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历史深处

昌谷的李贺
□孙勇

“李贺故里”的石碑就立在村街
路边的亭子里，由于刚过麦收季节，
琉璃瓦上的麦秸还未被风吹走。一
条晾晒衣服的绳子从农家伸出拴在
亭子的一根柱子上，不知是有意还是
无意，拴在亭子一头多余的绳头上系
着一个盛有液体的矿泉水瓶子，矿泉
水瓶子可能是被大日头的高温烤得
难以抵挡而走了形状，从远处看活像
一个甩着藤蔓的透明的葫芦。

李贺故里的石碑村民们可能是
早已司空见惯，权当路边的一棵老榆
树任风凭雨经年走过。

这就是昌谷村，位于洛阳宜阳县
三乡镇，1200多年前李贺曾经生死
相依的家。

村子不小，村民和车辆也就交织
成乡村的繁华。由于刚刚雨过天晴，
街里的小巷还润在湿里，好在路两边
长满了野蒿，村民的土院墙平添了几
分夺目光彩。李贺时代，这些蒿草从
李家蔓延到旷野，李贺经常骑一匹瘦
马携小童子出游，小童子背着一个锦
囊，李贺偶得佳句就记录下来投进囊
里，回家后顾不上吃饭就整理囊中的
诗句，李贺的母亲经常劝李贺说“是
儿要当呕出心乃已尔”。这一时期的
李贺因年轻未经风雨，诗情随意而浪
漫，被《岁寒堂诗话》尝评为“李贺有
太白之语”。

从李商隐所写《李长吉传》等有
关李贺的文字里得知，李贺天才早
熟，七岁时就写得一手好诗文，且名
动京城。当时担任吏部员外郎的大
文豪韩愈及侍郎皇甫湜听说后便同
访昌谷，见李贺还是一个小不点儿的
孩子时有些失望，为了证明传闻真假
遂出题考问李贺，李贺也不怯生，向
韩愈皇甫湜深深鞠躬施礼后便援笔
写了一首在文学史流传至今的著名
诗作《高轩过》：“华裾织翠青如葱，金

环压辔摇玲珑。马蹄隐耳声隆隆，入

门下马气如虹。云是东京才子，文章

巨公。二十八宿罗心胸，九精照耀贯

当中。殿前作赋声摩空，笔补造化天

无功。庞眉书客感秋蓬，谁知死草生

华风。我今垂翅附冥鸿，他日不羞蛇

作龙！”韩愈皇甫湜二人见李贺诗作

所展现出来的才情惊喜万分，直呼
“真天才”。

七岁就写出一首流传百世的好
诗，这使我出了一身虚汗，恰在此时
一个学生娃背着书包哭闹着从我身
边经过向大人要泡泡糖吃，我突然想
起鲁迅说过的一句话：“即使天才，在
生下来的时候第一声啼哭也和平常
的儿童一样，决不会就是一首好诗。”
鲁迅还以自己为例说：“哪里有天才，
我是把别人喝咖啡的工夫都用在工
作上的。”李贺就是凭借“呕心沥血”
的勤奋创作才得以在大唐的文坛崭
露头角。然而天不假贺，因为李贺的
父亲名字叫李晋肃，“晋”与“进”谐
音，那些嫉妒李贺的人说应避“家讳”
不能考进士而误了李贺的仕途前程，
虽经韩愈《讳辨》也未能“解”开考官
的心锁，李贺愤然离京终生无缘进
士。经过“晋、进”的打击，李贺的诗
风开始由“李白”转变为“杜甫”了，

“黑云压城城欲摧”就是李贺对当时
世风亲身感受的真实写照。

李贺出身于一个破落的贵族家
庭，远祖是唐高祖李渊的叔父李亮。
由于不是嫡系，加之武则天执政时大
量杀戮高祖子孙，到李贺父亲李晋肃
时早已世远名微，家道中落，隐沦昌
谷。李贺自述家境时说：“我在山上
舍，一亩嵩硗田。夜雨叫租吏，舂声
暗交关。”（《送韦仁实兄弟入关》）父
亲李晋肃早年被雇为“边上从事”，大
历三年（768）去蜀任职，曾与表兄杜
甫相遇于公安，“漂泊”一生，到李贺
出生的贞元年间，李晋肃稍得升迁任
陕县令，但不久老死，家境经年渐衰。

