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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长莺飞的季节。上午9时许，蒋宗梅
老人正在偏房里蹬着缝纫机砸鞋垫，见有人
进来，麻利起身招呼。进了正屋，一抬腿，曾
经裹过的小脚踩着小板凳，近一米高的炕台
居然毫不费力地上去了，“来来，坐大大（方
言，在当地指婶、大娘）旁边儿。”

老人耳聋，但眼不花。打手势跟她交
谈，她满是折皱的脸上始终带着和善的笑
意，还能帮着儿孙们回忆几十年前一些事情
的细节，“老四结婚时，咱家包演的电影是
《七十二家房客》！”

“老人有福气。几十口人的大家庭，几
十年就没见他们磕绊过。”曾经的隔墙邻居，
七五村村支书董成良说。

6个儿女，9个孙辈，直系重孙17个，已
娶了重孙媳妇，五世同堂在即。二儿子宋敬
法说，他们兄妹早就想扒老宅了，但老人不
让，他们颇无奈。最近几年，他们兄弟 3个

每周两轮在这儿住着陪伴老人，“毕竟九十
多岁的人了，万一有闪失咋办？”

老人的身体一直很争气，基本没得过啥
病。他们家的“宋家大院”微信群里有 42
人，在外地工作的，做生意的，都不缺钱。而
且这几年老人的中午饭，还是老四家儿媳妇
坚持每天做好送来的——20多年前，老人的
小女儿嫁人时，六兄妹就商量过以后咋养老
的问题，轮流照顾或由谁独养，均没意见，但
老人都 93岁了，却仍住在百年老宅的大院
里。

“谁也拿她没办法！”三媳妇宋文凤说，
妯娌几个都想把老人接到自己家住，可就算
是接去了，不两天老人就急着回。

“在他们那儿住连个碗也不让我刷，我
还有任务呢！”老人说，她的任务要是完不
成，心里着急。

90多岁的老太太了，能有啥任务？

□廖涛 李洋

在南召县西南白河之滨，坐落着一所古朴
的乡村学校——桐梓小学。一个二年级的小
学生在作文中写道：“我们学校最美的老师是
李标老师。他像铁打的一样带病坚持给同学
们上课，教室里的床和沙发都似乎有着魔力，
李老师讲课累了，只要在沙发上倒立一会儿，
就会有精神，上课也有劲儿……”

教室里，怎么会放有沙发和床？原来，这
是校长张书成特意配给李标老师的治病“工
具”——每每课间，李老师要么头朝下脚朝上，
蜷缩在沙发上“倒立”一会儿，让腿部的血液倒
流回心脏，以此来减轻病痛；要么会躺在床上
捶捶打打，自己给自己做会儿“理疗”。

年逾花甲的李标老师，是 1975年高中毕
业时开始从事的教育事业，如今已在三尺讲台
上坚守了43个年头。

2014年秋的一天下午放学，李标骑着电
动车冒雨回家时，不慎摔了一跤。本来就有腰

疾的他，恰又伤到了腰部，经医生诊断为：腰椎
间盘变形，压迫神经信号。由是，原本就行动
不便的他即使卧床都疼痛难忍，经常夜不能
寐。然而，每天他都会准时出现在教室里。

有一次，张校长在校园里看到了正在艰难
活动腰身的李标，对他说：“你又不是铁打的，
等病好了再来上课嘛！”李标幽默地答道：“看
到娃儿们的笑脸就不疼了。”“净胡扯！人都是
血肉之躯，你怎能这样折腾自己呢？”耳听张校
长这样的埋怨，李老师只是憨厚地笑笑，没再
吭气。

除了腰有顽疾，李标老师还患有严重的静
脉曲张。早在2010年，他就做了右下肢深静
脉切除术。虽然腿疼减轻了，可这年冬天他的
手却连笔都握不住了。医院诊断为腕管综合
征，并建议他尽快做手术时，李标只是笑着说：

“没事儿，等空闲了再说吧。”直到次年暑假，他
才在家人的陪同下做了腕部手术。

出院后，李标的手指一直无法屈伸。做
村医的爱人找来一个以毒攻毒的偏方，把蝎

子、蜈蚣、土元等打成粉末，每天做成鸡蛋羹
让他服用，连续不断吃了两年多“毒药”，才使
他的手指灵活了一些。这期间，孝顺的儿子
买来古筝，让他练习指法以逐渐恢复手指功
能。然而，他的下肢关节酸困，脚踝经常肿得
跟馒头一样，行走都困难，张校长这才搬来两
个沙发放在教室里，让他累了休息用。而且，
眼看他腰疼得实在坐不住，张校长还抬来一
张床让他做“理疗”。就这样，早就退休的李
标老师，至今依然坚守在师资力量匮乏的桐
梓小学里。

