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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深处

生活素描

□本报记者 刘向东
本报通讯员 李彦澔

选择职业

息县项店镇街西一个院子里，或
蹲或站着几十号人。“说起种地，你得
开动脑筋，还得相信科学……”年近五
旬的张德一边向众人散烟，一边笑呵
呵地和大家分享他的“种地经”。

1987 年，张德高考落榜，不想复
读，不愿外出打工，自己协调着承包了
十来亩地。翻着书本，尝试在塑料大
棚里进行水稻育秧，不少人却把他当
成了笑话，“念书念傻了吧？有这工夫
还不如多担两担大粪施肥呢！”

也有鼓励——时任科技副乡长闻
讯后，说他这是“创新”，还推荐他到县
农业局“进修”。

有书本的理论，有专家的指导，当
年他“温室育秧法”育得的秧苗赚了
5000多元。1988年，5000多元对一
个穷乡僻壤的农民不是小数目，张德
却全拿来“折腾”：承包 50亩地，开始
了“更大规模”的农业研究……

后来，他相继又承包了 500亩地
和20亩鱼塘，“咱的职业就是农民，不
种地算啥农民？”

信心满满，却在头一年就遭遇了
“滑铁卢”：2001年的大旱，500亩水稻
颗粒无收，赔光了老本，欠下一屁股外
债。

这年的冬季格外漫长。腊月二十
二，张德夫妻动身去了温州，“在家过
年要账的人太多，走亲戚也怕被笑
话。”

科技种田

原本只是为了买秧盘的张德，却
不想在温州大开眼界：“咱那儿农民都
是手把青秧插满田，可人家早用上了
抛秧技术；咱那儿一人一天顶多插一
亩秧，人家一天能抛七八亩！节约了
大量人工成本，水稻出苗率也成倍增
加。”

学会了抛秧技术，返乡的张德一下
子准备了1500亩的抛秧秧苗。然而，
无论如何鼓动、“打保票”，却少有人愿
意购买他的秧苗，“咱这儿祖辈都是插
秧，你这抛秧法儿看着轻省，可要是产
量上不去，不就把大伙都坑了吗？”乡亲
们顾虑重重。

张德承包的 500 亩地成了试验
田，半年后，亩均增产 150 公斤的事
实，证明了他的选择。第二年，不仅他
培育的6000亩抛秧秧苗被抢购一空，
500亩“试验田”也被正式命名为当地

“万亩水稻盘育抛秧育苗基地”。
丰收的水稻，不仅在这一年为张

德带来近20万元收益，更让张德成为
当年的“全国种粮大户”和“河南省劳
动模范”。

“我把这种抛秧法称为‘懒汉种
稻’。”随后，张德又在农业专家指导
下，用 30亩承包田尝试“懒汉种麦”。

“这绝对是个科技活儿！”张德笑着说，
以前他咋都没想到在水稻收获前7天

左右，还能把麦种撒在稻田里，利用稻
田的田间小气候增加麦种的出芽率，

“这法儿真好！不仅减少耕种成本，还
不用焚烧稻秆，一举两得！”

30亩试验田，亩均增产小麦百十
公斤。尝到了甜头，张德在自己大规
模种植的同时，还积极向周边农户推
广他的“懒汉种田”。

“这些年，我去最多的地方是县农
科所、市农科院。我还最喜欢和专家‘抬
杠’，因为抬着抬着，我能学到很多新技
术、新点子。”张德笑着说，他种地就是一
边和田地打交道，一边跟农业专家学技
术，“正是用科学技术种田，才有了我的
今天。”

后继有人

几十亩、几百亩、几千亩，张德流
转承包的田地越来越多，且单产收益
明显高于其他农户，周边群众对他的
称呼也由过去种地的“张老三”变了懂
种田技术的“张老师”。

“人家咋喊不重要，关键是大家能
一起相信科学、科技种田才最重要。”
张德嘴里说着不介意，但一听到有人
叫“张老师”，他就笑得合不拢嘴儿。

2012 年，在县总工会支持下，张
德成立了“张德劳模农业科技创新工
作室”。没有办公室，自家屋子一粉
刷，贴上自拟的规章制度，有了；组织
机构更简单：自任工作室主任，副县
长、工会主席、农业局长等，则是他“任
命”的成员……“咱啥规矩也不懂，就
想着成立工作室是为老百姓服务的，
管他官大官小呢，都得让他们给我当
兵！”提及往事，张德仍高兴得像个孩
子。

有了工作室，自然得为乡亲们干
实事儿。“最多时我成立了 4 个施工
队，每队十来号人，施工的内容就是帮
大伙儿建育秧基地。”张德说，他从没
担心过“教会徒弟饿死师傅”，“农业这
块市场特别大，光我自己卖秧苗，就是
累死也顾不过来，为啥不能让大家伙
儿跟我一起发财呢？现在我可以说，
我引进的抛秧技术，已惠及了周边好
几个乡镇呢！”

