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董素芝

冬日暖阳里，62岁的贾国正像
往常一样拖着病残的身体出门了。
这次，他要去采访邻村的一个“好媳
妇”……

在淮阳县冯塘乡，人们常会看
到这样的镜头：老贾或骑车或被儿
子带着走东村串西村，为不识字的
村民读报、写信，采访好村民、好村
官……20年来，他被乡亲们亲切地
称为“宣传员老贾”。

22岁那年，命运跟老贾开了个
玩笑：扛包时被粮包砸伤，右手、右
腿不听使唤，被鉴定为肢体二级残
疾。老贾上过高中，残疾后曾当过
小学老师，后来因为腿站不稳，手握
不住粉笔，不得已离开了讲台；身残
志坚的他曾习练武功，当过武术教
练，还被省体委表彰为“河南省优秀
武术辅导员”。

一个残疾人做到这一步，在别
人眼里已经很了不起了。但老贾并
不满足，他说：“人活着不能只为了
自己，还得为社会做贡献。”

一件小事点燃了老贾的希望
之火。一天，他在乡邮电所等人
时，一位投递员递给了他一张报
纸。正是这份报纸，催生了他读

报、写作欲望，因为他从小就喜欢
读书写作。

“我周围一些乡邻连报纸都读
不下来。”老贾说，他当时就决定发
挥自己的特长，为乡亲们读报，并整
理当地好人好事的材料。腿不好，
他就让儿子骑三轮拉着或自己骑车
前去。一次，老贾骑着三轮车去十
几里外采访时，突降大雨，慌忙之
中，他把材料藏在包馍的雨布里，却
不小心翻了车，把他摔得老远。他
趴在泥水里，站也站不起。是好心
的路人把他扶起，帮他骑上了三轮
车……

“好人还是多啊！别人愿意帮
助我，我为啥不能帮助更多人呢？”
老贾说，正是这一次经历，让他更加
坚定了自己的信念。

老贾的一个邻居是老党员，性
格直爽，爱管闲事儿，被村民们称
为“大管家”。老贾为他的精神感
动了，写了一篇《爱管闲事的老党
员》后，还主动和他一起找到另外
一位退休老干部，成立了“三人管
事小组”，开始调解村里的矛盾纠
纷。

对残疾人的事，老贾更是热
心。国家决定给残疾人发放补贴
时，老贾非常高兴，在接到通知到县

民政局领取表格时，还把同村其他
残疾人的表格也领了回来，帮他们
一一填写……

“为身边的人做些力所能及的
事，是我最快乐的事儿。”老贾说，他
随身的包里有个 U盘，走到哪儿带
到哪儿。里面的几个文件夹，分别
是“好媳妇”“身边好人好事”等，如
大孙庄的好媳妇邱小瑞、韭菜园村
的贾文艳、卖香油的大嫂、户籍室里
警花、爱管闲事的老党员……

“别看老贾这个U盘小，却记录
着一个个感人肺腑的故事。他是在
传递一种和谐向上的声音。”乡里一
位干部说，村民们都打心眼里喜欢
和佩服他。在百姓眼里，他为人正
直；在乡干部眼里，他踏实认真，是
个能解决各种问题的能手。

“俺村人有啥事儿都愿意找老
贾说，红白喜事儿也都离不开他。”
一个村民说。

面对大家的肯定，老贾干得更
起劲了。他说：“我虽是残疾人，但
有党和政府的关怀和照顾，我并不
弱势，还觉得每天的生活很有意
义。我要继续传递正能量，身体不
垮继续写。我要用自己的笔讴歌这
个时代，写出新农村新气象，让乡亲
们都看到新时代新希望。”8

□本报记者 刘向东 本报通讯员 郭文剑

汗洒黄土地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虞城县刘店乡大王庄村农民王泽林是
当地种田致富的典型。他以一年六种六收的种田模式，创造了
亩产吨粮万斤菜、亩均收入2700多元的奇迹。

奇迹是怎么产生的？年已74岁的王泽林对那段历史记忆
犹新：小麦，菠菜，早晚两茬玉米、两茬白菜间作套种。“我在自
家20多亩责任田边搭了个茅草庵，连续6年吃住在田间地头。”

整日奔波在农田里，一个人顶几个人干的王泽林，被村人
称为“铁人”“硬汉”，被当地政府授予了“农村科技模范”“夏粮
生产缴售模范户”等荣誉称号。

独木不成林。获得荣誉的王泽林，首先想到的是怎样把经
验推广出去。然而很快他就发现，这样的种田模式看似高产，
却不科学，“大家伙儿喜欢的还是能干加巧干。”