会绘画，能弹琴的李标，还把儿子买给他
的古筝搬到教室讲台上，教孩子们弹琴唱歌；
教孩子们画美丽的新农村、荷塘月色、春耕生
产等图景，把孩子们五彩斑斓的梦想融入在一
幅幅图画里。

“只有让学生们感受到发自内心的爱，他
们才能体会到被爱的幸福，健康茁壮地成长。
我个人吃点苦、受点累又算什么？”忍着病痛，
满头银发的李标老师说。8

生活素描

七五村会计包传海现在有些怕从蒋宗
梅老人家门前过了。因为老人一看见他，就
会让他到屋里拿鞋垫儿。“我光去年都拿 5
回了，咋还好意思！”包传海说。

16年了，蒋宗梅老人天天都做鞋垫，一
年至少2000双，这就是她的“任务”。

70多年前，老人嫁入宋家，田里劳作，操
持家务。儿女们立业安家，相继从小院里搬
出去后，原本热闹的院子渐渐冷清。

此时的老人，可以安享清福，但她却闲不
住，自己纺花织布，上浆漂色，村里谁家生了
孩子，她会做虎头鞋、虎头帽和老式衣服送过
去。不做针线活时，她就收集高粱秆、笆茅秆
扎扫帚、锅拍；也会找一些塑料打包带编筐编
篮，“谁要谁拿走。送人东西，我高兴！”

10多年前，老伴不幸病故，蒋宗梅老人
仿佛一下子老了许多，“那些活儿干不动了。”

老人并没有闲着，她把目光盯上了家
里那台缝纫机，“生活好了，旧衣烂衫扔了
太可惜，我把它们都做成鞋垫，也算是废物
利用呢！”

拆剪了几十件破衣服，熬上一大盆白面
糨糊，找几块旧三合板，“破布”一层层糊上

去，晒成袼褙，拿出鞋垫纸样放上去，照着剪
下来，衬上好布缝上边儿，再用缝纫机砸出
密密的针脚……一双双鞋垫成箱成摞地摆
在老人的“作坊”——近 10 平方米的偏房
里，除了那台缝纫机、几大摞叠放整齐的旧
衣服、布料，就是袼褙和盛放成品、半成品鞋
垫的纸盒子。

去年年三十，儿女们看老人还在忙着做
鞋垫，便把她干活用的剪刀、针线等藏了起
来。谁知，本来就饭量不大的老人居然在大
年下躺在床上“绝食”，吓得晚辈们不得不

“缴械投降”。
“能干活，我高兴。不让我干活，就是活

到100多岁又有啥意思？”老人说。
做鞋垫累了，老太太会坐到门口晒会儿太

阳。她屋里从不断人，街坊邻居拿着破衣烂衫
而来，他们走时，老人会把一双双鞋垫往他们
手里塞。就在记者采访结束时，老人还盯着记
者的脚看了一眼，“你穿44的鞋吧？来来，大
大给你拿两双合脚的！”

“按照俺老娘每天的任务量计算，这十
六年她起码做了三万两千双鞋垫了！”四儿
子宋敬春说。

□本报记者 刘向东 本报通讯员 魏国武

16年，32000双鞋垫，蒋宗梅老人送给
了太多人，却从没收过一分钱。老人说，“谁
要是给钱，俺不高兴，也不给他鞋垫儿！”

有人问她为什么要做鞋垫，她说：“岁数
大了，干不了别的，不做这做啥？”

最初，老人做好了鞋垫会给街坊邻居
送，也会在门口晒暖时，看见有谁从门口路
过了，招呼人家进屋拿，但随着“鞋垫奶奶”
的名声在外，三里五村的乡里乡亲也常来找
她要。老人来者不拒，“看见别人垫上俺做
的鞋垫，俺高兴！”

久而久之，村里只要有外出上学、打工
的年轻人，出门前一定会到老人屋里坐坐、
聊聊，顺便带走几双鞋垫——除了自己用，
也会送给亲朋好友。

“垫着我做的鞋垫儿，走路稳当。走路
稳当，做人才踏实。”

老人还特别喜欢送鞋垫给年轻人。村
里的董道杰考取留美博士后，父母每年都要

专门过来拿几双鞋垫寄过去。董道杰打来
国际长途直夸鞋垫垫着舒服时，老人的脸上
也乐开了花：“我做的鞋垫出国了！”

