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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静更深，商城县余集镇龙河小学的何光
静老师却翻来覆去睡不着，眼前总浮现着元元
（化名）姐弟三人无助的眼神。

6年前，何光静在偶然一次为“麦田计划”志
愿者(旨在改善贫困山区儿童教育环境的民间公
益活动，其志愿者被称为“麦客”）引路后，热心
肠的她很快成为一名“麦客”。

元元，是何光静 2017 年底走访的贫困学
生。她和两个弟弟的遭遇让人揪心：父亲车祸
去世，母亲改嫁，年迈多病的爷爷奶奶靠种菜卖
菜的微薄收入支撑着三个孩子的学业……

何光静来到元元家时，一家人正吃着白面
条。作为一名最基层的“麦客”，何光静要做的是
搜集整理资料，填表，申请，争取援助指标……在
她的努力下，几天后，元元姐弟三人都成了“麦
田计划”的资助对象，每人每学期都将获得固定
捐助。

6年来，像这样的志愿者活动，何光静已记
不清有过多少次。“她这么一个瘦小的女子，却
有着纯净的心灵和火热的心肠。”听到朋友姚
启新这样形容她时，何光静说：“我没那么高
大。资金和物品都是爱心人士捐助的，我只是
负责送到受助者手里而已。”何光静说得云淡
风轻，而实际上，她也已为受助儿童捐助了几
千元。

何光静每周有 35节课，还承担着“麦田计
划”最基层的调查、核实受助学生情况的工作，
同时还负责物品、现金的发放以及所有后续任
务。没有任何补贴的志愿者服务，几乎占用了

她所有休息时间。
为了到被救助的学生家走访调查，她常

常需要步行几个小时的山路，渴了，喝自带
的水；饿了，吃自带的干粮。为了给受助学
校组装几百套课桌凳，她曾干到凌晨，手上
布满了血泡；为了让孩子们过一个暖冬，她
和同伴曾在两天内为 8所山区小学的孩子送
去 1000 多份“暖冬包”和 10 万元的资助款；
为了镇里 20 多所学校的 150 多名定期受助
学生，她曾几百次翻山越岭，完成了 400多万
元的钱物发放……

6年来，来镇上的“麦客”换了一批又一批，
何光静却越来越坚定：“想着这里有这么多孩子
需要帮助，我知道自己是离不开这儿了。”

“何老师本来可以进城当老师的，可她为了
山区这些孩子放弃了机会。”同事叶先国介绍
说，何光静不仅是两个孩子的母亲，更是山区一
百多个贫困孩子共同的“爱心妈妈”。

对于自己的两个孩子，用何光静自己的话
说，是“苦生苦长，粗管粗养”，陪伴自己孩子的
时间远没有和那些贫困孩子的时间多。然而，
让她感到欣慰和惊喜的是，刚刚 8岁的女儿获
得的人生第一块奖牌，是参加“麦田计划”组织
的“为贫困儿童走全国”徒步活动获得的，为了
这次公益活动，女儿徒步了10公里。“我也算后
继有人了。”何光静说。

“于时间的无涯里，没有早一步，没有晚一
步。我为自己是一名志愿者而骄傲！”在帮助元
元姐弟三人获得资助后，何光静在第一时间把
这样的一句话，幸福而自豪地晒在了微信朋友
圈里……8

冬日清晨，豫东平原上的麦苗还在沉
睡中。凌晨五点，虞城县利民镇土园村一
个普通农家院子里，83岁的王根柱睁开了
眼睛，像往常一样，他开始构思新作品。
创意和想法一个接一个涌入脑海，他反复
琢磨、掂量着，心里既紧张又兴奋。紧张
是因为担心那些灵光乍现后又溜走，兴奋
是源自一种创造的快乐。

多少次，他在心里对自己说，人生的意
义就在于创造；多少年来，就是这样在泥土里创造，
在格子纸上创造。那一部部作品，就像是一株麦
苗，一把青草，一个南瓜，一棵田野里的树，轻轻抚
摸，都是肌肤相亲的土地，都是最熟悉的生活啊!

