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过了三门峡黄河公路大桥，在山西境内高
速公路上行驶近两小时，黄河再次出现。同时
映入眼帘的，还有河上几股乌黑的钢缆。

黄河波涛汹涌，两岸岩石陡峭。通连着黄
河两岸的钢缆跨度 323米，这个季节离河面约
20米高。

隶属于黄委会水文局三门峡库区的龙门水
文站，就在河岸一侧的陕西省境内。这个建于
1934年的报汛站是国家一级水文站，承担着黄
河水位、流量、泥沙、冰情等测报任务。其监测
数据在三门峡水库和小浪底水库防汛、水量调
度以及重大治黄试验研究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这里有个顺口溜：龙门站像孤舟，无路难行
走，山高掉石头，浪打难测流，鬼不下蛋神不求。

峡谷，洪流。半山腰一片人工开凿出的千
余平方米空地上，三幢小楼显得格外醒目。目
前，这里有17名职工在日夜坚守着，为黄河“把
脉”，也在滔滔黄河上奉献青春岁月……

吊 箱

48岁的站长田双印每天起床后要做的第一
件事，就是去24小时有人值守的水情科。每晨6
时，他们必须向黄河防总发出第一份水情信息。
接着，他会到河边。此时，负责测量水速、泥沙含
量的监测人员已开始在铅鱼顶端安放测量仪器
了。因为黄河泥沙大、流速快，他们目前用的是
500公斤和 750公斤两种重量的铅鱼。上午 8

时，是向周边防汛部门第一次通报水情信息的时
间。此前，他们必须通过吊箱和电控钢缆把铅鱼
放进黄河，提取数据并加以分析。

“平时每天 4 次。汛期不分昼夜加测多
次。”田双印说，因为以前用缆船测量数据，仅上
世纪60年代，这个站就有4名职工把生命留在
了奔流不息的黄河里。

“吊箱相对安全。”田双印说，为了保证安
全，1974年，他们站的水文监测载体由吊船缆
道改为钢缆吊箱。

吊箱和观光缆车相似，却没有玻璃窗，这是
为了方便工作。坐着吊箱来往于黄河两岸，是
他们唯一的交通方式。去年夏天分来的大学生
王芸说，她第一次乘坐吊箱的感受是刺激。而
早一年进站的荆金坡，感觉却是害怕。记者要
求坐吊箱体验一下，他们特意给找了个小板凳，
叮咛：“抓紧护栏，害怕了就别往下面看。”吊箱
移动，嗡嗡有声。睁眼看，两岸山石耸立，黄河
波涛滚滚，只觉得头晕目眩，无依无靠，有随时
坠落黄河之感觉，不由惊出一身冷汗。

“吊箱有不小阻力，刮风时晃得特别厉害，
很危险。”田双印说，冬天穿着厚羽绒服也会被

“穿河风”吹透，冷得彻骨。“是很不好受，可工作
总得有人干。”

生 活

走进水文站。篮球场、棋牌室、阅览室，还

有一块剩下残绿的菜地。菜地是职工一趟趟用
吊箱运来的黄土填整出的。他们还有一个专职
厨师齐文学，老齐是个“老水文”，两年前退休后
来了这里。老齐的到来，给这里增添了不少生
活情趣，他喜欢收藏奇石怪木，喜欢养狗养鱼。

“我来时带着热带鱼，但没养活。这儿还是黄河
里的鱼好养。”老齐给大伙传授着经验。

单调和艰苦，是这里的常态。有一年春节
大雪封山，交通中断，值守的职工用仅有的一棵
白菜包饺子过了年。

在这里挂职锻炼的李兰涛说，他刚来时感
觉蛮好，工作之余能拍山水和蓝天照片发朋友

圈，但现在没这闲情了。到这里快半年时，妻子
一个人照顾孩子太辛苦，他就在网上给几百里
外上幼儿园的女儿叫外卖……

站上的已婚职工差不多都是“一头沉”——
一人工作，一人留守照顾家。“这都是工作需要，
时间久了，她们都能理解。”这里还有 3个女职
工——荆金坡、王芸和梅艺雪。这也是这个站
有史以来女职工最多的时期。“小荆是个好女孩
儿，她找的男朋友也曾是我们站职工。”李兰涛
笑着看了看去年新来的王芸和梅艺雪，“你俩得
向她学习哟！”

