产品，包括文创礼盒、手工艺
品、五金饰品等，寓意着人们相遇、相知、相恋、
相处、相惜、相伴、相守各个阶段的美好情境。
　　文创馆中摆着两台木质织布机，织布的梭
子有节奏地穿行于丝线之下，交织出彩条、方
格、提花等布艺图案。布艺作品的作者是郧西传
统手工织布传承人邱敬晓，她和丈夫共同创立
的“七夕乞巧”布艺品牌在当地已小有名气。
　　邱敬晓指着文创馆里的一套床上用品说：

“经过纺线、经线、掏缯、织布等 72 道工序，3 天
时间织布，才能制作完成一套床单和枕套。希望
更多人通过使用商品，了解到手工织布这项独
到的技艺，感受到中国传统工艺的魅力。”
　　郧西人对七夕文化的热爱与传承，以及当
地政府不断加大力度的扶持，让这座小城显现
出鲜明的文化姿态。郧西县在 2018 年获评“中
国最具魅力文化旅游名县”称号，被湖北省政府
授予“十大乡村旅游目的地”。
　　 2022 年郧西天河七夕文化旅游节于七夕
当天在当地 7 个乡镇举行，在山川田野和乡村
街巷，音乐节、自行车骑行、爱情马拉松等活动
相继展开，为传统节日注入现代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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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段肇谊（右）推着坐在轮椅上
的顾伟力赏花（7 月 30 日摄）。
     新华社记者李然摄

  ▲许再霞在家中喂丈夫吃蒸蛋
（8 月 2 日摄）。        
     新华社记者胡晨欢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