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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京汴梁上元夜
历史深处

冬日里，阳光下，二里头的麦田绿意
盎然。

正午，忙碌一晌的乡亲开始回家了，
满头白发的徐才智还在地里翻着笔记本
观察、记录。家里人习惯了他没有时间
概念的“饭点儿”，只有路过的乡亲会偶
尔问一句：“还不回家吃饭？”

走过二里头的麦田，走进村民的菜
地——这片蔬菜，是徐才智在意大利开
会时国际友人赠送的蔬菜良种，还被乡
亲种在花盆中当花养过，是徐才智，把它
又推广到了田野，“这种意大利苦菜适应
性强，先种一季，看看能不能比咱本地的
高产”。

徐才智也曾有业余爱好：拉二胡、游
泳。曾在村文艺宣传队拉二胡的他，屋
里曾半壁曲谱，半壁小麦育种书籍。空
闲，他会邀村里的戏迷到他家来一场豫
剧。有一天，他等啊等，要来的却没来。
于是，他把二胡往墙上一挂，埋头摆弄起
了麦种。戏迷们来了，他一声“退出”，向
老伙计们下了“逐客令”。从此，满壁的
书籍都皈依了小麦……

付出。回报。徐才智说，他是小麦
王国的幸运者，更是二里头的农民，一心
钻研小麦育种的二里头农民——就是这
个农民，还是全国劳模，还是全国最早享
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农民。

时间像二里头村北的洛河水一样缓
缓流淌着。

“小麦是人类最早种植的粮食作物
之一，没有好的品种咋行！”如今的徐才
智，每年仍要将成百上千种性状各异的
小麦品种进行组配。他，还想再培育出
一个适应性强、能够抗多种疾病、高产、
优质的小麦品种。

世上本无路，直到有人走。2013
年，徐才智在麦田里忽然发现，往年因远
缘杂交并不结实的小麦组合品系，竟然
结籽了！徐才智精心选择了3个性状突
出的单株，从此开始了近千个日夜的忙
碌，一个新的小麦品种终于稳定了下来！

自己独辟蹊径探索培育出的这个小
麦品种，又将是对小麦品质的一次提
升。徐才智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拉来
同行共同研究。“科学意义上的发现，就
是要让大家一起分享科研收获的快乐。”
他说。

坦诚、热忱、率真。徐才智说，他
会带着这个品种参加将于 2019 年举
行的国家评审……47年了，徐才智守望
在二里头的田野里，不断探索着小麦快
速育种技术，探寻着提升小麦品质的密
码……

夜幕降临，站在二里头的田野里仰
望星空，徐才智会心一笑。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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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剑冰

一

开封一年里最热闹的时候，是春节过后的元
宵节，也叫上元节。中国民间爱讲闹元宵，一个

“闹”字，就将百姓喜欢元宵节的情景烘出来了。
中国的春节，从年三十算起，一直都是“过”年，过
春节，真正达到喜庆欢乐气氛的，是元宵节。元宵
节一过，这个年就算过完了。所以，最后的时节，
怎么着也要闹一闹，闹高潮了，才算舒坦。中国民
间使上元节达到至上高潮的时期，是北宋。

公元 965年。这一年是一个丰年，粮食增多
以致米贱得让人咋舌。百姓有吃的，有穿的，所谓
衣食无忧了。无忧则想乐，没乐也要找乐。

皇上是太祖赵匡胤，刚建立宋朝不久，就有了
这样的五谷丰登，怎能不高兴呢？他要与民同享
同乐了。于是昭告，将上元节的时间由正月十五
延长到正月十九。这下子百姓乐了，民间过节一
般也就是十五十六，顶多把欢乐的尾巴拖到十七，
就只能恋恋不舍地放这个年远去了。而这一年皇
上竟然昭告再延长两天，这可是破天荒头一回，史
上少见。于是成就了一个世界级的狂欢节日，并
由此引出以后两百多年的难忘时光。

开封周围甚至更远的地方，几乎所有的民间
艺人都涌到东京来了，耍功夫的，唱曲子的，演杂
技的，玩猴子的，舞长龙的，打擂的，卖药的，跑马
的，斗鸡的，说书的，五花八门，应有尽有，只要是
百姓喜欢的，构成热闹的，开封来者不拒。当然最
显示繁荣兴旺景象的，还是满街张挂的红灯笼以
及各处场所中的灯会。所谓灯，就是晚上亮的，
白天看的是一个样，晚上点上蜡烛，看的又是一
个样，而且晚上让人有很多期待。因为在宋代之
前，百姓几乎没有晚上的热闹，就是点灯也不行，
是要全城熄火的。一是晚上怕失火，二是怕出事
生变。所以连夜行走路也不行。整个大街上，除
了打更巡逻的，就再也没有人了。怎么的到了宋
朝，就变了个天地，晚上的时光变得那般美好，歌
楼舞榭，戏院酒馆，无不张灯结彩，勾栏瓦肆之类
的地方，更是人头攒动，笑声喊声一片。等这所
有的地方都挂起了红灯笼，在晚上就亮出了一个
红火世界。本来压抑的人们就放开了，好好地
玩，好好地乐。越是人多的地方越是要去，去看，
去挤，去闹。

