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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的家乡河南南阳，一条大河自东北
向西南缓缓穿城而过，它的名字叫白河。

今年春节，我和爸妈蹬上自行车环河骑
行。2月下旬，寒意消减大半。一家三口从
白河北岸出发，沿着滨河大道骑去，春风扑
面，顿觉神清气爽。空气中隐约飘来一丝甜
意，不远处，一位卖甘蔗的摊贩正拿着小刀
飞速“削皮”，只见摊主脚下还铺着一块麻
袋布，甘蔗皮直落布上，地面干净如初。

三人骑上前，爸爸指着那块麻袋布问
道：“这是政府规定的不让乱扔垃圾吗？”摊
主是一位看起来 50 多岁的大叔，皮肤黝

黑，他笑着说：“政府没规定，但也不能让
俺的甘蔗皮弄脏了这么干净的大马路啊！”

我不禁感叹：“家乡百姓的环保意识大
大提升了！”谁能想到多年前这里遍地是烧
烤摊贩留下的垃圾，地砖成片被揭走，地灯
变成了黑窟窿……

环保意识的提升，离不开生态环境的改
变。

曾经的白河污染严重，河水污浊不堪，
水草疯长，暗黄色泡沫浮起，居民饮用水质
量受到了严重威胁。多年来，政府对白河的
治理从未停过，但成效却总不显著。

真正的蜕变始于前年年底。
2016年12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

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全面推行河长制的意见》。
在党中央的号召下，家乡也推动护水保河由部
门负责向首长负责转变。目前，南阳已设立各
级河长5677名，境内省、市、县、乡、村五级
共2986块河长公示牌全部设立完毕。

2017年6月1日，《南阳市白河水系水环
境保护条例》的出台正式将水污染防治上升
到地方立法层面。

如今，我和爸妈漫步河边，欣赏“碧水
绕城郭”的美景。放眼眺望，白河如一颗浅

蓝色玛瑙。清风徐来，微波荡漾，远处天河
相接，一派开阔景象。近岸的河水也清澈了
不少，垃圾、水草不见踪影。白河真的变

“白”了！
改变的不只是白河。
2017年，中心城区8条内河的截污工程

也全部完成。护城河生物修复工程通过管道
截污和投放菌种已解决水体黑臭问题，梅溪
河、三里河的截污工程分别完成总工程量的
92%、91%……

现在，市内温凉河两岸遍布几十米长的
风韵长廊和高低错落的景观石，初绽的腊梅

点缀在侧，原来黑如酱汁的河水已变成了浅
绿色。还有亮、景、蠡、衡四座古亭坐落两
岸，象征着南阳“四圣”：诸葛亮、张仲
景、范蠡和张衡。

治水只是第一步，未来南阳还要构建
“满城绿色半城水”的生态宜居环境。2018
年3月，家乡的首部城市园林绿化立法 《南
阳市城市绿化条例》正式实施。2019年，南
阳城区还将建设 30 个月季游园，举办世界
月季洲际大会。

“於显乐都，既丽且康。”先贤张衡在
《南都赋》中对家乡的赞叹将再次成为现实。

往东走几百米便是北京天安门广
场，柳素霞戴着红袖箍在这里穿梭了
整整 30 年，今年也不例外。中午见
到本报记者时，她已经完成了整个西
长安街街道西交民巷社区 12 个垃圾
桶的分类处理。

柳素霞更为人熟悉的身份是北京
“西城大妈”，一个走红网络的词汇，
甚至被网友开玩笑地称为“神秘组
织”。这个词，正是发端自红墙边的
西长安街街道。

红墙边小事

地处北京市西城区，西长安街街
道是党中央、全国人大、国务院等党
和国家首脑机关的办公所在地，紧靠
红墙的特殊区位，让这里一代代人都
有着独特的“红墙意识”，其核心要
义是“绝对忠诚、首善标准、责任担
当”。

西长安街街道工委书记陈振海告
诉记者，“红墙意识”之下，干部群
众们自觉对自己提高了要求，无论大
事小事，总是冲锋在前。

柳素霞满脑子都是“小事”。
其实小事不小。这些小事里，消

防、治安、慰问老人、巡视、环保，
无所不包。比如，社区里有 30 多位
老人需要照顾；再比如，谁家出了矛
盾都要去调解，儿媳妇跟婆婆吵架，
婆婆肯定去她家求助，“没人拿我当
外人”；每过一阵，还得去给群众义
务理发；逢年过节就要宣传烟花禁
放。

柳大姐操心的小事还不止这些。

今年春节前，本报记者第一次见到她
时，她正盘算着给共建部队包饺子吃
的事。早些年，没有机器剁馅，大家
伙儿提前三天就要开始剁白菜、肉，
和面整整 50 斤，煮二三十“盖垫”
饺子送给战士们吃。此举在西长安街
街道已有 34 年悠久传统，被称作

