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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昆虫的人

如果没有踏查、没有防治，一旦出现
“虫灾”会是什么样子呢？在王亮的记忆
里，天气异常干旱的2014年曾发生过两件
事——

一次，群众通过110举报说，在310国
道函谷关—八陡山路段的护路林发现了大
量吃食杨树叶的草履蚧（俗称桑虱、草鞋虫

等，成虫以吸食枝叶上的汁液为生），他们
派出两辆打药车，连续多天进行高压打药，
才未造成大面积蔓延；一次，曹村乡护林员
报告说发现了大量杨扇舟蛾，他们当天赶
到时，已有近百亩杨树林树叶被吃光了。

“幸好发现及时，给了我们治理时间。
要是它们真把几千亩杨树林吃光了，对生
态环境造成的影响就无法估量了。”提及当
年在现场不断有虫子掉落到身上的情景，
王亮至今心有余悸。

“别小看弱小的昆虫，有些能对树木造
成危害的蛾，每天能飞30多公里远呢。”王
亮说。

近年来，由于物流业的繁荣，也不断有
新物种侵入并变异。这其中的美国白蛾，

目前已是全国性的检疫害虫。它食谱宽
泛、繁殖力强、适应性强，已给我国林业生
态造成了巨大损失。省林业部门连续5年
下文明确要求各地每年进行三次美国白蛾
普查，并投入大量资金控制疫情。

王亮说，当地还没有发现美国白蛾，但
他们每年都要印发几千份传单分发给林区
的护林员和群众。

如今，王亮他们踏查的线路已不再局限
于林地，还经常在各级道路
两侧的护林带。“深山老
林你们多长时间踏查一
次？”面对记者这样的提
问，王亮笑着回答说：“我
们基本不进，因为那里
面反倒是平衡的生
态，昆虫的存在，也是
大自然的和谐。”

“我们的世界不
只是人的世界，也是
许许多多其他生物的
世界。”王亮说。1

冬日的新安县曹村乡，远近山林茂
密。凛冽的北风中，县林业局的王亮带着
他的三人小组，要对这里的山区林木进行
一次“踏查”。踏查，是他们的术语，类似于
实地勘查。

高低起伏的山区林地，所行之处几乎
无路，走过的地方又遍布荆棘，每行一步都
必须格外小心。因为踏查，王亮每年至少
要买两双鞋子，一年四季都只能穿牛仔裤，
条条都有被树枝、针刺挂破的口子。

王亮和他的小组，几乎每月都要对全
县11个乡镇进行一次踏查。这次踏查，他
们不仅要对曹村乡300年以上的古树逐一
登记造册，主要任务还是“打样方”——通
过在一定面积内检测各种虫卵的数量，确
定来年如何有效预防树木虫害。

打样方的工具简单：铁锨、铁筛子、装

蛹瓶等，活儿干起来却不轻省。比如说划
定一块 660平方米的长方形地块，掘出土
壤，把土用铁筛子筛一遍，然后测定各种虫
卵的数量，确定来年防治方向。

资料显示，目前新安县已知昆虫 500
多种，其中对树木生长造成危害的 10 多
种。王亮他们打样方要找的，就是这些“害
虫”。“别小看这些虫卵，来年变成蛾时，如
果林地里每平方米超过了安全数量，大片
林地几天就能被它们毁了。”王亮说。

林地里遍布枯枝败叶。早些年每到这
个季节，他们会有控制地放把火烧烧——
这也是控制虫卵生长的有效办法。最近几
年，随着国家对大气污染的治理，他们只能
雇用附近农民把枯叶集中起来挖坑深埋。

“大部分依附在枯叶上的虫卵钻不出厚土
层。”王亮说。

林业局的实验室门外挂着一个铜牌：
国家级森林病虫害中心测报点。王亮介绍
说，目前全国有近300个这样的测报点，30
个左右在河南。新安的这个测报点，重点
测报对象是杨扇舟蛾（俗称天社蛾，每年在