芳 华

“苦也不说，累也不说，多少眼泪默默流过；
久别亲人的牵挂，深深地折磨着……苦啊累啊
是他无悔的选择。”夜晚，这首《无悔的选择》时
常被人唱起。

他们平均年龄 32 岁，年轻人大多来自郑
州、洛阳、三门峡等城市。在这个高山峡谷，这
些90后能耐得住寂寞、守得住清苦吗？

“吊箱飞越黄河，隔出了两个世界。”25岁
的吴振国是两年前大学毕业来这里的。他说，
进入水文站，顾及亲情、爱情、友情确实有了一
些“难度”。去年他母亲手术时，正值黄河汛期，
测报任务繁重，单位给他特批了几天假，他匆匆
赶回几百公里外的城市，病床前看了母亲一眼
又匆匆返回。

小吴有过热恋女友，毕业后两人微信传
情，但最终因为一年见不上几面分手了。“一样
的青春年华，大学同学在微信朋友圈里晒的是
嗨歌蹦迪，而我晒的是悬崖峭壁、滚滚黄河、吊
箱缆道……”小吴的情感流露引起了共鸣，惹哭
了站上的姑娘们。“想家想父母，但我不能离
开。”小荆说，他们就像跳过龙门的鲤鱼，守在龙
门逆流而动，才能当好三门峡和小浪底水文测
报的“哨兵”。

相比生活的艰苦，险恶的自然环境才是最
大的威胁。汛期、雨季，黄河经常挟着泥沙咆哮
而过，形成很多急流险滩，死神就藏身其中，有
人献出生命，有人终身残疾。1967年8月，卢振
甫在测报洪峰时被断裂的钢缆打掉一只耳朵，
死里逃生的他强忍剧痛测完了建站以来最大洪
峰；1977年7月，杨顺义在抢测洪峰流量时被卷
入洪流，冲到20多公里外的下游河滩，全身多
处骨折……

这里英雄辈出，也是劳模成长的摇篮。除
了因公牺牲和负伤的英雄，从事水文工作30年
的田双印，从普通工人成长为高级技师，先后荣
获“全国先进工作者”“河南省技术能手”等称
号；他的前几任也都是“黄河劳模”或获得过国
家级荣誉……

习惯了工作的单一重复，习惯了生活的单
调枯燥。面对荣誉，田双印淡淡地说：“这里每
个人都在为事业默默奉献着青春年华，荣誉不
属于某一个人，而是属于大家。活儿该怎么干
还怎么干，事儿该怎么做还怎么做。”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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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海涛

“十九大，谱新篇，土地延期三十
年。乡村振兴绘宏图，三产融合共发
展……”寒冷的冬季，在沈丘县卞路口
乡前营子村文化广场上，沙河大鼓民间
艺人王振山身穿喜庆的红色长衫，左手
夹板，右手握槌，浑厚而略带沙哑的声
音传得很远。一段唱罢，广场上掌声、
叫好声不绝于耳。

今年 73岁的王振山，16岁开始学
习沙河大鼓，曾多次在曲艺比赛中获
奖，是周口市非物质文化遗产沙河大
鼓的第六代传人。“大鼓书通俗易懂，
用这种形式宣传党的十九大精神，老
百姓喜闻乐见。”王振山说，这段《十九
大精神放光芒》是他新近创作的，里面
有唱词有念白，是他近来每次演出的必
上节目。

素有“中国曲艺之乡”之称的沈丘
县，曲艺历史悠久、曲种众多，其中流传
最广的曲种就是沙河大鼓。据《沈丘曲
艺志》记载，曲艺大鼓自明末清初传入
沈丘，经当地艺人改良，形成了独特的
地方风格，由于主要流传在沙颍河两
岸，故称沙河大鼓。鼓书通常一人表
演，道具简单且易学易唱，深受当地群
众喜爱。