事业越做越大，这个地道的农民
不再满足于单纯的种地：几年前，他自
筹资金130万元组建了薯业专业合作
社，做起了农产品的深加工，还有了自
己的品牌，每年生产的10多万公斤纯
红薯粉条，远销湖北、湖南等省。

明显的收益，让加入合作社的农户
越来越多。张德说，有一阵子，每天聚
在他家院里的都有几十人，问这问那，

“咱毕竟只是土专家，好多知识咱也说
不好。”

2016年上半年，张德特意在自家
的房上又加盖了一层大教室，“我得为
大家提供一个学习农业科学技术的场
所。”

买来电脑、投影仪，各种养殖、种
植资料和光盘，隔三岔五组织学习时，
张德除了自己登台传经授宝，也请农
业专家义务授课，但他的要求让一些
专家直尴尬：“你可别一登台就讲美
国、日本的农业如何如何，要讲就讲俺
息县这地方该咋弄。”

农药施用、种子改良……免费的
农业知识培训班五花八门，“俺没事儿
都会到张德这儿听听课，看看他又有
啥新玩意儿没有。”中渡店村的胡长
海，几乎每次培训班都没缺过课。因
为，张德就是让他成为种田大户的“张
老师”。

“只要好好操心，土里肯定能生
金。”张德说，虽然他已经给两个儿子分
别在郑州买了房和汽车，但他还是希望
他们都能和他一起当个“职业农民”。

二儿子在河南农大上学时，张德
特意让他学了农产品制作与加工专
业。“当个种地的职业农民有啥不好
啊？”张德说，二儿子前些天去湖北农
村考察，人还没回来就给他打了电
话，说他想自己先包两千亩地种。

“乖乖，张口就是两千亩，大气！”张
德眉开眼笑地说：“我后继有人了！”1

□孙勇

“一条大路呦通呀通我家，我家住在呦梁呀梁
山下，山下土肥呦地呀地五亩啊，五亩良田呦种点
啥……”

春光明媚的日子，村头响起一曲悠扬的《油菜
花》。在新乡市卫滨区平原镇李村村口，被称为

“村口哥”的高鸿涛，傍晚时又开始唱歌了。他的
周围聚满了老人和孩子，唱到兴起，不少村民也加
入其中。差不多有三年时间了，这种其乐融融的

“村口演唱”，几乎每天都能在李村村口看到。
1989年出生的高鸿涛，也曾天南海北打过工，

养猪、搬砖、当销售员，但从小就有的音乐梦想从未
放弃。2014年春节过后，村里的年轻人又纷纷外
出时，他却买来了插线话筒、扩音设备、摄像头等在
村口“支摊儿”，开启了自己的“村口演唱”之路。

“年轻人都出去了，留守在村里的老人和孩子

没啥娱乐活动，能够给他们带来欢乐，我自己也非
常开心。”说起自己为乡亲们唱歌一事，高鸿涛一
脸自豪地说。

一天两天，一个月两个月。风吹日晒，严寒酷
暑，高鸿涛的坚持，使他有了个“村口哥”的名号。

“咋叫都行，我也没想那么多，就是想把自己的歌
唱给乡亲们听，让大家都开开心心的。”

“唱得好，确实不错！”“俺就爱听他唱歌。”“听
他唱歌，心情立马不一样了。”不少村民不仅这样夸
赞，也纷纷加入其中。今年1月，张德全、张重发、吴
淑美等16名村民，还在高鸿涛的带领下，集体上了
中央电视台的《欢乐中国人》，表演了温情暖暖的节
目《欢乐李村》。浓郁的乡土气息和有板有眼的演
唱，令全场轰动。由此，高鸿涛也成了“网红”，视
频、音频点击量直线上升。而且，来村口听他唱歌
的人也更多了，场面也更热闹了。如今，只要他在
村口一“登台”开口，很多人都会随声跟唱。

“一年前从村里路过，见到鸿涛哥在给乡亲们
唱歌，觉得很好玩，就常来观看。他对生活的热爱
和积极向上的精神，感染着大伙儿，也给人向上的
力量。”已是高鸿涛“铁杆粉丝”的张重发说。

“这几年，因为有了‘村口哥’的村口演唱会，
打麻将、博赌的明显少了。尤其是在全市大力开
展全国文明城市创建活动之际，这种看似自发的
活动，其实还给大家提供了在一起相互沟通、交流
的机会。”村支书陈同亿说，有 5000多口人的李
村，仅留守老人、儿童就有1000多，高鸿涛用歌声
营造了乡村精神文明建设的良好氛围，“是好事
儿，村里大力支持！”