我国从北至南发生 2—9 代，为我国园林重

要害虫之一）和舞毒蛾（俗称秋千毛虫、柿

毛虫等，幼虫主要为害叶片，严重时可将全

树叶片吃光）两种。
多年前还不是测报点时，林业局没有实

验室，但树林的虫害却有。有一次，王亮和同
事在一片退耕还林地找杨扇舟蛾蛹时，发现
林里有一道石塄，按照杨扇舟蛾化蛹的习性
判断，那里很可能有。翻开石头，果然发现了
不少。不过，就在他们越找越起劲时，一条茶
杯口粗细的黑花蛇吐着信子游了出来……

能不能通过自己养来观察、了解它们
的生活习性，从而有的放矢，达到防治目的
呢？这个意愿不是从王亮开始才有的，早
在10多年前，被他们称为“马组长”的老林
业员工马新伟就有这样的想法，但因为种
种原因，直到老马临退休，他们才买来鱼

缸、纱窗等物自建了一个简易实验室。
“我们自己养的虫子和野生的相比都

比较胖。”王亮说得轻松，事实上养昆虫并
不是容易事。因为它们“嘴叼”，他们必须
保证至少两天为它们换一次新鲜树叶，而
它们爱吃的树叶，往往又在离县城几十公
里的地方。

随着国家级测报中心成立，实验室的
条件明显改善，养虫，观察它们的生活习
性，掌握不同昆虫在当地生长繁殖规律不
再是啥难事儿。但也有例外，比如被他们
称为“杨栎卷叶象甲”（俗称杨狗子，成虫食

叶）的昆虫，别看它的成虫体长不足 1 厘
米，但它每繁殖一个卵，都需要一整片杨树
或栎树叶子包裹。他们在实验室养了三
年，却至今没有孵化出来一只。为此，他们
上网查阅了大量资料，也咨询过大学教授，
却均无果。

“来年春天还得继续想办法养，从而找
出对付它们的办法。它们的危害太大了，
数量超标时，繁育季节一棵树要不了一天
就没叶子了。”王亮说。

□本报记者 刘向东 本报通讯员 刘小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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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端：明月清辉映廉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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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报传递党的好声音
□昝运峡

“小小黑板报，作用真不小。三尺板报传
精神，致富路上架金桥。”在三门峡市陕州区西
李村乡白埠村，有一块方圆知名的黑板报。板
报的主人，是 84岁的退休教师郭正明。20多
年来，他在自己创办的文化园里，利用黑板报
等形式，持之以恒地传递着党的好声音。

“山区文化生活比较贫乏，退休前我就一
直在想怎样给农村的文化建设作些贡献。”郭
正明说，退休回到家乡后，他做的第一件事是
拿出积蓄在家门口盖了一大间房子，办起了文
化园，收集了4000余册各类图书，并自费订了
十几份报刊供村民阅读。

党的十九大召开了。为更好地宣传十九
大精神，郭正明把报刊上报道十九大的相关图
片和重要文章剪裁下来，精心制作成多个专辑
供村民学习。九旬老人聂彦生虽然没上过几
天学，但他特别关心国家大事，经常请郭正明
带上报纸到家里来读给他听。这些天，老人天
天更是一大早来到文化园，跟村民们学习热议
十九大精神，而到了晚上，他几乎天天让郭正
明带上报纸到他家里再“说道说道”。

“娃儿们都很孝顺，俺生活也很幸福。俺

能活这么大岁数，离不开党和政府的好政策。
关心国家大事就是在关心俺自己的幸福。”聂
彦生老人说。

在郭正明的文化园里，除了图书和报刊，
醒目的还有几块每天更新内容的“三尺板
报”。内容越来越多，板报面积已经不够，郭正
明索性把自家靠路边的墙壁粉刷成了一面三
丈长的巨幅大黑板。这些日子，他每天根据河
南日报传递的十九大精神，一写就是几个小
时，忙得连饭都顾不上吃。

有一天正写着，郭正明血压忽然升高晕倒
了，家人连忙把他送到了村诊疗所。上午输完
液，下午他又开始写板报了。

当问到老伴儿对他这样的执着是否理解
时，郭正明自豪地说：“活跃农村文化生活，我
老伴儿一直都非常支持。为了让我把文化园
办得更好，她一下子给我做了十几个坐垫呢！
以后，老年人来读书看报坐着就舒服多了。”