二

皇宫里到处张灯结彩，宫前宫后的大门前、牌
楼上也扎起花树灯楼，并指导各坊间照模仿样，极
尽欢乐气氛。一时间，家家制作花灯，人人手脚忙
乱，喜气弥散得到处都是。开封历来有做花灯的
传统，各种手艺尽行显现，各种灯笼提在手中或挂
在门口争奇斗艳。一些灯笼被传袭下去，并进入
文字被记录下来，我们看看孟元老在著名的《东京
梦华录》中说的吧，那是：坐车灯、球灯、日月灯、诗
牌绢灯、镜灯、字灯、马骑灯、凤灯、水灯、琉璃灯、
影灯、诸般巧作灯、平江玉珊灯、罗帛灯、沙戏灯、

火铁灯、像生鱼灯、海鲜灯、人物满堂红灯……这
是怎样的一个灯的世界，简直就是灯海笼山，要把
人的视觉弄乱，把人的神经弄乱，弄得眼花缭乱，
心旌摇荡。

我刚上大一的时候，在开封第一次去看灯。
历史过去多少年，还是能够看出老开封的气象。
到处都是彩灯，龙亭、禹王台、大相国寺还有灯会，
我去了大相国寺。进去就望见了满眼的灯海，高
高的树上、各种房檐下、窗里窗外、廊柱上，到处都
挂着各式各样的彩灯，进去就进到了人流里，被挤
着往前走，由不得你的走。人流像在旋转，一进一
进的院子，一个一个的门庭，你就转吧，看吧，眼睛
是不够用的，这里还没有看完，那里又得去放眼。
那里还没有看清，一忽又到了一串灯前。有的灯
很大很大，有的做成了灯楼，里面外面都是灯。灯
也在转，有的在这边走，有的往那边转，转着转着
还能转出一个小人来，向人们打打招呼立刻又不
见了踪影。

千手千眼佛那里人最多，灯也最好看，于是人
流就有点乱，乱得更加拥挤，像进入了漩涡，一会
儿我就觉得两只脚只有脚尖着地。有时脚尖也没
有着地的感觉了，就有些慌乱，我怕被大浪淘沙，
卷入浪底。我一个壮男还成这样，那些女孩子呢，
叫唤吧，大呼小叫，你听不清，也顾不上，只顾着自
己了，别歪了，扭了，身不由己地踉跄着，旋转着，
拨拉着，挣扎着，有时自己也要扯着喉咙叫唤两
声。终于被人流甩到了一棵大树旁，就死死地抱
着大树不放手了。再看那些人，潮水一般，这里涌
上来，那里退下去，叫叫嚷嚷，东倒西歪，鞋子帽子
掉了都不敢捡，只是嚷着鞋子掉了，帽子掉了，随
着潮水就冲走了。据说看灯结束，一地的丢弃物，
有第二天找来认领的。我那是第一次感受了开封
看灯的热闹。

看灯也看人，元宵佳节，大街小巷人满为患。
那时上百万人的大都巿，比现在的开封城里人多
好几倍，而不上街看灯的是不多的。往往在这几
夜，女人也是现身露脸最多的了。尤其是宋代，还
不像咱们现在，皇宫里的女子和富家中的小姐丫
环，只有在上元节这时候才会集体性地出现在市
民当中。

有那种“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的情侣只
管等着夜的来临，这还是正常的。但同父母之命，
媒妁之言的年代，也够是超前的了。还有更超前
的，就是不管对方有没有人，成没成家，在那个夜
晚只要对上眼，拉上就是。脑袋一热的问题，结果
会是怎样，似乎还没有考虑。

在大宋年代，赵匡胤绝对没有想到自己的一
次善念，促成了很多人的一次善举。据说在端门
的那个地方，成双成对拉手而去的多了。似乎那
里是一个约定俗成的地点，一些人挤着挤
着，就挤到那里去了。或者是在拥
挤的过程中已经有了意思，
只等到了端门再来事。
端门，端的是一个门。
一般人知道，