想得差不多了，他翻身起床，坐在窗前的书桌
旁，摊开稿纸，拿起笔，一笔一画地写起来。要抓
紧啊，趁这些想法还温热的时候，记下来，哪怕还
是零碎的，不成熟的。墙边角落的纸箱里，放着一
摞摞厚厚的稿纸，上面写满了密密麻麻的文字，都
是不曾发表过的作品草稿。他像宝贝似的珍藏
着，也不避讳给别人看。其实，村里的老朋友们好
久都不来了。他忙，总觉得时间不够用，没有工夫
跟别人说闲话啊。

都记下来了，他浑身轻松，
轻轻吐了一口气。天已经大
亮，他慢慢地走出院子，到离家
不远处的田头和菜园子去，散
散步，和小白菜、大葱、麦苗们
打个招呼。微风里透着寒意，
老人伸伸腿脚，摆出了金鸡独
立的姿势。这是他每天的运动
功课，也是他多年来面色红润、
精神矍铄的秘方。

上午九点钟，太阳照在身
上，暖暖的，他这才开始回家吃
早饭，不过是最家常的馒头、小
米粥和白菜。饭后，他开始仔

细地整理那些记录，一部作品又增添了新
的情节和构思，故事就这样展开了。写到
得意处，他忍不住呵呵地笑起来。

时间一点一滴地流逝，他好像没有觉
察似的。直到19岁的孙子做好了饭唤他
吃，他才回过神来。

午饭后，老人照例要休息一会儿，下午，
要去地里干农活。家里还有八亩地，老伴儿
近年腿脚不灵便，没有办法下地，亲戚朋友

都建议把地承包出去。老人不答应，坚持半租半
耕。他一辈子没有离开土地，不干活儿就觉得浑身
不舒服。前些年他还养过蚯蚓，种过草莓，近来种些
半夏、西红花之类的草药，靠这个还能贴补家用。

黄昏时，他回到家，翻看文学和理论书籍。一
本《世说新语》，一本《中国古代廉吏廉事》，近来摆
在床头，他随手拿起来就读。屋里陈设简单，最金
贵的就是书架上那高高摞起的上百本发黄的藏书
了。还有一套崭新的世界名著摆在书桌上，是不
久前老人家开了书单请《解放军报》的编辑买了寄
回来的。他像宝贝似的供奉着。

他太爱读书了。小时候，家里穷，上午在私塾
跟先生学《论语》《大学》等，下午
还要回家割草喂驴。他靠借书，
小学时就读完了《三国》《水浒》
等名著。那时，听说商丘大街上
有人摆摊卖书，他往返 75公里
路，从头天早晨走到第二天中
午，脚上磨出了血泡，买了本《科
学家奋斗史话》，如饥似渴地
读。就是这本书在此后的人生
路上一直引导、鞭策着他。

晚上 8 点，老人准时上床
入睡。那时，平原上的庄稼、
农家院子里的家禽家畜也都
安静下来，只有夜空中的星辰
在闪烁。

一
天

一个16岁的少年，上了初中。那时，
新中国刚成立不久，朝鲜战争爆发。在抗
美援朝、保家卫国的热潮中，少年激情澎
湃，写下诗歌《黑三娃参军》，1951年发表
在上海《大公报》上，这是他的处女作。

也是在那时期，他在报纸上看到许多
农业合作化的报道。他把其中几篇文章
综合加工，编了一本小册子，寄到上海广
益书局。竟然出版了，还寄来了 50元稿
费。那时一个鸡蛋一分半，一斤高粱四分五，他兴
奋极了，买了1100斤高粱，解决了家里的缺粮问
题。从那以后，家里人再也不抱怨他读书看报耽
误干活儿了。

初中毕业，他到商丘地区办的教师培训班学
习，之后到乡村小学当教师，三年后，被县里派去
参与治理沙荒地。虞城县北边是黄河故道，遍地
沙丘，埋没了大片的田地。当时，国家在那里植树
固林，治理荒沙。他在沙荒地干了四年，以自己的
所见所闻和亲身经历为素材，创作了短篇小说《荒
沙滩上的花朵》、诗歌《第一只苹果》等。

短篇小说《县长拾粪》也是那时写成的。文
中，马县长的原型是一位老八路，曾在豫皖交界打
游击，解放后当了区长。当时，在封沙造林工地有
一些剔除的柳条、荆条，是编篓子的好材料，他就
捡些适用的编篓子，其中还编了一个粪筐，他自己
下村工作时，挎上拾粪。在他的影响下，一些下乡
干部也挎上了粪筐，在群众中产生了极好的影
响。王根柱敏锐地感知到这个事情的意义，他写
成一篇小说，把区长改成了县长，题目定为《从城
里来的人》，在杂志上发表。后来出版时，被编辑
改为《县长拾粪》。