“先富带后富，是一个劳模应有的精神。”1993年，王泽林买
来大量科学种田的书籍，在自家责任田成功进行了小麦良种繁
育，并开始积极帮助周边农民进行高产开发，次年就使村里近
百户农民年人均增收超千元。

王泽林出名了。前来参观的、邀请他外出传经的应接不
暇。于是，他在自家地头建起院落，挂上“王泽林农业技术免费
培训学校”的招牌，门两侧还特意写了对联：意志如钢办学堂，
为民致富奔小康。

1995年5月，连续多年荣获“河南省优秀共产党员”称号的
王泽林，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他干劲儿更大了。随后的几
年，他不仅开办了裁剪缝纫班，免费培训本村及附近村庄的青
年，还请来医生开办免费医院，为本村及附近10多个村庄的30
多名伤残、孤寡老人建档，提供免费医疗……

为党旗增辉

“为人民服务是党的宗旨，我作为一名党员，就要尽自己的
力量帮助需要帮助的人。”几十年里，人们听王泽林重复最多的
话，就是这样一句。

随着自家收入的增长，王泽林在村里照顾救济的困难户
也越来越多。无儿无女的王传生老两口、孤儿寡母的王二掌
母子俩、父母早亡的王久深……从送柴米油盐到买种子化肥，
从免费帮人犁地收割到帮人盖房娶妻，能帮的他都尽力去
帮。村民说，王泽林种白菜那些年，他们年年都能吃上王泽林
送的白菜……

王泽林妻子回忆说，有一年春节前夕，正挂着吊针的王泽林
忽然对她说：“快该过年了，你回去把咱养的那头猪杀了，留够咱
自家吃的，其余送给村里的困难户、军烈属，反正咱也不缺钱花。”

2006年，王泽林又有了新动作。这一年，他帮助的孤儿达
到34名。

2000年夏天，王泽林在电视里看到睢阳区一对父母双亡的
姐弟俩跟着年迈的爷爷艰难度日的画面，一夜无眠。第二天，
他搭车赶去给两个孩子送去几身新衣服，看到两个过了学龄的
孩子还都没有上学时，他有了新想法：征得孩子爷爷的同意，把
两个孩子接到自己家里去。“我家附近就有一所小学，让他们在
我这儿上，能够更好地照顾他们。”王泽林说。

此时的王泽林，办着一个教具厂，生活相对宽裕。他救
助孤儿的事不胫而走，附近村一些孤儿的亲戚和村干部，纷
纷领着孤儿慕名找来……“我是来者不拒。别人对我放心，
我就要把这些孩子管好。后来，孩子们吃住都在我这儿。”王
泽林说。

为了支撑起有几十名孤儿的大家庭，王泽林动员全家齐上
阵，妻子负责做饭，两个女儿也被他叫过来帮着照顾孩子们的
起居，负责接送孩子们上下学……

十几年间，王泽林收养的孤儿有的已长大成人，或打工，或
当兵，或上班，有人已成家立业。每年的大年初一，总有孩子从
各地赶回来，围聚在王泽林身边……

“看到这些孩子都成才成家，我就觉得我所有的付出都值
了！”王泽林说。

笔墨抒情怀

岁月不饶人。王泽林一天天苍老。
“一颗红心报党恩，一生一世办好事。这是我的追求。”王

泽林说，随着教具厂的生意一天天清淡，他的生活也一度拮
据。不过，他还是想着如何再做点事情，让自己永葆青春。

几年前的冬天，王泽林看到了新的商机：榨小磨香油。他
产品的包装上印着“忠于良心”，他的产品货真价实。这营生，
又让他手里有了一些“活钱儿”。

“我是全国劳模，无论啥时候都得有觉悟。”王泽林用辛苦
挣得的钱，资助起了贫困学生。目前，他坚持按期资助的贫困
学生有11人，他曾经资助的学生中，已有17人考上大学。

如今，在王泽林租住的大院里陪伴着他的，是5个年幼的亲
姊妹，他们的父母已经去世。还有从小学三年级就开始在这个
大院里吃住的孤儿朱德欣。年近而立的朱德欣，前些年在外打
工总放心不下“老爷子”，去年春节回来后就在大院门口开了个
修车铺。

“闲”下来的王泽林，又“玩”起了书法。
在王泽林的斗室里，四壁悬挂着书法条幅，最耀眼的是大字

“中国梦”。“我常会去附近的乡村和学校转转，把我写的‘中国梦’
装裱好送给他们……”王泽林说。新的一年，他写下了“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八个大字。“这是我的心声，也是我的责任。”