邻村的不少村民也经常来到郭正明的文
化园里，通过图书报刊和郭正明整理的专辑、
书写的板报了解时政新闻、获取新知识和新讯
息。前面提到的顺口溜，就是几年前邻村一个
村民触景生情编写的。

看到自己的文化园深受村民喜爱，郭正明

心里也十分高兴。他说：“当了一辈子教师，老
了，应该再发挥点余热，给社会再作点贡献，把
党的好政策、好声音传递给更多的人，让更多
的人感受到温暖和幸福。”8

□王锋

曹端，字正夫，号月川。明洪武九年（公元
1376年）出生于渑池县曹滹沱村。在短短59年
生命历程中，这个叫曹端的人，不仅成为大明王
朝的硕学鸿儒，还因为他的公廉，为后世所敬仰。

吏不畏吾严，而畏吾廉；民不服吾能，而服

吾公。公则民不敢慢，廉则吏不敢欺。公生明，

廉生威。

——在曹端老家祠堂前照壁上镂刻的 36
字传世“官箴”，句句铿锵，字字生辉。

一
小小年纪的曹端就显示出同龄人所未有的

气象。五六岁，曹端已能“解河图洛书八卦之
义，索风雨雷电云象之由”。他对在书中看到的
各种知识和身边发生的自然现象都要追根问
底，往往把大人问得无言以答。9岁，曹端开始
习读《孝经》《忠经》，16岁已通读六经、四书，并
博览群书。他说：不读书就不会了解诸子百家
的言论，就不会考览其中得失。

明洪武二十五年（公元1392年），看到曹端
如此喜欢读书，父亲便为17岁的他盖了一间书
房。曹端自己给书房起名“勤苦斋”，并自拟对联：

勤勤勤勤，不勤难为人上人

苦苦苦苦，不苦如何通今古

在勤苦斋内，曹端每天孜孜不倦，冬不生
炉，夏不动扇，“坐下著足处两砖皆穿”。其为学
的勤苦之状，可想而知。

30岁的曹端乡试落第，他没像别人一样归
罪于造物主之错，而是自省说：“学问未充，造物
何关？”

二
永乐七年（公元 1409年），34岁的曹端终

于在礼部主持的南宫会试中登乙榜第一，并收
到了霍州学正的任命通知——而立之年的他从
此步入仕途，成了明朝的一员小吏。

学正主要管理一州秀才，县一级管理秀才
的学官叫教谕。在老家时，曹端曾代理过教
谕。其间上级来检查时，发现一些秀才的案卷
不合格，就把他下狱，要审查治罪。

心底无私天地宽。曹端在狱中表现泰然，
还吟句：“仰天心无愧，俯地意不惭。”不久果然
还了清白。

有过前车之鉴，曹端对自己愈加严格了。
据考证：明时学正属正九品，月俸五石五，相当
于二两半银子。凭每年六十六石这点微薄薪水
养家糊口，经济上自然拮据。

安贫乐道，欲望少了自然需求就少。虽是
小小学正，曹端却时时不忘清廉，
事事处于公心。家长和学生送

礼，他一概不收。闻知学生王鉴母亲病体缠身，
无钱医治，曹端立即赶到他家中探望宽慰，并送
去自己3个月的俸禄给予资助；学生张诚父母
双亡，和奶奶度日，家境贫穷，几近断炊，曹端慷
慨解囊济困……

州官理事不公，曹端敢入衙直言相辩；年遇
灾荒，他进署力劝开仓放粮，救民于水火。时间
长了，曹端的“公廉”行为不仅教育了学生，感动
了州官，也激励了乡民，使霍州民风大变。城外
有个卖柴的中年人，在别人付柴资的小米中意
外得到一枚金钗。他没把它据为己有，而是往
返二十里把金钗送还了主人。

永乐二十二年（公元1424年），他的学生郭
晟中举，到西安任职时，去看望改任蒲州学正的
曹端。在老师家吃饭时，郭晟请教为官之道。
曹端说：“其公廉乎。公则民不敢慢，廉则吏不敢
欺。”郭晟牢记教导，视其为座右铭，“历九载以公
廉称”。后来，这段话不胫而走，传至山东巡抚年
富那里，他将之提炼镌刻成碑，于是“公生明，廉
生威”成为规诫官吏清廉为政的“官箴”……

