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

二

三

●● ●● ●●

14│精彩周末/人物·时空 2018年3月9日 星期五
责任编辑 刘向东 美术编辑 单莉伟 本版邮箱 hnrbrw@sina.com

历史深处·廉吏

□张旭长

在平顶山湛河区姚孟村，已经79
岁的郭现林，整天走东家串西家，帮
大伙儿“消误会”“解疙瘩”，是全村人
公认的“和事佬”。从事乡村民事调
解35年来，郭现林曾多次荣获省“优
秀民调员”等称号，经常有刚上班的
司法工作者跟着他实习，当地司法部

门也常请他作报告，分享调解心得。
1982 年，郭现林当兵的大儿子

在抗洪救灾中牺牲了。噩耗传来，郭
现林整日闭门不出。为了让他心情
尽快好起来，乡亲们纷纷劝慰，村两
委还专门把他安排到村部值班室负
责看门、收发报纸、喊广播。

随着时间的推移，郭现林渐渐走
出了低沉心境。有感于乡亲们对自己

的帮助，他决定为村民做些什么。当
时，经常有一些乡亲因琐事找村干部
评理，郭现林就主动上前劝解。有些
矛盾当时协调不了，他就跑到当事人
家中反复劝说，直到双方和好。慢慢
地，他喜欢上了为村民化解矛盾纠纷。

35年来，调解工作为郭现林赢
得了众多村民的尊敬和爱戴。有时
深更半夜也会有人找上门来让他调
解纠纷。郭现林不管再困再累，总是
一骨碌翻身起来，端出水果，摆出酒
菜，先热情款待一番，再开始调解。
大多数人见郭现林这么热情，气也基
本消散了，反过来给他赔起了不是。

为了方便乡亲随时来访，自从干
起调解工作后，郭现林把家里的大黄
狗送人了，24小时不闭大门、不关手
机，只要乡亲们电话求助，不管什么
天气、什么时间，他都会赶过去，操起
他那土腔土调的大白话，不紧不慢地
劝架……“干这事儿没有啥窍门，就
是凭着咱的一腔热心来感化双方。”
郭现林说，他是在不惑之年开始“啃”
法律读本的。在郭现林的值班室里，
摆放着整整一书柜各类法律读本。
随便打开一本，都有他用笔圈过的痕

迹，部分章节还被他专门折了起来。
报纸上每有经典案例，他也会剪下贴
在笔记本上。每有所感，他还会随手
记在本子上。这些年来，他的笔记本
摞起来有一尺多高。

村西头有弟兄俩做生意发了财，
可就因为一套祖宅，两人成了冤家。
一处好好的院子，任凭杂草丛生，谁
也没法盖房居住。老大眼看孩子到
了结婚年龄，需要建房，急得团团转，
就找到了郭现林。郭现林拿起一本
书找到老二，说：“娃，你见多识广，这
上面有篇《六尺巷》的故事我理解不
动，你给我讲讲吧！”老二看后，久久
不语，最后说：“郭叔，我和我哥宅基
地的事儿，你咋说我就咋办。”就这
样，在郭现林的耐心协调下，兄弟俩
握手言和。

郭现林的老伴 20多年前偏瘫。
在外地工作的二儿子每次探家都想
把他们接走赡养，但郭现林就是不同
意，“乡亲们还很多事情都等着我办
呢！”如今的郭现林，除了照顾妻子，
每天一大早起来，总是在自家小院里
沏上一壶清茶，笑盈盈地等着人们的
到来……8

□王剑

一

唐朝开元年间。初春，鲁山县城。
一个人端坐在县衙门口。虽然一袭

素衣，但眉宇间透显着一股清气。他的身
前，是一把紫褐色的七弦琴。他舒展手
臂，轻拢慢捻，悠扬的琴声就像一群小鸟
四散飞去。听到琴声，附近的老百姓聚拢
过来，驻足细听。都是老听众了，对琴曲
熟悉着呢。这时候，弹琴的人停了下来，
问问张三田里的收成，问问李四家里的困
难……