“王老师义务宣传党的政策有些年
头了，俺就是听着他的大鼓书长大的！”
王振山的铁杆粉丝李辛明说，前几年每
有演出，王振山就会带上鼓和简板，倒
上一杯开水，骑上自行车直奔现场，演
完后还分文不收。近年来，当地组织的

“文艺轻骑下基层”和“脱贫攻坚百场巡
演”活动，他都是义务演出。

“过去家里穷，走家串户唱破嗓子
就为讨口饭吃。是党的好政策让俺过
上了好日子！给群众传递党的好声
音，俺乐意！”王振山说，这些年他自编
自演了《中国梦》《富民政策就是好》
《党和人民心连心》等一系列正能量主
旋律的作品，其中《网吧风波》还在第
三届中国曲艺之乡曲艺大赛上获得了
银奖。

“十九大精神好，要让群众早知
道。为了准确传达党的十九大精神，
我读了很多遍十九大报告，还在网上
仔细阅读了报告的解读、分析，精心
创作了一个星期，才有了这段《十九
大精神放光芒》大鼓书。”王振山说，
大鼓书这种宣传形式因为反响好，得
到了当地政府的肯定和支持，他还经
常收到去机关、学校、社区和农村表
演的邀请。

“大鼓一敲响连连，党的政策来宣
传；十九大，新提法，‘城乡融合’惠万
家……”在演出中，王振山把十九大的
好政策编进朗朗上口的唱词中，向群众
描述农业农村发展的美好前景，再加上
他活灵活现的表演，在欢笑间就把党的
十九大精神传达给了群众。

“沙河大鼓的表演接地气，让人听
得懂、记得住，俺打心眼里喜欢！土地
承包期延长、乡村振兴战略、推进农业
农村现代化等内容，俺都是从王老师的
大鼓书中听来的！”村民张强说。

“是党的好政策让百姓过上了好
日子。只要大家喜欢，俺就会用沙河
大鼓把党的好声音传遍城乡的每个角
落，唱进群众的心坎里。”说到高兴
处，王振山又唱了起来：“十九大，来
领航，不忘初心向前方；撸起袖子加油
干，脱贫致富奔小康……”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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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素描

图/王伟宾

这里距壶口 65 公里，

位于黄河冲出秦晋大峡谷

的谷口。这里有一支河南

的水文队伍长年驻扎。他

们通往外界唯一的交通工

具，是横跨黄河的钢缆——

沙河大鼓颂党恩
历史深处·廉吏

“铁面御史”袁可立

吊箱内外的世界吊箱内外的世界

□孙墨焓

1

明万历十七年(1589年)，28岁的袁可立赴任苏
州府推官。“专掌刑名”的推官是司法的七品芝麻
官。到任之初，袁可立恰遇恶少当街欺侮一名弱女
子。袁可立上前怒喝制止，恶少一方人多势众，袁
可立只带两三随从，反被对方拿下。为羞辱袁可
立，恶少强命一路人掌掴袁可立。路人害怕不敢，
袁可立说声“我自己来”，抬手扇了自己几耳光。

接应官员赶到后，将恶少一干人等收押。随从
不解他为何自打耳光，袁可立说：“路人受胁迫打
我，按律法会受惩治。我自己打自己，则可让他免
受惩罚。”

袁可立，睢州(今睢县)人，是明代著名的能臣廉
吏，为明熹宗帝师，历万历、泰昌、天启、崇祯四帝，
是“四朝元老”。晚明时，他和袁崇焕、袁应泰并称

“武三袁”。
袁可立官声卓著，在苏州和登州两府名宦祠被

祭拜数百年。在苏州名宦祠，他和海瑞、于成龙、林
则徐等清官并列，是明清五百年间入祀苏州名宦祠
唯一的七品官员。

晚明国势日颓，外有敌寇虎视眈眈，内有阉党
操控朝政。袁可立因做事干练果断，被熹宗评价为

“清任以和，直方而大；精神折冲于千里，文武为宪
于万邦”。

2

在推官任上，袁可立一干七年，“打虎”“拍蝇”，
平反了许多冤狱。苏州是江南重镇，豪强遍地，百
姓好讼，官场水深。“水深”，在于时任首辅大学士申
时行和礼部尚书王锡爵都是苏州人，苏州的一举一
动，牵动着朝廷的视线。袁可立初涉官场，连他的
老师、熟谙官场的陆树声也不禁为这个得意门生倍
感忧虑。