大约因李贺为李唐宗室的后裔，
又有韩愈和皇甫湜的极力推荐，元和
六年（811）五月李贺返回长安做了个
九品小官奉礼郎。九品官有多大我
不得而知，但我看过反映唐朝事情的
豫 剧《七 品 芝 麻
官》，那 个

从七品的唐成连审诰命的资格
都没有，可见从九品的小官估计就是
现在县政府的一个机要员而已。从
此李贺“牢落长安”长达三年，虽然此
间心情“憔悴如刍狗”，但增长了生活
阅历扩充了知识领域，在诗歌创作上
大获丰收。所谓贺诗“深刺当世之
弊，切中当世之隐”（清姚文燮语），李
贺的诗大多数产生于这一时期。然
而命运往往不给李贺机会，正当李贺
踌躇满志向前冲时，贺妻病卒，贺忧
郁病笃，元和八年（813）春因病不能
正常上班而不得不告病昌谷休养。
哪知这一病断送了贺的美好前程，虽
然贺举足南游希望在南楚或吴越一
展才华，但终不得志，后跑到山西长
治昭义军节度使郗士美的军队做了
3个年头的幕僚，终因北方藩镇跋扈
分裂势力猖獗，郗士美讨叛无功失势
告病，友人张彻也抽身回了长安，李
贺举目无亲走投无路，只得强撑病躯
回到昌谷，整理所存诗作，不久病死
昌谷。

7月的昌谷日头虽毒，但站在遮
天蔽日的槐榆荫下，有小风迎面吹
来，还是能赶走些许暑热。此时我想
起一个成语叶落归根。李贺虽然和
他表叔杜甫一样胸怀报国之想而不
得志，总算死在了自己的家里，比杜
甫的命还是要晴朗些。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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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男孩的农业梦
□本报记者 刘向东 本报通讯员 吴继红

□陈鸿溪

1979年的一天，卫辉市庞寨乡
柳位村一座破旧的瓦房里，年迈体
弱的焦雨普拉着孙子焦长明的手语
重心长地说：“长明呀！咱柳位高跷
可是世代相传的好东西，你可要好
好学，把咱的高跷传承好。”

“《柳毅传书》中的柳毅就是柳
位人。”从小就跟着爷爷学习绑腿、
化装，常扭着屁股心惊胆战走两步
的焦长明说，上世纪 90年代，柳位
村被当地政府命名为“柳毅故里”，
柳位高跷就是为纪念柳毅而产生
的。柳位高跷的独特之处在于它是
集武术、舞蹈、演奏、演唱等于一身
的艺术，两三个演员就能演绎故事，
如《梁山伯与祝英台》《打渔杀家》
等，“里面学问大着呢！”焦长明说，
为了记唱词，琢磨动作，体会人物感
情，很多次睡梦中他还哼哼唧唧唱
出了声，双腿左蹬一下，右蹬一下，
气得妻子不止一次呵斥：“还叫不叫
人睡觉！”

岁月如梭。年过不惑的焦长明
为了高跷申报省级“非遗”，他几乎
不干家务和农活。交申报材料需要
电子版，不会电脑，他虚心向儿子请
教，一个字母一个字母在键盘上练

“一指禅”,百十个字常常忙到半夜，
“手笨得像脚一样，拿着鼠标，还没
有拿着锄头顺手。但我相信，千年
笨就怕万年学。”

特别是2010年，焦长明白天跑
文化局，夜晚整理各种材料，郑州、
新乡不知跑了多少次，自己也花费
了不少钱。妻子实在“忍无可忍”：

“你呀，花咱家的钱不说，别最后事

办不成，再得个神经病。”
“为继承好祖宗的高跷艺术，再

难我也不会退缩!”2011年 10月，当
焦长明手捧省级“非遗”证书时，泪
眼婆娑。

2013年，柳位高跷应邀到河南
师范大学演出，精彩的表演和风趣
且充满乡土气息的唱词，俊美的扮
相（全部是男扮女装），深受师生好
评。不少学子也对高跷产生了兴
趣，要求焦长明教他们“走两步”。
同年 5月，他又应邀到郑州传授高
跷，并成立了高跷特长培训班，至
今，仍有不少学生和他保持着联系。