“连心饺”。
最麻烦的“小事”是，每天早上

7点，柳素霞会准时起床，开始徒手
分类处理垃圾。这原来是两人的活，
繁重且脏，没人愿意做，原来的搭档
坚持了一阵，在家人反对下不干了。
于是过去一年多，这变成了她自己的
事。

去年“五一”假期之后，居委会
主任把柳大姐叫了去，认真劝她适可
而止，别累垮了身体。仔细一问，才
知道是儿子看不下去了，专门来找居
委会诉苦。“我儿子跟人说，正过着
节呢，我妈中邪了，跟垃圾干上了。
傻子才干这个呢，一月600块钱，无
论冬天夏天都得跟垃圾打交道。”

“我说，这可不是钱的问题，我
把给老百姓服务当信仰！时传祥掏大
粪都没事，咱做这点小事算什么？”
她不听劝，连续干了5年多，没歇过
一天。

形象代言人

2015 年的一天，北京市公安局
在一场公开活动中，请到“西城大
妈”“朝阳群众”现身说法，柳素霞
穿着一件红色T恤出现。一生朴素的
她，特地去烫了次头发。

就这样，柳素霞成了“西城大
妈”的形象代言人。她这个形象，也
恰好跟北京警方在“平安北京”推出
的“西城大妈”卡通形象一致——那
也是提着菜篮、烫着卷发的一位大
妈。

也是从那之后，“西城大妈”的
形象固化为了三件套——红帽子、红
马甲、红袖箍。

事实上，在西长安街街道，人们
把“西城大妈”追溯到上世纪五六十
年代的“小脚侦缉队”——指的是当
时北京大街上的小脚老太太。“小脚
侦缉队”还曾在 1990 年春节联欢晚
会亮相：在小品《超生游击队》的结
尾，宋丹丹听到“小脚侦缉队”的消
息，吓得边跑边冲黄宏喊：“他爹，
撤！”

柳素霞还记得，当年自己刚加
入这一队伍时才 35 岁，街坊邻居看
她年龄太小，经常在收两块钱卫生
费时，都将信将疑不愿意给她。时
间流转，如今她也熬成了 65 岁的老
人，依然做着当初为大家伙服务的
事 儿 ， 成 了 整 个 社 区 很 受 尊 重 的
人。仅在治保主任的位置上，她就
干了近20年。

“西城大妈”这个荣誉，不光柳
大姐看重，身处其中者，也大都有一
种独特的荣誉感。

一位叫宋连芬的社区老居民，如
今已经搬到了丰台区，但每逢节假日
或是重大事件时，她总坐 40 多分钟
公交车赶回来，上午值班，中午吃
饭、遛弯儿，下午接着巡逻。

像宋连芬这样，愿意折腾着回城

上岗的“西城大妈”还有许多。过去
几年，由于拆迁和家庭等原因，有些
人迁至丰台、通州和回龙观等地，但
只要有需要，老兄弟姐妹们总会不约
而同回来，哪怕往返公交车两三个小
时，也在所不辞。即便住在 20 公里
外的回龙观，每逢党代会、全国两会
等重大事件，他们还是会早上五六点
就坐公交车赶回来，在街上一站一整
天。

行走的火炉

对这个热心的公益群体来说，社
区里的事就是家务事。而她们，早已
成为社区里“行走的火炉”。

西长安街街道日常风景中总有这
样一幕，带着红袖箍的大妈，拿着马
扎，累了就坐会儿，在自己的岗位上
留意片区“风吹草动”，遇到可疑情
况，就及时拨打电话。

柳大姐今年 65 岁了，前几年得
了滑膜炎，腿上常年贴着膏药，医生
嘱咐她“省着点用膝盖”。她却始终
闲不住，随叫随到，有一种独特的自
豪感。

“我觉得自己挺幸运的。”柳素霞
说，44 年前自己入党时的誓词一直
没忘，所以有股劲儿，“什么任务都
想完成好”。

让柳大姐感慨的是，至今她已为
6位老人送终。如今她服务着周围30
多位老人，“都跟我特别亲”。这群老
人都已年过 90，有的甚至已是百岁
高龄。

更多的巡逻经验则来自于她多年

的治保主任经历。“不能玩手机、不
能看报纸、不能听广播，得眼观六路
耳听八方，看着有精神恍惚、言行异
常的人就要上去问问。还有那些专门
找老年人套近乎的、看见检查就躲闪
的，都会引起我们注意。”