宣德元年（公元1426年）陕西全省乡试，仰
慕曹端大名的巡抚请他到陕主持乡试。见面之
后，曹端对同僚讲：“取士在乎公,如盖房，用一
朽木，必弃一良材。”可笑的是，当天曹端便收到
某位要人写给他的信，要给他举荐“朽木”，说晚
上方便时可以见一下面、意思一下。第二天当
着大家的面，曹端公开了此事，并赋诗明志：

天道原来秉至公，受天明命列人中。

抡才若不依天道，王法虽容天不容。

曹端第二次典试陕西时，评定完试卷已是
半夜。他仰首，但见窗外一轮皓月当空，清辉如
水。外无愧于天道，内无愧于良心，感慨诸多的
曹端在试卷的封口处写下“至公无私，鬼神鉴
察”八个大字。参与评卷的大臣无不叹服……

三
永乐十六年（公元1418年）正月，曹端母亲去

世，同年冬，父亲也走了。办理丧事，他不看风水、
不请斋醮，移风易俗，一切从简。只有一件事不简
单，那就是他在父母墓前结庐守孝，一守六年。

曹端对人也非常厚道。他求学时，放在书
舍的二匹丝绢丢失了，同学劝他报案，他说：“人
失人得，不足介意。讼则其人一生复何自立，二
绢微物而坏人行止，不可。”

在霍州时，一个盛夏的傍晚，曹端无事闲出
城西，汾西县一个卖柴的中年人中暑死于路旁，
妻抱儿在路边泣哭，欲卖儿葬夫。他见状，令人
取席槁将其埋葬，又取布二匹赠予妇人。

妇人十分感激：“非逢仁人，吾母子继而死。”
于理至明。在程朱理学渐趋湮没成为“绝

学”时，曹端“首起崤渑间，倡明绝学”。从政以
前，曹端已拳拳服膺于程朱理学，由此上追至宋
儒周敦颐，仰慕周的哲学，取法周《拙赋》之意，
名书室为“拙巢”以自勉。到霍州后，仍用“拙
巢”匾其寓室，“以示不忘其初之志”(薛瑄《拙巢
记》)。

守丧期满后，曹端无论是在蒲州，还是霍
州，在教学之外他潜心理学，写出大量理学著
作，像《四书详说》《性理论》《存疑录》等数十种，
被尊为明代理学之冠。

宣德九年（公元 1434年）农历七月初七。
山西霍州署衙后堂西厢房内。59岁的曹端气
若游丝，一双浑浊无神的眼睛，望了望病榻前问
疾的知州，艰难地挤出了最后一句话：“诸大夫
能宽一分，则民受一分之赐，吾无遗恨矣！”

之后，曹端用他颤颤巍巍的双手正了正自
己的衣和冠，溘然长逝。

贫苦一生、两袖清风的曹端，是靠朋友和学
生出资葬在了霍州城东杜苏沟村。下葬这天，
霍州城万人空巷，连生意人也关门闭市，众人恸
哭扶柩……

明正统十一年（公元1446年）,翰林学士、
探花黄谏路过渑池时，想拜祭一下曹端墓，拍遍
栏杆硬是没找到，这才知道曹端墓不在渑池。
唏嘘之余，黄谏捐资并请当时的渑池县令与曹
端的儿子一齐到霍州迁墓。

逝世13年后，曹端的魂魄终回故里，叶落
归根。

曹端生前曾作《月川交辉图》一幅，自题诗：
天月一轮映万川，万川各有月团圆。

有时川竭为平地，依旧一轮月在天。

明月清辉映廉身。曹端用他的一生，践行
着公廉思想，成为那个时代知行合一的典范。

为追念曹端功德激励后学，近年来供奉曹
端的祠堂经过不断修缮和复原，目前已列入河
南省第7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当地排演的廉
政戏曲《曹端还乡》，也已在省内外巡演了200
多场……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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