岁月无情，只争朝夕。年近半
百的焦长明为了高跷技艺的再发
展，一有空闲就苦练基本功。翻身
鹞、扎草、蹲桩、翻跟斗、劈叉、仰叉、
盘叉……常常腿肿、腿疼。“柳位高

跷的文场武场兼备，动作惊险刺
激。想要练好不容易！”焦长明感
叹。

为了让柳位高跷薪火相传，后
继有人，在当地政府倡议下，焦长明
和柳位小学联合举办了柳位高跷培
训班，每个动作，每个扮相，他不厌
其烦地讲解，由小学生组成的高跷
队参加的演出，因孩子们稚嫩而俊
美的扮相，滑稽而灵活表演，博得了
观众阵阵喝彩。

“表演还有很多有待提高的地
方，必须抓紧改进！”身为柳位高跷
第六代传承人的焦长明，如今仍牢
记着爷爷的话，继承着爷爷的事
业。面对一些村民和亲友的不理
解，年近半百的他捋捋凌乱的头发，
无限感慨地说：“我也不为别的，就
为高跷更出彩。”8

为了柳位高跷……

周末。漯河市郊一家农业生
态园内游人如织。苏博指着自己
黝黑的脸庞笑说：“又被晒黑了不
少……”

1992 年出生的苏博，是独生
子，也是地地道道的城里人。他当
年考入南开大学后，通过勤工俭
学，半年后就不再向家里要钱，毕
业时口袋里还有十多万元。

要么出国，要么考公务员，这是
同学们的选择。学公共管理的苏博
却想搞农业。

苏博的舅舅是一名与花木园
艺打了几十年交道的农民，每逢
假期，苏博跟着舅舅在田间地头
跑来跑去，渐渐对农业产生了兴
趣。后来，他又在学校旁听了一位
教授的现代农业课，眼前仿佛打开
了一扇窗。

大学毕业，苏博说服了家人，放
弃出国深造，把供他出国的钱用来
创业。

说着容易做着难。农业怎么
搞？资金哪里筹？技术怎么办？这
一切对于刚出校门的苏博都是陌生
的。

机缘巧合。一次偶然，他见到
了漯河市西城区主要领导。当时的
西城区经济开发刚起步，忐忑的苏
博说出了自己要承包土地搞高效农
业的想法，这位领导看着眼前的毛
头小伙说了三句话：想好了？种
啥？资金能支撑吗？

苏博的回答掷地有声：想好

了！种漯河没有的，对准我们的父
辈，让他们吃到放心食材！资金能
支撑！

话简单，运作起来却不易——
没有创业资金，得向银行贷

款。父母把房子、车子抵押上还不
够，就向亲朋好友借。2013 年 10
月，占地千余亩的农业生态园破土
动工。“我的第一桶金是种美国向
日葵。我清楚记得 2014 年 7 月 8
日，18亩向日葵仅一下午就被采摘
一空，净赚6万多元！开心呐！”

可当年秋天他就笑不出来了。
向日葵收获后，苏博又种了30亩有
机萝卜。几万公斤萝卜还在地里，
忽然下起的霜让萝卜糠了至少两万
公斤。“眼睁睁看着凝结着汗水的
萝卜坏掉，心如刀绞。”

为了卖萝卜，苏博开着三轮小货
车一个村镇、一个菜市场地推销……
又渴又累跑了一天，一车萝卜才卖
一百多块，油钱都不够。

美丽的梦想遭遇了残酷的现
实。晚上回到家，关上房门躺在床
上，苏博蒙上被子悄悄地哭了。

他也种葡萄，但盛果期又遇到
阴雨天和病虫害，很多葡萄烂在地
里……葡萄熟了，销路又成了问
题。

苏博的妈妈说，有天晚上打电
话，觉得他声音不对，问清方位赶
过去，发现卖葡萄的苏博中暑了。
苏博一把抱住她，呜呜地哭了……

“不管别人能不能理解，我都会

坚持搞有机农业。”苏博说，曾有一
个客户把他的葡萄拿回去做农药残
留检测，结果证明他没有虚夸。苏
博说，“创业是个辛苦过程，你必须
像个超人那样，付出十二分的勤奋
和努力。”

实践让苏博意识到，自己虽然
喜 欢 农 业 ，但 并 不 真 正 了 解 农
业。想清楚了这一点，他着手组
建了一个由专家、技术员和农大
学生组成的技术团队。在指导园
区农业种植的同时，也对附近的
农民进行技术指导……

