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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素描

时代表情

□本报记者 孙欣

2016年国家司法考试成绩公布，我省考生
考试通过率仅超一成。然而这几天，在新乡市
检察机关却热传着这样一条消息：电工孙学强
师傅通过了司法考试！

大家在赞叹的同时更多的是敬佩。司法考
试因其难而被称为“天下第一考”，考试题量大，
题目难，内容涉及法理、法条、法务等三大类，仅
法条就有几百部。

对于孙学强，检察官们并不陌生，不管是设
备维修、安全检查，还是日常方方面面的杂活，
几乎院里每个房间都曾留下过他忙碌的身影，
而他也以低调踏实的工作作风赢得了大家的一
致好评。当大家带着惊喜询问他这个消息时，
孙学强显得有点腼腆：“其实也没啥，我都不知
道谁把消息给传出去了。”

从刚到检察院时只有高中文凭的电工，到
业余自学连续考下专科、本科文凭，再到今年拿
下被称为“天下第一考”的司法考试，44岁的孙
学强用七年时间，完成了一连串的人生“逆袭”。

自幼家庭经济困难的孙学强，高中毕业后
就在社会上打拼。几经辗转，2005年他来到新
乡市检察院当电工时，已经33岁。

俗话说“人过三十不学艺”，但孙学强却不
这样想。“来到检察院后，发现这里的学习氛围
特别好，让我很受触动。刚开始真没想太多，就
是觉得既然有这么好的学习环境，总要学点东
西来充实提升自己。”

由于工作原因，院里几乎每个办公室都留
下过孙学强的足迹，遇见检察官聚在一起讨论
法律问题是经常的事情。听得多了，他对法律
也产生了浓厚兴趣；而在院里组织的“每月一
课”、“干警讲坛”等学习活动中，法学相关课程
自然是主流，身为电工的孙学强，每次都需要在
现场操控保障设备，成了一位固定听众。时间
长了，他开始萌生进修法律专业的想法。

2008年，孙学强开始报考自考。没钱报昂
贵的培训班、没有完整的学习时间，他总是随身
带着资料，把空闲的每一分钟都用来复习。“所
以我很喜欢值班，尤其是双休日，基本没什么打
扰，是我学习的黄金时间。”

从大专到本科，孙学强一路过关斩将，30多
门课程全部一次成功，2014年，他顺利拿到了法
律本科证书。

具备了全国司法考试的报名资格后，孙学
强开始挑战这个被誉为“天下第一考”的高峰。
2015年第一次报考，他怀着试一试的心情开始

复习。为了省钱，他借来往年复习资料，但没想
到的是，由于国家对多部法律进行了修正，当年
的考试大纲也进行了较大调整。

重新复习来不及，放弃又心有不甘。“我当
时就想，管他那么多呢，先去感受一下气氛也
行。”最终，孙学强还是报了名。

成绩出来了，300分。虽然没能通过，但他
反而觉得信心更强了：“再给我一年时间，肯定
行！”

在今年的复习中，为了保证效果，他还进行
了一次“奢侈”投资：花 800 余元购买学习资
料。虽然和动辄学费成千上万的各种培训班相
比，这点钱根本算不上什么，但对于孙学强来
说，已经足够了。他把“争分夺秒”四个字发挥
到了极致，只要有一丁点儿空闲，就用在复习
上；遇到疑难问题，就拿着书找院里资深检察官
和业务骨干进行请教，最终以374分的成绩拿下
了这个“天下第一考”。