西长安街街道有大量平房，胡同
则成了“西城大妈”们的阵地。几年
前，有一篇写柳素霞的文章叫《傻得
掉渣的柳素霞》，她看了标题直乐。
有一回电视台来采访她，执意要去家
里拍摄，柳大姐局促地劝了对方半
天，拗不过只好带了去——胡同里一
间半小平房。屋里，用一块板子挡住
床，小孙子才能找到睡觉的地方。镜
头里记录下了晾着的衣服、挂着的尿
不湿，“后来我在电视上看到了，心
说，真热闹！”

就像这样，“西城大妈”们大多
数自己条件也没好到哪去。然而，人
不堪其忧，大妈们却不改其乐。

人人皆“大妈”

“西城大妈”队伍里“混”进去
不少男的。

西长安街街道西交民巷社区党委
书记、居委会主任谭道亮便是其中之
一，甚至获得过官方认证——他被授
予过首届“最美西城大妈”称号，排
名榜首。

这个没有收入的志愿者职位，早
已是个备受珍惜的荣誉。如今，仅西
交民巷社区就有 90 多位“西城大
妈”，秉持着同样的志愿服务精神服
务邻里。

“每个人都可以是‘西城大妈’，
这不是身份，是个亲切的词。年轻时
帮别人，老了也会有年轻的‘大妈’
帮咱们。”谭道亮有自己的理解。

往上追溯，自新中国成立起，这
个毗邻红墙的社区，就有了戴红袖标
的志愿者，只是名称不同，如前述

“小脚侦缉队”等。这些志愿者，人
熟、地熟、事熟，且有极好的传承机
制。往往，“西城大妈”成员身体不
能胜任这一工作后，便会推荐自己熟
悉的“年轻人”——通常是刚刚退休
者，补充进这个队伍。

“西城大妈”目前共有 7 万多
人，实名注册者5万多人，占全区常
住 人 口 的 1/20。 这 支 队 伍 虽 然 以

“大妈”为名，其实有男有女，有老
有少，其中三成是年轻人。

今年两会，面对超长会期，柳大
姐们也站了超长时间的岗。每天，早
8 点到 12 点甚至下午 1 点，下午 2 点
到 5点甚至 6点多，他们兢兢业业守
护在人民大会堂西侧这一片安静的街
区。家门口，代表委员们在讨论整个
国家的大事，他们以超常的敬业与热
情，维护着周边的安宁。

“咱们这一辈子都平平淡淡，做
的这些事儿也平平淡淡的。”回首往
事，柳大姐如是说。

本栏目主持人：刘少华

久久不见久久见
仲春时节的海南，山青海碧，

日暖风轻。在这个美好的季节里，

各国嘉宾汇聚一堂，出席博鳌亚

洲论坛 2018年年会。海南有一首

民歌唱道：“久久不见久久见，久

久见过还想见。”今天，有机会在

此同各位新老朋友见面，我感到

十分高兴。

——摘自习近平在博鳌亚洲论坛2018

年年会开幕式上的主旨演讲

（2018年4月10日）

背景资料:

久久不见久久见：《久久不见久久见》

是一首用海南方言演唱的歌曲，创作灵感

来源于黎族聚居区的民歌，歌词婉转、深

情，旋律美妙、动人，是琼州大地广为传

唱的经典。

这首歌是由有着“海南王洛宾”之称

的谢文经在海南民间采风时创作的。

据报道，上个世纪 50年代初开始，广

东民族歌舞团民歌歌手谢文经，与李超

然、陈元甫、韩应畴、潘克等人组成音乐

创作组，深入海南黎村苗寨采风。在那个

没有录音机、录像机等现代化设备的年

代，他们通过民间歌手的心传口授，一句

一字地跟着学唱、记谱，再进行改编创

作，最后再搬到舞台上唱，或者灌制唱片。

1979 年，谢文经再到五指山市水满

乡采风，当地民歌手王贵安看到他非常

热 情 ， 拍 着 他 的 背 说 ：“ 呀 ， 文 经 啊 ，

你来了，真是久久不见久久见哦。”谢

文经脱口而出接话道：“久久相见才有

味嘛！”远处是巍峨的五指山，近处是

久久未见的好朋友，谢文经被这一美好

瞬间所打动，于是便有了创作这首歌的

灵感。

1986年，谢文经在首届“三月三”节庆

活动中清唱这首歌后，这首歌迅速得以传

唱。在海南中部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人们

在节庆活动和

日 常 劳 作 中 ，

都会情不自禁

哼唱起这首民

歌。至今，这

首歌仍然是介

绍海南 音 乐 文

化的窗口之一。

“西城大妈”柳素霞
本报记者 刘少华

本栏目主持人：严 冰

南阳：又见“碧水绕城郭”
侯 颗

柳素霞 （右） 在腊八节为80岁以上的空巢老人送腊八粥。(资料图片) 2017年5月4日，“西城大妈”谭道亮 （左） 到社区88岁居民张连弼家中串门，了解老人近况。 新华社记者 鞠焕宗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