苏博说，园区里的员工大都是
周边农民，其中还有不少是留守老
人和妇女，“要让农民愿意来，愿意
接受，愿意改变，然后一起为梦想
努力……”

在和农民一起劳动中，他和他
的技术团队又发起成立了有机农业
种植协会和专业合作社，聘请专家
进行有机农业栽培、病虫害防治等
培训，仅去年一年，周边 18个村就
有 2000多个农民接受了培训。程
庄村农民程志强说：“成为合作社
成员后，我按协议种植了 100亩葡
萄，他们提供技术帮助管理，负责
回收葡萄，去年我光种葡萄就增收
了5万多元。”

为了推销产品，苏博没少和销
售人员一起游乡叫卖；因为没时间
陪伴，谈了两年多的女朋友前不久
和他分了手……

烈日炎炎，苏博和几个农民工
在园区内忙碌着。此时，他的同班
同学有的在大城市，有的在国外，

“他们过得都挺轻松惬意的，不是
聚会，就是到各地游玩。不过我一
般不去看微信朋友圈，也很少和他
们联系，我没时间……”苏博说，他
的同学都觉得他太辛苦了，但他并
不这样认为。“选择不同，经历的过
程自然也不一样。”

成绩换来了荣誉，他获得了“河
南省五四青年奖章”，成为“全国农
村青年致富带头人”……苏博说，对
于创业者，能力大小是其次，关键
是自信心一定不能被击垮。

“其实我做农业的最初梦想，
是想让母亲吃到放心食品，并让她
老了有一个娱乐的地方。但通过
和农民一起劳动、一起打拼，我觉
得我现在还有一份社会责任在肩
上。”1

□徐维 余江

“你看这些香菇长得多好！我们
现在的5个大棚，有香菇3万多棒，一
个菌棒能产5次香菇，现在都供不应
求了，前景相当好……”正在大棚里
忙碌的王恒军、吴霞夫妇，谈起他们
的香菇事业，脸上都洋溢着欣慰的笑
容。

同为26岁的王恒军、吴霞，都是
息县彭店乡人。两人大学毕业后，都
在上海一家企业工作，年薪近 20
万元。王恒军萌生回家乡自主创业
的想法后，偶然听外地一个朋友说，
香菇种植投资少、利润大、风险小且
易学，他开始反复考察香菇种植，并
最终下定决心。2016年7月，他说服
吴霞辞去工作回到家乡，和自己一起
投入 30余万元，在息县彭店乡街村
流转50多亩土地，建了5个大棚，开

始种植香菇。
创业是艰难的，光琐事就让夫妇

俩忙得焦头烂额。种蘑菇需要特别
精心，湿度、温度都要掌握好。为了
蘑菇种植不出闪失，他们从早到晚扎
在大棚里，遇到了技术难题，查资料、
找书籍，解决不了的问题，还要跑到
河南农业大学甚至更远的地方找专
家咨询。

功夫不负有心人。不到一年时
间，他们种的第一批蘑菇终于出棚
了。“每个菌棒平均产量 2斤鲜菇，3
万个菌棒至少能产 6万斤。仅按市
场批发价格计算，毛收入就近 30万
元！”王恒军兴奋地说着时，站在一边
的妻子吴霞则表示，下一步他们将再
建50个养菌棚和一个300平方米的
小冷库，“把村里的那些贫困户都带
动起来。能自己干的我们提供技术
支持，不能自己干的，欢迎他们来我

们这里干活儿。”
“俗话说‘长抓林，短抓牧，抓住

香菇当年富’。王恒军夫妇给我们
带了个好头，也给我们提供了不少
经验。”乡党委书记刘波乐呵呵地
说，他们将协调好群众来王恒军夫
妇这里参加技能培训的工作，借助
产业扶贫政策，以香菇大棚种植为
载体，吸纳贫困户加入合作社，利用
政府对贫困户的小额贴息贷款，采
取“公司+基地+农户”的模式，带动
更多农民种植香菇，促进当地贫困
户脱贫致富。

一路走来，艰辛与成功相伴，鲜
花与荣誉共勉。王恒军、吴霞夫妇
坦言：创业虽然艰难，但在未来发展
的道路上，他们不会只顾自己发展，

“毕竟这里是生养我们的地方，我们
放弃城市回到家乡，就不是只为了
自己挣钱！”8

创 业

本版插图/王伟宾 欢迎来稿 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传承

生活素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