然而，这个以“强项”著称的豫东汉子偏不甘于
随波逐流。当时，主政苏州的一个是应天巡抚李
涞，一个是苏州知府石昆玉。1591年，为官清正的
石昆玉因整治地方豪强而触怒李涞，李涞反诬石昆
玉有罪，上奏弹劾并将石昆玉逮捕入狱。由于李涞
的靠山是礼部尚书王锡爵，官场上下没人肯站出来
为石昆玉说话。

两人的冲突，袁可立洞若观火。他上书为石昆
玉辩诬并担任主审官，按律依法为石昆玉洗雪冤

情。真相大白后，袁可立书写案牍，当着李涞和苏
州一众官员的面大声诵读，使李涞羞愧难当举屏自
障，自请去职。

小小的七品推官，推倒了四品大员，一时成为
苏州坊间热议的话题。

3

1594年，袁可立还审结了一起轰动朝野的重
案。这就是明史上有名的“董范之变”。董范之变，
与豫剧《七品芝麻官》情节非常相似。

湖州乌程有两家权贵，一为曾官至礼部尚书的
董份，一为嘉靖辛丑科状元，曾官至国子监祭酒并
当过万历帝师的范应期。两人虽赋闲乡里，却纵容
子孙和家奴侵夺百姓田产，鱼肉乡里。监察御史彭
应参出巡湖州，董、范“怨家千人”拦轿告状。彭应
参接状后，责成乌程知县秉公查办。在彭应参的支
持下,乌程知县抓捕了范应期等人，上演了一出“芝
麻官审状元”的戏码。

范应期不堪受辱，在狱中上吊自杀。范妻跑到
京城告御状，万历皇帝大怒，将彭应参削职为民，并
流放了知县。朝廷的举动激怒了当地百姓，冲入
董、范两家进行打砸。两厢矛盾相激，大有酿成民
变的危险。一时间，大小衙门没有哪个敢接这个

“烫手山芋”。
案子让浙江主政官员非常头大，经商议决定征

召袁可立处置。袁可立到职后做了两件事，一是把
百姓揭发董、范的诉状分发各县审理，表明官方“不
私袒护”的态度，并在查实董、范两家侵占民田的事
实后，责其退还；二是对百姓一方参与施暴闹事的
为首者“徐取一二倡乱者抵法”，其余不予追究，使

这一轰动朝野的事件很快平息。
办了这么多大案，袁可立的名声传到几十年不

上朝的万历皇帝耳中，他将袁可立提拔为山西道监
察御史。袁可立离苏之日，苏州百姓箪酒相留，哭
送百里不绝。

当上御史后，袁可立巡视京都西城，发现时常
有太监仗势杀人，文武百官都不敢问。袁可立将杀
人太监的罪行张榜公布时，恰又有作奸犯科的太监
撞到枪口上，袁可立将其拿下问罪时，有人拿重金
找到袁可立说情，袁可立勃然大怒，说：“杀人偿命
是国家法律，我只知道头顶三尺有神明，管他是谁
的红人！”将说情者赶出门外。

皇帝见软的不行，就绕过内阁下旨豁免这个太
监。但袁可立并没有给皇帝面子，毅然坚持将太监
正法。由此，京城人称其“铁面御史”。

书画大师董其昌与袁可立是同
窗至交，曾题《袁可立像》曰其：“忠
诚干国，正直立朝”，撰写《节寰袁
公行状》四册传世，并作山水
画《疏林远岫图》相寄。

董其昌凝神作画时，
远在河南的袁可立已溘
然长逝，终年72岁。

中央电视台《国宝档
案》节目，曾以《疏林远岫
图》为题，讲述了董其昌
与袁可立终其一生的千
古高谊……8

□本报记者 刘向东
本报通讯员 陈卫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