这个坐在县衙门口抚琴的不是别人，
正是鲁山县令元德秀。

为了答谢这位“知心县令”，鲁山百姓
集资，在城墙根下筑起一座琴台。从此，
元县令就把弹琴和理政的地点搬到了琴
台。全城的老百姓都是他的知音。每年
秋天纳皇粮时，用不着士卒下乡催促，只
要元县令抱琴登台，弹奏一曲《庆丰收》，
老百姓就一传十，十传百，主动把早已准
备好的优质皇粮送到县里。

“贤侯德政爱民深，百尺高台静抚
琴。一曲清风弦上调，满腔和气轸中吟。
伯牙昔日堪同操？单父当年不易心。高
山流水非独乐，至今追慕仰德音。”一时
间，元德秀“琴台善政”的故事，名扬天下，
成为千古美谈。

二

元德秀的一生，是与一张古琴连在一
起的。

元德秀，字紫芝，河南嵩县陆浑村
人。开元二十三年（公元735年），从军队
退役的元德秀来到鲁山，担任鲁山县令。
一张祖传的古琴，一颗滚烫的爱民之心。

鲁山地处偏僻山区，盗匪横行，虎患
不绝。元德秀到任后，经常穿着布衣，一
边帮百姓干活，一边察民情，访疾苦。他
抚流民，修水利，兴农桑，治匪盗，夙夜在
公，鞠躬尽瘁。一天的忙碌之后，不管再
苦再累，元德秀都会坐下来，弹奏一段琴
曲。琴声里，有他的充实和快乐，有他的
理想和抱负。

元德秀在鲁山的威信，慢慢树立起
来。许多人都想一睹这位亲民县令的风
采，甚至连横行乡里的强盗，都对他佩服
有加。有一次，一名大盗被捕入狱，点名
要见元县令，请求说愿意不惜性命，杀死
恶虎来为自己赎罪，从此弃恶从善。放，
还是不放？很多人觉得，放的风险太大
了，轻则丢官，重则身陷牢狱，一生的功名
和前程就全毁了。元德秀经过慎重考虑，

答应给大盗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手下
官吏劝他说：“这或许是盗贼的诡计，您不
怕受到牵连吗？”元德秀说：“既然已经答
应了，怎能违约？我愿承担一切责任。”放
出去没几天，那名大盗果然背着老虎的尸
体，回来见元德秀。全县群众闻听此事，
无不啧啧称奇。

别看元德秀处理此事心软，可他一旦
硬起手来，那真是神鬼不惧。有一年,元
德秀一连受理了三起要案：周诚偷羊案、
陈大年抗租案和王虎抢劫案。原告都是
鲁山有钱有势、无恶不作的姚半县，而被
告却是满手老茧、相貌忠厚的老百姓。元
德秀觉得此事有蹊跷，于是就扮成老百姓
的模样，到民间察访，终于弄清了缘由。
原来，这三起大案都是姚半县强抢民女和
百姓财产不成而进行的诬告。元德秀查
知真相后，怒火中烧，断然拒绝了上司的
说情，依法处决了姚半县。这件事一传
开，鲁山的老百姓无不拍手称快。

元德秀的心中装着百姓，就连皇帝，
他也敢得罪。有一年，唐玄宗驾幸东都洛
阳，准备在五凤楼下举行大型汇演。他诏
令三百里内的刺史县令，都要亲赴东都献
艺，优胜者将得到重赏。皇帝亲自安排的
重大国事活动，这对地方官而言，那可是
天大的事儿。于是，接到诏令的刺史县
令，慌忙精选美女，赶制车辆服装。怀州
刺史更是独出心裁，不仅让数百名歌女俱
着绫罗锦绣，连拉车的黄牛都披红挂彩。
唯独元德秀，不愿劳民伤财。他背着那把
祖传的古琴，带着几个歌女，就步行去了
洛阳。元德秀伴琴，歌女演唱，曲目正是
元德秀创作的《于蔿于》歌。唐玄宗不愧
是乐坛高手，他从元德秀的琴声中，听到
了讽谏之意。演出结束后，鲁山所献节目
获得第一名。唐玄宗不仅免除了鲁山百
姓许多赋税和徭役，还赏给元德秀一笔丰
厚的奖金。