如今，随着网络上的名气增大，一些演艺公司
纷纷向高鸿涛投来了橄榄枝。然而，高鸿涛依然
坚守在村口，并坚持只演唱充满正能量的歌曲，

“我会坚持在村口唱歌给大家听，更要给农村孩子
树立积极向上的榜样。”8

□王剑冰

那个时候，都想着要把天下让给别人，而别
人还不大乐意。许由就唯恐这项大任落在自己
头上，许由的智慧还是能够担此大任的，但他不
愿意跟人打打斗斗的，他喜欢自己一个人清净，
他心里透亮得很，所以尧一说禅位给他他跑得比
谁都快，以至于路途借住时还被人偷了一顶很不
错的皮帽。许由如此更像一介农夫了，皮帽子和
天下都是身外的，唯有自由是自己的。

箕山与嵩山相照，属于深山了，车子一路上
迂回，山峰障眼，丘陵起伏，林木稀疏，野草蓬
茸。当地朋友说，以前山上都是密密麻麻的林
木，大炼钢铁时给毁了。箕山不仅有许由，巢父、
伯益也都隐居于此。后来唐王绩有诗：“家住箕
山下，门临颍水滨，不知今有汉，惟言昔避秦。”这
里似乎成了避乱逍遥的好地方。

许由在一片山坡上盖起了房子，当起了自己
的王。田地每年开花，许由看着那些花心里纷
然，秋后结了果，许由去摘自己的收获。有人发
现了许由，找到他的时候，许由已经是一个地道
的农人了，他再不是那个戴着皮帽子，穿着长衫
子给尧舜讲天下的老师。来人说了，尧要把九州
长给许由去做，要说九州长是比这几亩田地好多
了，不用费劲下力，一张口手下跑得比什么都快，
多少人想这等好事还捞不着呢。许由是什么
人？直恨怎么长了两只耳朵，让这样的话进去
了，许由赶忙蹲在了水旁，不停地洗自己的耳朵，
来人一看感觉许由一定是受了什么刺激，跑走的
时候许由还在那里洗耳朵，水清凉地进去又出
来，如此循环往复，一切又是清清亮亮的了，风还
是乡野里带有各种啁啾和馨香的风。许由看着
那条水，洗掉的已经流走了。

我来的时候，世上已经过去了数千年。地上
漫了水，一片湿洇洇的，沾了一脚的泥。乡野的
味道灌得满胸腹都是。车子早进不去，山坡旁逸
一条小路，路旁长满了野酸枣，一个老农正在堵
水，看到我们，说来了啊，水漫了。我问这是哪里

来的水，就听到
了那个迷人的名字。
老农是说，洗耳河。他
说的那么随便，看着我
惊讶的神情，似疑问这不是
洗耳河吗？俺从小就叫洗耳
河，我说是呀，洗耳河，你知道怎
么来的吗？那还用说，许由当年
为了浇地从颍水引来的，听了不愿听
的话，就洗自己的耳朵。我相信了这
条水，老农说，以前水大，现在不成样子
了。水绕着山盘旋而下，消失在了山弯那
边。水前不远有一片屋子，却是显出了古老，说
古老是因为屋子周围有那些老树，树长弯了长残
了，多是老槐，生长得不快，一棵树竟然长在了房
子里。当年许由比这个住的还要简陋，许由是知
足的。

进到房子里，竟然看到一张许由的像，早先
见过许由壮年的画像，俊朗慈善，这张老年的似
乎更像一些，光着头，帽子被人偷了，就再也不
戴，袒着胸，赤着脚，一副如来姿态，实际上如来
还是讲究的，并且劳神的，许由则完全一个仙
人。画像前有香炉，隐居到这样的荒僻之地，还
是被人烧香拜了祖，一定不是许由的所愿。许由
生儿育女，倒是弄得人丁兴旺，形成一个村子就
叫了许由村。又慢慢形成一个许国，这是许由没
有想到的，而成了国家又发生了争斗，许国也不
知其果了，这也是许由没有想到的。一间屋子里
跑出来一个小女孩，手里三两下就有了一把野
菊。想问问她姓什么，女孩用花挡住一只眼睛不
说话，另一只眼睛闪出羞来。老农说，她不姓许，
她是外来户。

一股浓烈的香传过来，有什么拽住了脚步一
样。蹲在水边，水依然清凉透彻，一个人的耳朵
产生的幽默波澜还在荡漾着。这里是箕山脚下，
抬眼就看见了那个东北西南向的山，山形如箕，
名字是农家的。许由死后葬在山上，山也叫许由
山。有个写《史记》的人登上过箕山，心情似也有