邻村刘文峰考取了硕士研究生，欣喜之
际和他父亲专程来向老人要鞋垫，说是垫着
老人做的鞋垫出门安全、稳当，能记着家乡
人的期望。

老人风趣。前不久，她又见到包传海时，
开玩笑说：“咋不来拿大大的鞋垫了？是不是
想让大大给你留双布料好的啊？”包传海嘿嘿
直笑，当着老人的面又不能多说什么，“她不
要钱，咱咋好意思老去拿她的？不忍心啊！”

今年初，入选“中国好人”榜后，“鞋垫奶
奶”名气陡然增大，老人似乎也有了“压力”：
夜里睡不着时，她会到偏房里砸会儿鞋垫。
轮流照护她的儿子们心疼她，半夜里左劝右
劝，她咋都不听，还说以后找她要鞋垫的人
肯定会越来越多，不抓紧点干，万一哪天干
不动了，多不好意思。1

新乡县七里营镇七五村，一处并不起眼但洁净的农家小
院里，有些破旧的正房屋梁上，还能看到“光绪七年”四个字。
如今这院的主人，是一位93岁的老人——

鞋垫奶奶
和睦大家庭

劳动的快乐

高兴的蒋奶奶

□徐光亚

一部被朱自清称为“只逊《红楼梦》一筹，
与《儒林外史》可以并驾齐驱的”的奇书，在写
成后的200多年里，数番沉浮，历尽坎坷。经
学术大家冯友兰、著名作家冯沅君兄妹校阅、
标点，这颗“泥土里的珍珠”最终校勘错讹，重
见天日。

这本书，就是清代文学家李绿园所著的长
篇小说《歧路灯》，我国古代小说史上第一部，
也是唯一一部以教育为题材的白话长篇小说。

一
平顶山市湛河区向南10多公里，有个背靠

白龟湖，面对无垠沃野的村庄宋寨村。清康熙四
十六年（公元1707年），李绿园就出生在这里。

李绿园原名李海观，号绿园，比吴敬梓小6
岁，比曹雪芹大9岁，一生经历了康雍乾三朝，
卒于1790年，享年84岁。他的作品《歧路灯》
全书60万字，讲述了地主独生子谭绍闻择师不
当，为学不成，又受浮浪子弟引诱，走上歧途，终
至倾家荡产，最终痛定思痛，浪子回头的故事。

李绿园创作《歧路灯》的故居名叫“今有
轩”，坐落在湛河区宋寨村中央。2007年，因
年久失修而坍塌，后经区政府拨款修葺一新。

称李绿园“诗书传家”一点不为过。康熙
三十年，李绿园祖父李玉琳负母携子外出逃
荒，辗转流落至宝丰滍阳。李玉琳是个秀才，
长于春秋研究，著有《春秋文汇》。他学识渊
博，为人谨慎，因喜欢当地风土淳厚，遂于康熙
四十二年（1703年），移居到今天曹镇乡宋寨
村。他靠教书，慢慢积攒起一份家业。

李绿园 13岁之前，一直跟从祖父读书于
鱼陵山，接受启蒙教育。至今，鱼陵山上的关
公庙内还有乾隆三年李绿园题写的碑记。30
岁时，他中了举人，但直至50岁才出仕当官。

李绿园有四子，长子事迹不详。二儿子李
蘧是乾隆进士，历任吏部主事、都察院都察御
史、工部给事中、江西督粮道等；三子李范，廪
贡生；四子李葛，拔贡，工书法，曾任《四库全
书》誊录官，灵宝县教谕。孙辈中最有名的是
李蘧之子李于潢，他是道光年间中州著名诗
人，为人放达不羁，有《方雅堂诗集》传世。

李绿园“诗书传家”的家世和“以孝相传”
的家风，对《歧路灯》构思和写作大有影响。他
写《歧路灯》，往小里讲，是为告诫自家儿孙。
往大里讲，是为天下世家子弟而作。书中除

“用心读书，亲近正人”的育子八字方针外，还
有条从头讲到尾的劝诫：戒酒戒赌。近日，《李
绿园家训》被中纪委网站录编，一部反映李绿
园家规、家风、家训的电视专题片正在筹拍中。

为什么李绿园要毕其一生创作这样一部
作品呢？《歧路灯》中谭绍闻的父亲谭忠弼道出
了作者的心理：一个“怕”字了得，担心后代无
能继业。这正和《红楼梦》中宁荣二公所虑一
样。他们的担心是有道理的，贾宝玉成了百年
贵族之家的叛逆，谭绍闻则是奴化教育培养的
败家子。