“党的十九大报告我看了好几遍。我70多岁了，干不动别
的了，我想用书法来传递党的声音。”王泽林说。1

□孟庆玲

一

王贯三的一生，从一棵榆树开始。
1648年春，考城双河口(今民权林七

集)，王宅的一棵高大榆树下，王贯三出生
了。他的哭声清亮，花团锦簇的榆钱若
一池浮萍，在哭声中聚拢又荡开。父亲
看看榆树，无声地笑了，他是硕儒，官场
却不得志，这个中气十足，哭得豪气冲天
的孩子，能不能给王家带来福祉？

榆树花开花落。
盛世的召唤，圣贤的濡染，父祖的期

许，王贯三有着与年龄不相符的成熟。
院内高大的榆树下，他或端坐，或读书，
或沉思……时光澄澈如水，他能看得见
自己的倒影。有时，他觉得自己就是棵
榆树，憨厚，孤独，耿直，仁慈……

十几岁，王贯三已是远近闻名的神
童，熟读儒家经典，文章浑然天成，连知
县都很器重他，把他推荐给学正。之后，
他一路绿灯，21岁中举，25岁中进士。

秋日的午后，王贯三按例拜见主考
官张英，张英其时是编修，这位未来的大
学士很欣赏他，面对学生的道谢很淡然，
只说为国取士理当如此，便环顾左右而
言他。王贯三很紧张，记不清自己都说
了什么，唯一记得的是桂花香，浓烈而持
久，像一坛酒，氤氲了整个下午。

几年后，王贯三已是内阁中书，掌管
撰拟、记载、缮写等事。这期间，王贯三
主持过多次科举考试，譬如康熙辛酉年
顺天乡试及癸酉典试四川等。王贯三唯
才是举，从不收受贿赂，录取者皆是当地
有名的才子，人称其“得人”。当新晋进
士按例来拜谒时，王贯三总要想起多年
前那个桂花飘香的午后恩师张英淡然的
笑，他拱拱手，对学子们说了声为国取士
理当如此，便心无旁骛地品起茶来。

二

之后，王贯三廉名鹊起。
某人东窗事发，要举报别人洗白自

己，被举报的人中就有王贯三。主管者
知道王贯三平素清廉，怎肯相信，一句

“天地鬼神岂可欺乎”就把案子结了。
康熙二十五年（1686），王贯三主管

宝泉局，监督钱法。宝泉局是货币金融
机构，隶属户部，专司钱币铸造，主事负
责监理事务。暮春，宝泉局下设作厂，硬
山合瓦式建筑的四合院，一棵高大的老
榆树下，铸币炉内烈焰正炽，金属叮当作
响，炉头工人正忙得热火朝天……一身
官服的王贯三背了手，在院里走来走去，
偶尔和炉头们打个招呼。

其时，王贯三任职宝泉局已有一段
时日，他清晰地记得刚上任时的情形。

昔日，宝泉局有个潜规则：铸币炉每
天铸造的钱币样品，经监督官审查验收
后，不用记账入库，而是归监督个人调拨
使用。这些，局里官员们知道，大家心照
不宣，乐得建立小金库；朝廷更知道，但
积重难返，又法不责众，也只得睁只眼闭

只眼。王贯三却不装糊涂。上任第一
天，王贯三要求将当天所有铸造的钱币
样品一律登记入库。一时间，宝泉局里
怨声载道，有骂他哗众取宠的，有骂他沽
名钓誉的，更有骂他是榆木疙瘩不开窍
的……

风言风语，王贯三无视无听。朝廷
让他当监督，他就要尽职尽责，对得起这
份信任，取才如是，取财更如是，理当如
此，无他！至于那些流言，随它去吧。

一阵风吹来，榆钱飘落，有几枚粘在
王贯三的衣服上，他抬手轻轻掸去。这
宝泉局里的榆树，干笔直，冠峥嵘，多像
老家的老榆树啊！只不过，老家的榆钱可
以大快朵颐，宝泉局里的却要退避三舍
——沾上个钱字，他得格外小心。不久，
宝泉局的潜规则终于被堂而皇之的规章
制度所替代，王贯三长长地吁了口气。

五年后，王贯三任职期满，宝泉局内，
炉头工人们牵衣拦道，依依不舍，甚至还
为其立碑纪念，焚香祝福。在他们心中，
这位廉洁奉公的监督是廉吏还是神明，监
督的不仅是钱法，更是天地良心。

三

王贯三的廉洁出于儒家的道德律
令，更出于一种人格魅力。他清廉，奉
公，悲悯，慎独……在朝中，是一道亮丽
的风景线，但这风景可远观却不可亵玩
焉。一次退朝，王贯三在后，工部尚书汤
斌在前。汤斌是睢县人，睢县和民权相
邻，和王贯三算得上半个老乡。汤斌清
正廉明，是理学名臣、康熙皇帝的顾问，
此时却频频回眸王贯三，欲语还休。