治理沙荒结束后，他回到家里。这时，农村正

在开展合作化运动，他就在农业社里当起
了会计。当时种地的技术很落后，如种棉
花从不治蚜虫、不打杈，产量很低。他因
常看报，学了些农业知识，就自己种了一
亩棉花，向大家推广技术。这中间有许多
新旧思想斗争的故事，他据此创作出了小
说《技术员李清连》《二奶奶成了土专家》
《南瓜王》等。

这时，他在当地已经颇有名气，还被
乡镇找去专门写新闻报道。他开始尝试改编和创
作电影剧本，《钢珠飞车》和《康庄大道》相继在《电
影文学》上发表，并被长春电影制片厂搬上银幕。
两部电影，一部讲述运粮工具的革新，一部讲基层
干部的实干，都取自他生活中亲历之事。

隔着半个多世纪的时光，翻开这些小说，泥土
的芬芳扑面而至。一切都还是活生生的，那些新
中国发展历程里热气腾腾的人和事，都活在字里
行间。

是有机会进城当干部改变命运的，但他从不
为所动。他清楚地知道，自己的性情适合干什么，
读书、写作、种地，像泥土里的庄稼一样，拔节生
长，自在歌唱，不与人争。

即便上世纪六十年代后期，他因为种种原因
被迫离开家乡，外出放蜂。那十多年的光阴，他和
蜜蜂一起南下广东，北上内蒙古种种奇遇，一些微
小的善意，他都记在心里，写在纸上。后来，在改
革开放的大潮中，他带着一家人到北京去，他还是
能凭自己的技能和生存智慧把生意做得风生水
起。

他没有后悔过。这大半生，他的脚和腿沾满
了泥巴，手里始终拿着书和笔，讴歌伟大的党，赞
颂祖国和人民，抒写火热的生活。

半
生

2016年，《电影文学》杂志第 23期刊
登了王根柱创作的剧本《花木兰正传》。
这是一部经过多年酝酿后创作的剧本。

10年前，作为木兰故里，虞城县设立
木兰文化节并举办有奖征文，召集当地优
秀创作者为木兰写传记，王根柱老人也参
加了这次创作。和其他人不同的是，他一
开始就把木兰当作一个普通的织布女来
写，没有把她塑造成武功超群、智勇双全
的大英雄。

他清楚地知道，一部作品怎样写才能深入人
心，无非是还原历史真实。他想起英国大作家萧
伯纳年近70岁时创作戏剧《圣女贞德》，因为真实
受到观众热烈欢迎，并获诺贝尔文学奖，被认为是
他“创作艺术的最高峰”。

但在面对木兰如何运用织布的技巧战胜敌人
这一关键问题时，老人还是苦思冥想了数年。他
四处查阅资料，寻访织布专家，终于想起织布机上
的马蹄 ，让木兰在北国沙地设下 子阵，对付匈
奴的“铁旋风”。一切都是合情合理，正如萧伯纳
的原则“没有创作什么、没有增加什么、没有歪曲
什么”。这就是老人对待历史对待传统文化的自

信态度。
在老人心里，还有深藏着一个做了多

年的关于传统文化的梦想。那就是让更
多人真正了解位于“三皇”之首的燧人氏
钻木取火的历史。但相关资料和研究却
寥寥无几，“火祖”似乎被人们遗忘了。老
人着急，他曾自费到商丘、郑州、上海、北
京、西安等地寻找相关资料，并拿火祖和
西方的火神普罗米修斯比照研究，目前已

经创作完成小说和同名剧本《人间火祖》。
所以那一天，2017年10月18日，老人端坐在

平时查资料用的电脑前收看党的十九大开幕式。
三个半小时，他认真聆听习近平总书记所作的十
九大报告，对其中关于增强文化自信的内容尤为
激动，感叹：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

在他的笔下，曾歌唱过很多个春天，这一次，
他更加动情地歌唱，他说自己虽然已是耄耋之年，
但这个政通人和的时代激励着他发愤忘食，乐而
忘忧，不知老之将至，总想再贡献点什么。说这些
的时候，他的双眼含着泪光。

在这位新时代农民作家的身后，平原肥沃的
土地里，无数个绿生生的梦在歌唱……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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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近志愿者