消息传出，全院干警都被“震”住了，就连听
到消息的院领导也纷纷在朋友圈里推送点赞。

年轻的干警们纷纷说，“对比孙师傅，我们
的学习条件好太多了，可还老给自己不爱学习
找各种理由。孙师傅的事迹实在太励志了，他
这种精神值得我好好学习。”8

□陈炜

艺考，正在伴着冬天的脚步一点点地临近。

我相信那些正在煎熬着的孩子们并不认

同雪莱的那句著名判断。对于他们来说，虽

然冬天到了，但离他们冲出“炼狱”、步入大学

艺术殿堂的春天还有一段并不太近的距离。

过了一关又一关，一关更比一关难。艺术专

业考试之后，还有高考文化课的考试在等着

他们。

这会儿，他们或许正对着那几具早已看腻

的石膏像开始又一遍的素描；坐在琴凳上忍受

着腰酸背痛和两眼昏花再弹一首奏鸣曲；站在

满墙镜子的练功室里踮起脚尖再跳一遍小天鹅

的舞步；对着空旷的河岸或者寂静的树林梗着

脖子没完没了地哼唱“咪咪吗吗”……其实，这

也并不算什么，吃点苦、受点累是应该的，不经

苦中苦，何来甜中甜？

残酷的是，来年秋天，当高校的录取通知书

如雪片般飞出时，他们不知道哪一片“雪花”是

属于自己的。那一刻的心情，非局外人所能理

解！那也许就是决定命运的时刻，判定你是继

续留在冰雪严寒的冬天，还是步入山花烂漫的

春天。

“没有人知道为什么太阳总下到山的那一

边 ，诸 葛 四 郎 和 魔 鬼 党 到 底 谁 抢 到 那 支 宝

剑？”许多年前读高中的时候，我们常常唱着

这首《童年》，一遍遍地畅想未来，也一次次地

审视自我，心里真的没底啊！那时的我们和

我们的家庭还很清贫，社会的开放度和人们

思想的活跃度似乎也还处在童年，幼稚而迟

缓。如果不是大城市的“大户人家”或“门里

子弟”，有谁敢奢望报考艺术？即使能报考，

谁又能考得上呢？

即使在今天，艺术，对于广大的农家子弟来

说，依然遥远而陌生，可望而不可即。那些在维

也纳金色大厅里出现的管弦乐器，他们根本没

有机会接触，更不用说去学习演奏了，那需要环

境，更需要本钱。很难想象，在农家堂屋的织机

边或纺车旁，会堂而皇之地出现一架光可鉴人

的钢琴！也无法想象，对着正在低头吃草的牛

羊，农家子弟用雪白的丝巾垫着脸颊拉小提

琴！他们能接触到的，只能是古老而顽强的民

间艺术。譬如戏曲，譬如唢呐、二胡，譬如杂

技。这些艺术，需要师父耳提面命、手把手地传

授，需要徒弟“头悬梁、锥刺股”刻苦习练，需要

薄薄的戒尺或细细的皮鞭来“监督”和“伺候”，

也需要神圣的拜师仪式和忘我的投入精神。这

些，在学艺的孩子们的心里和眼中，是天经地义

和司空见惯的。因此，那些学艺的孩子们才会

有快乐和笑脸，才会噙着眼泪伸出小手去承接

师父的教训——“不疯魔，不成活”，这是学艺的

圭臬，更是一种境界和职业精神。也正是有了

“师父”与“徒弟”，才有了传授与继承，才有了门

派和竞争，才有了创新和发展，这些民间艺术才

生生不息，绵绵不绝，穿越时空的雾霭而历久弥

新。

我小的时候，我们住的那条街上出了一个

杂技少年，他很小就没了母亲，跟着鳏居的父亲

和智障的哥哥生活。在那个失去母性的温暖和

缺少关爱的家庭里，少年饥一顿饱一顿地长到

了十来岁，却生得沉静果敢，身手利落。忽一

日，他被市杂技团相中，离开了穷得叮当响的

家，成为一名杂技演员，专练高空飞人和蒙眼飞

刀。这两种技艺，凡人如我者仅听一听就觉得

心跳加速脚跟发软，更何况要真的在几丈高的

屋宇间腾挪，在漆黑一团的状态下对着活人手

起刀落！经过三年苦练，少年出师，终成一角

儿。那年他回乡探亲，依旧是沉静腼腆如处子，

更不张扬显摆夸海口。只是在一个突然降临的

危险状况下，少年才偶露峥嵘，展现了他“仰手