也许是造化弄人，李绿园儿子李范一支，
因赌败家；孙子李于潢因闹赌未至中年家业凋
零，暴死于酒。连自家儿孙，尚未遵循他的“醒
世之言”，更何况天下世家子弟？

二
对《歧路灯》的文学成就大加赞赏的，除朱

自清外，还有语言学家、文学批评史家郭绍虞，
他认为：“《歧路灯》记载一家之盛衰而波澜层
叠，使人应接不暇，固有《红楼梦》之长。描写
社会人情而能栩栩如生，声色毕肖，则兼有《儒
林外史》之长。”

这么高的评价，得益于李绿园“舟车海内”
后的博闻广记和阅人无数。

50岁以后，李绿园出仕，开始了 20年的
“舟车海内”生活。《歧路灯》校注专家栾星道：
“他在重庆至少住过将近一年时间。自川江以
还，整个长江下游、大运河江北全程地，他都曾
到过。”能够彰显李绿园丰富阅历的，还有《歧
路灯》中200多个人物，个性鲜明，栩栩如生，
让人难以忘怀。

女性角色中，李绿园写得最成功的是巫翠
姐，她是暴发户的女儿，泼辣、任性、聪明、要
强、强烈的发财欲是这个富商女的突出性格特
征。

书中男一号谭绍闻，他堕落之中不断良心
发现，后悔、哭泣、自杀，但不能断然拒绝匪类
引诱，一再重蹈覆辙，家业几乎精光。他丧失
了旧道德，又没有获得新思想。

书中反角夏逢若，是市井无赖典型，他“生
得聪明，言词便捷，想头奇巧”，有一套“粘”

“缠”本领，令谭绍闻一误再误，倾家荡产，却不
觉得他可恨。对谭绍闻而言，夏逢若是他的鸦
片烟。在他身上，我们看到地主膏粱子弟
堕落不能自拔的真实。他与谭绍闻“浪
子回头”形象，有互补作用。

三
《歧路灯》是一部具有多方面成

就的作品，是河南古典小说的“扛
鼎之作”。李绿园身上，流淌着
中原故土的血液，跳动着“老
家河南”的脉搏。

1735 年，李绿园中举时，
在河南省会开封居住。《歧路
灯》就是以开封为主要背景，
书中所写街巷、官署、寺庙等
坐落、方位乃至走向，都与实
际相符。

李绿园中举后，候补了30
年知县，终于乾隆三十七年，
觅得贵州印江知县一职。在
任期间，李绿园把大量的河南
元素引入到这个贫穷落后的
边远小县。他从河南引进优
质油桐种子——四瓣桐，广泛
号召民众利用闲散土地种植
四万余亩，很快改变了印江山
区的贫困面貌。他还广泛号
召种植棉花，县设“纺织所”，
把河南老家产棉区的纺织能
手招募到印江，专门培训心灵
手巧的纺织男女，要求“户有
一机、人握一技”。

故土难离，叶老归根，乾
隆 三 十 九 年（公 元 1774
年），李绿园辞官回到宋寨，
结 束 了 他 的 官 宦 生
涯。次年，69 岁的
李绿园开始续
写《 歧 路

灯》。厚重的河南文化萦绕着他的思绪，影响
着他的写作，体现最深刻的，莫过于用河南地
方色彩的语言写清初的河南社会生活。

李绿园对河南方言的精妙之处把握极好，
大量的地道的俗言俚语在他笔下挥洒自如。
尤其是作者在通过人物的语言来刻画人物形
象方面显得很有功力。有时甚至连人物的乡
音口语也尽力模拟，致使其语气口吻惟妙惟
肖，栩栩如生，给人以呼之欲出的感觉。因此，
语汇丰富多彩、乡土气息浓郁、口语化程度高
是《歧路灯》语言的主要特色，现在河南话里的
不少词语，两个世纪以前就这么说、这么用，而
且意义基本未变。

例如:董，意为搞，闹腾。多含贬义。“这事
多亏我到，若叫你们胡董起来，才弄的不成事
哩。”

捞，意为牵，拉。“这宋禄小厮儿们，更要上
会，早把车捞在胡同口等候。”

引，意为带，领。“春暖花开，我好引着孩子
们园里做活。”

类似的还可以举出很多来，如今都还活在
普通百姓的口语中。

百年一瞬，逝者如斯。李绿园那用生命写
就的《歧路灯》依然放射着光芒。8

“倒立”的老师

历史深处

李绿园与《歧路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