一般人不敢去。

三

宋代上元节的这种端门的行为，看来是要借
借那种元气了。

有人记载有这样一个故事，一个年轻的女子
李氏，给太尉做了偏室，太尉的身份可以了，家境
也是可以的了，但是这个女子觉得不可以，没有什
么幸福感，按照有些人的说法，那就是这个人心野
了。她真心是要寻另一种生活。她釆取了一个极
端之举，就是在上元节出来看灯的时候，将一个香
囊扔在了乾明寺殿前，而后怀着一种侥幸匆匆离
去。这种侥幸付出的代价也够昂贵，那是一年的
折磨。香囊还真被一个叫张生的捡到了，张生很
奇怪地看着这个精美的香囊，终于看到香囊上写
的有字：得此物有情者，来年上元夜见车前有双鸳
鸯灯的可相见。张生吸了一口冷气，气进到肚里，
顿时就热起来，侧脸看看四周并无旁人注意，便将
那个美妙放进了怀中。

李氏这个举动有三点可叹，一是危险，危险得
不计后果，若果是西门庆样男人捡到呢？当然，按
照李氏的意思，就是西门庆样的捡到也要认了。
二是坚忍，如若不是太尉府里实在地过不下去，也
不会走这一步。三是不甘，正因为有着某种期待，
才不怕出现意想不到的后果。好在张生相貌品行
都还不错，捡到香囊着实是忐忑慌乱好一阵子，必
是张生也喜欢这种忐忑和慌乱的，所以在这忐忑
慌乱中挨过了一年，终于等来了第二年上元夜。
张生早早地带着香囊仍旧来到乾明寺殿前，这里
瞧那里望的，真有点众里寻他千百度了。终于，于
灯火阑珊处见到了一辆车前挂着的双鸳鸯灯。
结果可想而知，一个私奔的事件完成于次夜三鼓
时分。

这只是《醉翁谈录》中的一件事，来源难定，真
假难辨。没有进入文字记载的事件我们不得而
知，但是可以想知真实的景状还有很多，甚至构成
了人们想象中的意外。

清明上河园里也有正月十五的元宵夜，那晚
同样摩肩接踵，热闹非凡，人们看花灯，看彩焰，看
一对对年轻人在这里追求爱情，体验一个千年的
游戏。

北宋上元之夜的脱格之举，一千年后看起来，
竟有些超凡脱俗，它使得上元之夜更具节日性，更
具娱乐性，更具不确定性，让有不同期待的人期
待。1

□李成猛

老姚本名姚前，固始县三河尖镇人，是我的扶
贫对象。40多岁的他，腿有残疾，父母早亡，又无
兄弟姐妹，家徒四壁，出来进去一个人，正所谓“茕
茕孑立，形影相吊”。不过，他大脑灵光着哩！以
前每到年关，姚前总是等“救济”。村乡两级干部
看他光棍一条，又是残疾人，不是给钱，就是送
物。不过，乡亲们见他这样“有吃有喝”，心里多少
有点儿不舒服，于是就根据他名字的谐音，戏谑地
给他起了个外号：摇钱树。

靠照顾、救济生活，一开始姚前也有点儿不好
意思，可日子一长，便心安理得了，就这样一年年
混下去，撑不死，饿不坏，没事还开个玩笑穷乐呵。

政府出台政策鼓励脱贫致富，不少农户凭借
帮扶走上了致富路。作为帮扶干部，我和姚前结
上了对子。我和他拉家常，掏心掏肺地替他谋划
美好的生活蓝图，姚前却滴水不入，油盐不进。有
一次劝急了，他还冲我吼：“我这半截老头儿都土
坷垃快埋脖颈了，还折腾个啥？”我没有气馁，经常
往他那儿跑，帮他干田地里的活儿，和他唠嗑，替
他收拾家务。渐渐地，我们熟络起来。

趁热打铁，我烧起了“第一把火”：和村支书商
量，按“五保户”标准帮老姚申请了两间廉租房，又
把我家里搁置多年的“大屁股”彩电拉来，放到他
的条几上。住进新屋，有了电器，把姚前乐得合不

拢嘴儿……
接着，我又烧起了“第二把火”：以自己的名义

担保贷款，买来20只羊让老姚养。老姚以前当过
羊倌儿，特长很快发挥了出来，加上他家大埂下就
是一望无边的淮河滩，秋天时羊群就变成了30多
只，前一段时间天开始变冷时，老姚卖了20只大
羊，还了贷款，还有了结余，心里那个舒坦呀！连
走路腿脚都显得比以往灵便了，一天到晚笑眯眯
的，割草时都哼小曲呢。

老姚还悄悄地告诉我，他准备开春再买40只
羊，扩大饲养规模，放手大干一场，和贫穷彻底告
别……

看来，姚前这回不靠政府，真正把自己变成“摇
钱树”了。眼看姚前的生活芝麻开花——节节高，
日子越过越有盼头，我就把我的一个想法说给了妻
子，让她留心给老姚物色一个合适的老伴儿……