接飞猱，俯身射马蹄”的身手。这让我真的羡慕

又佩服，心向往之，念念不忘。

30年后，当我受妻子和她哥哥的托付、将我

8 岁的内侄送到一个城市的杂技团当学徒的时

候，我又想起了当年我看到的那少年如闪电般

出手救人的一幕。

学艺真苦啊！孩子们起早贪黑不敢懒，压

腿倒立翻跟头，稍有懈怠，就会遭到呵斥和惩

罚。遗憾的是，我的这个瘦小单薄却沉默坚忍

的侄儿最终没有练成出师，被新换的“掌门”以

“没有激情”为由劝退，露着翻跟头磨秃了的头

顶，黯然回家……学艺，让他早早地经历了生活

的坎坷，懂得了人生的不易。

俗话说艺不压身，可学艺常常费神又伤

身。在光鲜的背后，艺人们总有太多“不足为外

人道”的苦楚和无奈。我始终对那些身怀技艺

的人敬佩不已，有时我会爱屋及乌，看见那些肩

披长发或满脸胡须，穿宽大布衣的男人，就觉得

他必定是身怀不露的艺术家，于是顿生景仰之

情。

记得鲁迅说过，有些人毕生追求的，却是有

些人与生俱来的。尽管农家子弟几乎没有机会

与城市孩子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学钢琴、练芭

蕾，但他们对艺术的执著与追求，同样让我肃然

起敬。8

□本报记者 刘向东
本报通讯员 龚立堂 王博

卖粮食，卖木材，卖凉粉，卖门帘；砍
毛竹，烧木炭，打小工；生产过电线杆，建
筑过楼房，也当过“包工头”搞拆迁……这
样的经历，耗去了光山县殷棚乡凉亭村农
民陈世法近20年时间。

虽然是为了挣钱，但在这近 20年时
间，陈世法几乎没挣住钱，却留下了一连
串难忘的经历——

1982年，陈世法14岁，因家贫失学的
他背着家里借了 15块钱，和村里两个大
人一起“参股”，做了200多斤凉粉。想着
15元很快就能变成 30元、50元，他跟着
俩大人一起挑着凉粉跑了80公里去了信
阳，肩膀肿了，脚板烂了，得到的却是兜头
泼下的“冷水”：“我们收够了，你们还挑回
去吧。”那年月，15块钱对他来说几乎是

“天文数字”！他第一次发愁得掉了眼泪。
20岁出头，陈世法去了杭州，在大街

上推着三轮车卖鸡蛋摊饼。生意虽然不
错，但每月交了房租，除去日常开销之后，
口袋里的钱已经所剩无几。蹬着三轮车，
他跑了150公里去了义乌商品批发城，继
续卖摊饼。生意是不错，但问题来了：市
场管理人员问他你知道这里不能随便摆
摊不？他跟人家打亲情牌，说为了多卖几
个钱他蹬了几百里路才到这里，不信我把
裤子脱了你看看都肿成啥样了。但义乌
人信规矩而不相信磨肿的屁股。于是，他
又骑着三轮车去了上海外滩。生意依然
很好，但第二天来了四五个人，直接掀了
他的摊儿，还说他是“恶性竞争”。

陈世法这么折腾着挣钱，是因为他再
次负债，不是15元，而是十几万——去杭
州之前，他开了家酒厂，在酒的醇香中幻
想着挣钱的快乐，却因经营不善，背上了
十几万元的债。

陈世法不知道摊多长时间煎饼才能
还上债，但在欠条上签下“陈世法”这个名
字时，他知道要想把这些欠条从别人手里
要过来，只有用钱“买”。

折腾，劳累，辛酸……4年后，他再次
回到光山时，看到了让他至今心灵震颤的
一幕：白发苍苍的老母亲正带着他5岁的
女儿在秧田里劳作，他家的那头牛扭脸的
瞬间，牛角把他女儿的小脸上豁开了一道
口，鲜血淋漓。

陈世法哭了。擦干眼泪再次踏上去
杭州的列车时，他带上了母亲和妻女。从
此，杭州西湖边的人行道上，出现了一个
卖煎饼的夫妻摊儿。

小日子相对安静。有一天，上小学的
女儿和同学玩沙子，一把扬沙扑面而来，
女儿留着一条疤痕的脸上，又有了一只不
再闪亮的眼睛。如今，女儿已20多岁了，
他依然觉得亏欠她。也正是这种亏欠，让
他再次回到光山。