不同，只是跑的路比我辛苦。
许由是阳城人，那里离他隐居的地方不远，

这个阳城，后来又出现了一个人物，就是弄得争
霸不已的陈胜。陈胜真成了王，拥有了想有的一
切，住在豪华的宫殿里，却将同耕的朋友忘却了，
也不会保江山，时间不长死于乱刀之下。陈胜喊
出的那句“帝王将相宁有种乎”的话语，许由要是
听到了，一定又要去洗耳了。阳城后来被叫成了
告成，是武则天登封嵩山，在阳城举行庆祝大宴，
喻为大功告成。这也闹闹嚷嚷地扰乱了许由的
初衷。最理解许由的是那个采菊东篱下，悠然见
南山的人，许由天下都不要，何要一县之令？想
起来的路上，当地的朋友指着一个草坡，说这里
每年春天都有自由寻偶的节日，就像诗经中描写
的那样，成为一种民俗了。箕山脚下从古就是一
个享受天然的区域。

站在高处的时候，就知晓了那些芳香从哪里
来的了。那是远远近近的大片大片的油菜，还有
红红黄黄的山花，难怪许由会看中这样的地方。
虽历史经年，物是人非，但大地还是老样子，始终
有旺盛的种子在生根，开花。1

土专家种田记

洗耳河畔的许由

爱唱歌的“村口哥”

□李勤玲 孔涛

102岁的商廷梅老人是汝南县三桥镇殷店村
人，她耳不聋眼不花，生活还能自理。

商廷梅老人育有一儿一女。儿子贺全荣 80
岁，女儿贺美荣62岁。老人的4个孙子也都已成
家立业，如今已是五代同堂。目前，她和儿子、儿
媳一起生活。

问及老人的长寿秘诀，贺美荣自豪地说，老母
亲心眼好，心态更好，什么事都不放在心上。年轻
时虽然没少吃苦，但她从不抱怨。我们虽然只有兄
妹两人，但母亲还养大了三叔、小姑和远房堂哥。
当年奶奶去世时，三叔刚5岁，小姑才2岁。长嫂如
母，母亲毫无怨言地承担起了抚养他们的责任，供
他们吃穿、上学，直到三叔初中毕业去当兵、小姑成
为一名教师。1945年，远房二叔离世后，母亲把不
到1岁的堂哥接到家里养大，送他去当兵，后来转业
到铁路部门工作。那时候，一个家庭供养四个半大

小子，母亲没少吃苦受累。村里人都说，母亲长寿
是她心地善良，积德行善的结果。但我觉得，这是
我大嫂多年对她精心照顾的结果。

76岁的“大嫂”苏小喜说：“婆婆性格开朗，爱
说爱笑，是个闲不住的人。她平时生活很规律，按
时起居，饮食偏素，有时会吃点香蕉、苹果等常见
水果。她不喜欢一个人待在屋子里，喜欢在外面
坐坐、晒晒太阳，找人聊聊天。”

这些年，儿孙们都在外忙碌，苏小喜和老伴一
边帮儿子带孙子孙女，一边照料商廷梅老人的生
活。由于婆婆年龄大，行动有些不便，苏小喜便在
家全心照顾，陪她聊天、散步，形影不离。

自家地里种有新鲜蔬菜，每到做饭时，苏小喜
首先问婆婆想吃什么，从烧饭菜、洗衣服到打扫卫
生，样样干得认真、周到。冬天给婆婆灌热水袋取
暖，夏天给婆婆点蚊香驱蚊，有空时陪婆婆看电
视、聊天，天气好时扶婆婆到田地里转转，还常常
给婆婆洗头、倒痰盂。

作为老太太的儿媳妇，苏小喜非常孝顺，多年
来，她不管多忙，常变着花样给婆婆做各种新鲜可
口的饭菜。老人牙口不好，为了使老人获得足够
营养，苏小喜除了饭多加水、青菜煮得透外，还常
把新鲜猪肉剁碎蒸成肉饼，或是把做好的鱼块小
心地剔除鱼刺再给婆婆吃。

现在，苏小喜的几个儿媳、孙媳比着对老人孝
顺，有的给老人买营养品，有的给老人买新衣服，
一大家人其乐融融。老人高兴地逢人就说：“俺家
是五代同堂，儿孙们一代比一代孝顺，我的福都是
孩子们给的。我能活到这么大岁数，是托了儿媳
儿孙们的福呀！”

在谈到对孝道的理解，苏小喜动情地说：“老
人把儿孙们都拉扯大不容易，现在是我们报恩的
时候了。我现在孝敬老人，儿孙媳妇们也一样会
孝敬我，我是在给他们做榜样啊！现在，儿孙们虽
然都在外忙碌，但一到节假日，他们都会回来看望
老太太和我们老两口呢。”8

儿女孝顺享长寿

上电视，受表彰，不仅因为他是“全国种粮大
户”，还在于他是远近闻名的“专家”——

长寿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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