沃土在歌唱
□本报记者 冻凤秋

□柳忠勤

“来，忠勤，我替你喝！”
九十岁的老母亲“噌”地从座位上站了起

来，接过我手里的酒杯，一饮而尽。
立时，满桌笑声、掌声、惊呼声……
这让人开心的戏剧性的一幕发生在去年夏

天。我回乡探望老母亲，邀请兄弟好友一起聚
餐，席间，一位好友来给我敬酒，老母亲知道我
不善饮酒，故有此举。

“奔九”的母亲，身体健康，酒量渐长。早
年，母亲身体很差。那时候年景不好，上有俺爷
爷奶奶，下有俺兄妹四人，父亲在公社当个小官
儿，常年在外，十几亩地的庄稼活儿，全靠母亲
带着弟弟妹妹干，风里雨里，一年四季，吃苦受
累，母亲的身体受到摧残。六十几岁的时候，母
亲到郑州治病，曾经连续服用一百多服汤药。
自那之后，母亲的身体稳定下来，且日渐转好，
尤其是老父亲九年前病逝后，刚强的母亲身边
没有了拖累，再加上儿孙们都走上了工作岗位，
收入大幅增加，吃穿不愁，活得快乐、滋润，老母
亲整天乐呵呵的，身体一天比一天好。去年，弟
弟在市里最好的医院为母亲做了一次全面检
查，结果各项指标正常。欢喜得弟弟马上从医
院打电话给我，搭腔就哈哈大笑：“俺哥，你猜
咋，咱娘九十啦，没病！”

俺娘没病，真哩！第一，眼不花。至今，老

娘坐在院子里还可以穿针引线，前一段回去，母
亲穿上一件花夹袄给我看：“儿啊，信不信，娘自
己做的！”看着娘美滋滋的样子，我故作惊讶地
说：“真哩？我不信！”娘马上拿出针线，灯下晃
了晃，眯上眼，只一下，针便纫上了线。“咋样？”
娘得意地看着我。“哎呀，真不赖！”我紧握娘的
两只手：“您比我强啊娘，儿子四十八两眼花，您
都九十啦，还穿针引线呢！就这样啊娘，咱们奔
一百岁去！”“好，给俺儿争面子，活到一百岁！”

第二，耳不聋。有天晚上，我和娘在房间里
说话儿，正说得起劲儿，突然，娘说：“恁妹妹来
了！”我愣了，没有啥动静啊，不过几秒钟，听到
敲门声，我开门一看，果然是妹妹来了。娘的耳
朵真尖！

第三，背不驼。年老驼背，几乎是普遍现
象。母亲的聊伴儿、和她同龄的堂奶奶，腰几乎
弯成了九十度。可是母亲腰板儿却挺得倍儿
直，走起路来昂首挺胸，精气神儿十足，咋看都
不像九十岁的农村老婆婆。

俺娘健康长寿，首先是因为她会生活，有很
多“讲究”。母亲常说三句话，第一句：“啥都吃
热哩！”一年四季，春夏秋冬，母亲从来不吃凉食
儿，香蕉、苹果，冬天在炉子边上烤一烤，夏天毒
日头下面晒一晒，弄热了再吃；第二句：“少吃一
口，睡个好觉多好哩！”母亲从来不吃饱，“七成
就中！”尤其是晚上，吃了晚饭，先看河南新闻，
再看新闻联播，然后收拾一下，八点上床睡觉，
一觉睡到天亮；第三句：“吃罢挺着，咋咋都不
得！”我们那里，躺着叫“挺着”。母亲反对“吃饱
蹲”，扫地、抹桌子、收拾菜地，一天到晚不闲着。

屋后有个院子，栽些树、种些菜，母亲一天
要往那里跑几趟，给菜地浇水施肥，看树苗茁壮
成长。母亲是个庄稼人，地是她的希望、她的追
求、她的乐呵，同时，也是她的健康。夏天，母亲
说：“儿啊，咱家的豌豆能吃了，你回来摘吃吧，
再不摘就老了！”秋天，母亲说：“儿啊，落花生该
刨了，你回来刨吧，这会儿正好吃！”电话里的母
亲，声音朗朗，透着快乐，透着喜庆。

其次，娘性格开朗，“聊伴儿”众多。母亲和
许多老人一样，到哪里都住不长。在她心里，儿
子、女儿的家都不是她的家，只有乡下的那个老
窝才是自己的家。因此我们也就遂了母亲的心
愿，让她独自一人住在乡下，并邀请小叔两口子
同住相陪。经常情况，老姐妹带着孙子孙女来
家里和我母亲聊天，母亲把家里吃食大把拿给
孩子们。人多热闹，母亲也就不急，天天过着快
乐的日子。

那天上午，我陪母亲参加小外甥的婚典，婚
典花样繁多、高潮迭起，满屋子的笑声、掌声，一
浪高过一浪，老母亲啧啧连声、赞不绝口：“儿
啊，这城里人就是比乡下人能，你看看，办哩多
热闹！”面对小外孙两口的深深一躬，九十老娘
递上红包，笑靥如花。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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