还别说，碰巧还真给说着了，一个四十出头的单
身女人听了老姚的情况后，表示愿意跟他过日子。
这可是打着灯笼都难找的好事啊！当我风风火火把
喜讯告诉老姚时，他却并没有我想象的那样大喜过
望，还异常冷静地对我说：“先让我们见个面，两个人
都觉得合适了再说吧。不能因为我手里有俩钱儿了，
就凑合着过日子是吧？”这话，听得我一愣一愣的。

两个月前，两人见了面；前些天，他俩牵了手，
还拍了合影照……看来要不了多久，就能喝上老
姚的喜酒了呢！8

老姚脱贫记

□本报记者 刘向东
本报通讯员 李雅洁 王雷

脱贫故事

平头。发如雪，像麦芒。
偃师市翟镇二里头村。年前的一个大早儿，67岁的徐才智来到麦田，蹲下身子，

双手刨开覆雪，如慈父般端详着嫩绿的麦苗，在本子上记录了一些数据。
连续两天的雪，让徐才智更加关注不同品种小麦的生长表现。
47年了，只要不出远门，他天天都会在这个时间出现在二里头的田野里……

“神经兮兮的。”徐才智不讳言早年
不少人评价他的用词。怪谁呢？他的痴
迷看上去真有些“神经”——“你见过几
个在地头一蹲一天看着麦苗想事儿的？”

1988年，徐才智带着他精心培育的
小麦品种来到省会，毛遂自荐参加评
审，竟脱颖而出。

十年沉默，一鸣惊人。这期间有过
怎样的辛酸，徐才智不愿去提，只是说，
他在 1978 年培育的那穗矮早 781，在
1988年终于有了一个响亮的名字：豫麦
18。而且，从这一年至今，他培育的这
个品种，全国至少种过3.2亿亩。

上世纪90年代初，国际小麦研讨会
在偃师召开。外国的小麦专家来了，中
国的工程院院士来了——一个农民培育
出了比科研所培育的还要高产13%的小
麦品种，他们好奇，更钦佩。

1993年，徐才智在“矮早 781”的基

础上，再次拿出一粒小麦种子：偃展
4110。这个品种，从2002年开始参加河
南省区试种植，平均亩产连续多年居参
试品种第1位——2017年，《偃师农业局
调查报告》建议：10月 20日后才进行小
麦播种的农户，选用偃展 4110 小麦品
种；安徽省有关部门根据夏粮病虫害情
况和气候影响，推荐晚播麦田种子首选
偃展4110……10多年来，成百上千个春
性小麦品种的产量对比试验，就是跟偃
展4110的产量进行对比的；10多年来，
偃展 4110，在一望无垠的黄淮麦区，当
仁不让地当着每年的标杆。

光阴不废。近半个世纪的辛勤，徐
才智选育出的豫麦 18（矮早 781）、偃展
4110，分别获得了省科技进步一等奖、国
家科技进步二等奖；他的偃展系列小麦
品种，已累计推广种植4.5亿亩，创造社
会效益240亿元……

1959年，徐才智9岁。这一年，闻名
世界的二里头遗址在他的身边被发现了。

有时候，他会去看二里头遗址考古队
的挖掘。他知道，出土的有夏商时期的小
麦水稻等粮食；他眼里，甲骨文的“夏”，就
像一个农人在收割。

1970年，二里头村成立了科研站。
20岁初中刚毕业的徐才智成了站里的一
员。那时候，村民人均四五分地，吃不饱，
却拿出近40亩地用于小麦高产试验。

“都想多吃点白面。”徐才智说，他从
学校找来一架旧天平和小刀、镊子，从家
里拿来瓦罐，就和七八个村民搞起了“科
研”。简陋的条件，无果的“科研”，让科
研站的村民换了一茬又一茬，不少人说，
要是农民能把小麦育出新品种，还要科
学家干吗？

农民为啥不能当科学家？执着的徐

才智不信这个邪。这让他越发的努力，
半夜里有了新的想法，就会赶紧爬起来
找张纸记下来……日复一日，年复一
年。每年，徐才智都要试验上千个小麦
组合的品系。

看工作笔记，看田野记录，蹲在地头
几个小时沉思。脑海里，麦秆健壮，籽粒
饱满，没有黑胚……这些，让徐才智激
动，更让他忘记时间。

20多年前，省豫剧团排演过一个得
了大奖的豫剧《庄户人家》，讲述一个农
村小伙痴迷小麦育种的故事……“那就
是我啊！”徐才智一语道破，那是艺术家
们来二里头村采风时，把他醉心研究小
麦育种的故事写成了剧本。

一如戏里的主人公终于取得了成
就。1978年，徐才智也在试验田里发现
了一株优秀的小麦……

“笨学生”的执着

“幸运者”的追求

“痴迷者”的标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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