同僚情同乡谊，迎上去聊一聊也没
什么，但王贯三却垂首敛容，目不斜视，
故意慢走几步，和汤斌拉开距离：汤斌其
时正红，他不想有攀附之嫌；汤斌和他是
半个老乡，他更不想有结党之嫌——真

正的君子有公交而无私谊。保持距离，
于汤斌于自己都有好处。

汤斌讪讪离开了，却对王贯三更为
敬仰：“贯三公，真乃海外神仙也，可望而
不可即。”

不久，汤斌失势，抑郁而亡。别人避
之唯恐不及，曾与其保持距离的王贯三
却来了，不仅吊唁，还扶柩相送，告别时，
他对汤斌的棺木深深一揖，这个沉睡的
清官位高权重时对他青眼有加，他虽婉
拒，但这份情忘不了。

1703年夏，保和殿。康熙皇帝和大
学士、编修等文官互动，赐给他们墨宝。
王贯三得到的是御书临董其昌五言诗一
幅。其实论诗论书法，王贯三的也不差，
他的诗俊逸，书法遒劲，做官时写的奏折
劄子，常被皇帝收藏起来。如今轮到皇
帝赐给王贯三墨宝了，诗的内容不重要，
字也不重要，重要的是御赐的姿态——
皇帝惦记着你啊。王贯三很感动，告老
还乡时，压在箱底的就是这幅墨宝。

四

坊间广为流传的是王贯三告老还乡
的传说。

版本一：康熙四十三年（1704），王贯
三奉旨为父母迁葬，返回故里。回京不
久，又因足疾告老还乡。渡口，大风，王
贯三一边指挥家人往船上搬行李，一边
和送行的故旧话别，户部尚书梁清标也
在其中。箱子很沉，搬上船时，船明显往
下沉了一下。梁清标忽然轻轻笑了，王
贯三也笑了，他知道，还乡可能要费一番
周折了。

果然，船没走多远，康熙就派人追来
了——梁清标弹劾王贯三船上装有百箱
金银财宝。箱子一箱箱打开了，哪里有
什么金银财宝，除了书籍，就是砖头，唯
一值钱的就是皇帝御赐的墨宝。对此，

王贯三解释说京城为官二十载，行李太
少，怕百姓说皇帝刻薄他。

康熙皇帝很感动，王爱卿心里装着
朕和天下，唯独没有他自己啊。一感动，
赐给他一幅御书“清官第一王贯三”。

版本二：王贯三还乡时，老家依然茅
檐低小，白发苍苍的夫人出来迎接，不
小心被门楣碰伤了额头。康熙听说后，
派人调查，御书“清官第一王贯三”表彰
他。

两种版本，细节不同，“清官第一王
贯三”的御书却不假。只是这御书也无
意间泄露了一个天机——在那个专制时
代，皇帝对王贯三的信任并非无懈可
击。不过，一系列的调查也如一把雕刻
刀，雕塑出王贯三嶙峋的风骨。

在家乡，王贯三过得安好。大榆树
下，他或读书写字，或含饴弄孙，或种花
栽竹，平静地过着一个乡绅的暮年时
光。到朝廷重大节日，则穿上官服遥拜
京城方向——人退休，心依旧啊；他为人
依旧低调，很少和在位的故交联系，以
免节外生枝，给人添麻烦；做事却异常
高调，济贫救苦，加固河堤，增广学校，
还主持纂修《考城县志》，为家乡立此存
照……

康熙五十九年（1720），73岁的王贯
三病逝。春雨中，乡亲们巷哭罢市为其
送行。眼泪和榆钱纷纷落在棺木上，这
个清贫的人，身后却如此富有。

十几年后，王贯三的儿子为父母合
葬，文渊阁大学士兼吏部尚书张廷玉为
其撰写墓志铭：“清廉勤慎，望重圭璋。
于朝于野，咸推善良……”张廷玉是《明
史》总裁官、王贯三恩师张英的儿子，位
高权重，他以如椽史笔为王贯三立传，除
了王贯三是其父亲门生这层关系外，恐
怕还更仰慕王贯三的人品吧？

世交王贯三，在张廷玉的笔下，栩栩
如生。8

生活素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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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深处·廉吏上世纪90年代，他成为全国劳模后，一直在扪

心自问：我为什么能获得这个荣誉？我怎样才能对

得起这个荣誉？

初心不改

“清官第一”王贯三

“宣传员”老贾

本版制图/王伟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