2005年，陈世法买下一片荒山，他让
粉碎的石子“走”进了城市的建筑工地。
这一次，他的腰包真的渐渐鼓了起来。

富裕的陈世法仍不消停。2008年，
他在信阳火车站看到那些背着蛇皮袋的
老乡挤扛着上火车南下打工时，触景生
情，“为什么我的乡亲都去外面打工？为
什么不能让外面的人来我们信阳打工？”

2016年冬天，他讲着这段多年前的

记忆，依然慷慨激昂。
折腾，让陈世法饱尝辛酸，也让他的

胆量越来越大。2008年 10月，一片几百
亩的荒坡丘陵地被他以50年的期限承包
了。搞点啥名堂呢？陈世法心里有谱
——得让这荒坡变绿。

光山，曾是国家和省级的“林业先进
县”，境内丘岗和浅山占了总面积的
63.9%。然而随着外出务工人员增多，全
县有近 50万亩丘岗地种植效益不理想，
有的已经荒弃。“怎样才能让它既绿化了
荒山野坡又能见到经济效益？”陈世法看
中了油茶树的耐旱抗贫瘠特性。

再次南下。2009年正月初六，陈世法
在长沙找到一个育苗专家，想跟专家“探讨
并论证”优良油茶树在光山种植的可行性，
但只有小学文化的他被对方婉拒了。他不
放弃，在专家所住小区附近等了七八天，被
感动了的专家终于给他“指了路”。

2000多棵 5年龄的油茶树被拉回光
山时，陈世法和几个共同出资人连明彻夜
地往荒坡丘陵上种。“良田都撂荒那么多，
你还种荒山？”有人笑他。他说：“5年后你
再来看！”

信心缘自了解：当今世界，油茶果油
已与橄榄油一样被称作食用“神油”；油茶
树结果期长达80年，被称为“铁杆庄稼”；
市场上，油茶果油每吨价格20万元。

然而5年没等到，几个出资人却相继
退了出来。他们说：“老陈，还是去干点儿
别的吧，这样折腾着投资越来越大，见效
慢且不理想。”

陈世法坚持了下来，而且还把流转、
承包的土地面积扩大到两万多亩，其中荒
山地占 95%以上。陈世法在这里种上了
1.2万多亩的油茶树。

5年过去了，坚持下来的陈世法已有
所收获。当然，鼓囊囊的腰包已不再是他
唯一的希望，一如当年在信阳火车站他扪
心自问的那些“为什么”，“一个人富了又
算什么？把周边的人都带动起来，让大家
都在家门口挣钱，不再东奔西跑着打工才
是正理。”

栽种，除草，施肥，陈世法会让一些六
七十岁的“留守老人”到他这里干活。“与
其让他们闲得没事儿，与其让他们坐在大
树下打着牌等着脱贫，不如让他们在这儿
通过劳动挣钱。”油茶果采摘期，他最多时
用过附近上千老人，工资一天一结。

两万多亩荒山绿了，附近的留守老人
也三天两头能在陈世法这儿找到活干；油
茶树带来的经济效益显现了，带动全县油
茶种植面积16.7万亩，带动上万农民走上
了脱贫致富之路。

“当年我母亲带着我女儿在秧田干活
的情景留给了我一个情结。”陈世法说，他
见不得“五保户”、“贫困户”吃苦受穷，也
见不得贫困孩子没学上。建学校，修路，
十几万、几十万地捐，“老婆叫我‘傻子’，
可捐资干这些事儿时，我心里高兴。”

如今，被陈世法执意起名“小康”的儿
子正在郑州上着大学。“我不会多给他钱
让他成为‘富二代’，想多花，就自己想办
法折腾去！”

折腾，让一个农民饱尝辛酸，让一个
农民有了富裕生活，也有了“全国绿化劳
动模范”“全国科普惠农兴村带头人”这样
的荣誉。看似安稳下来的陈世法，其实还
在折腾：育苗种树，养鸡养羊养鱼，他还规
划未来：“明年先建个油茶精深加工厂，跟
着再搞农家旅游。荒山变绿了，我的那些
青壮乡邻也该从外面回来，在自己家门口
挣钱了！”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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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杂技的孩子们 陈更生 摄于濮阳市

艺不压身

这个电工不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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