一个草台班子的本色出演，硬是打败
了几百人的“大歌舞团”。不仅夺得第一，
还让皇帝当场罢免了一个高官。这种惊
动朝野的大事，恐怕只有元德秀才做得如
此完美。

三

在唐朝，元德秀是出了名的仁孝之
人。他参加进士考试时，不忍心把母亲撇
在家里，就背着母亲千里迢迢地进京赶
考。他哥哥死得早，给他留下一个襁褓中
的小侄儿。他没钱给这个孩子请奶妈，只
好亲自喂养。

元德秀对自己很抠，一身布衣，缝缝
补补就是一年。三碗素餐，凑凑合合就
是一天。但他对别人却很慷慨。有时

候，俸禄刚发下来，就给那些困难百姓买
衣服和粮食了，自己则过着一日两餐，甚
至一日一餐的生活。五凤楼演出结束后，
唐玄宗赏给他一大笔钱，让他买田置地。
回到鲁山后，他却将这些钱用于兴修水
利、赈济百姓上。

鲁山任满，元德秀的破竹箱里，除了
一匹薄布，再无分文。鲁山百姓见他空手
而去，就簇拥到他乘坐的柴车前，含泪话
别。元德秀拿出古琴，再次为百姓献上一
曲《于蔿于》。车已远去，唯琴声袅袅，仍
在鲁山的上空盘旋。

回到陆浑老家后，元德秀赖以度日
的，也仅仅是祖上留下的数亩薄田。他的
住宅不造围墙，不设门锁，也没有仆人小
妾。碰上荒年，他有时整天都不烧火做
饭。“缓步巾车出鲁山，陆浑佳处恣安闲，
家无仆妾饥忘爨，自有琴书兴不阑。”饥寒
交迫的日子里，陪伴元德秀的，只有那张
不离不弃的古琴。

四

天宝十三年（公元754年）九月，陆浑
山突发山洪。与外界失联七天之后，元德
秀饿死在了家中。

贤者凄凉离世，令人惋惜。诗人李华
为他撰写墓志铭，诗人元结撰写墓表，大
书法家颜真卿书丹，雕刻家李阳冰刻碑。
这块元鲁山碑，被后世称之为“四绝碑”。

除了这块元鲁山碑，还有一块碑，就
挂在别人的嘴上，熠熠生辉。

宰相房琯说：“只要看到元紫芝的面
貌，我的任何名利之心都没了。”大文豪欧
阳修说得更直接：“其志凛凛，与秋霜争
严，真丈夫哉！”

今天，如果到南京小苍山的随园游
玩，你会看到一副对联：“廉吏可为，鲁山
四面墙垣少；达人知足，陶令归来岁月
多。”对联称赞的，也是元德秀。

令人遗憾的是，元德秀的墓，现今已
被陆浑水库淹没了。“才气英英元
鲁山，功加上下倏思闲。陆浑
题到贫而乐，为仰高风倚遍
栏。”站在浩渺的水库前，我们
恍惚又看到了元德秀端坐弹
琴的样子。

琴声悠扬，像潮水，一遍
一遍荡涤着我们的灵魂。8

琴台善政元德秀

乡村“和事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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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的强者不是压倒一切，而是
不被一切苦难打到。”周小丽说，这句话
是她的人生箴言，也是支撑她不断前进
的精神动力。虽然人生不能十全十美，
但人一定要努力去做生活的强者和命
运的主人，而不是心安理得地等着被人
怜悯、施舍……

在周小丽的按摩店，记者也见到了
周小丽的爱人刘小军。婚后 10多年，
他由自行车到电动车，一直负责周小丽
上下班的接送和外出的护送。

他们的恋爱缘于一次按摩：刘小军
因腰椎不适慕名找到周小丽按摩后，发
现没带钱包，因为素不相识，他不知道该
怎么办时，周小丽一声“没关系”让他走
了，而他走后，她却在整理按摩床时找
到了钱包并千方百计还到他手中……
就这样，他们擦出了爱情火花。他为她
放弃了一家大酒店“大厨”的职业，他打
心眼里佩服她那种自强不息而又乐于
助人的精神。

刘小军说：“别看小丽看不见，但煮
饭洗衣样样在行，把家料理得井井有

条，我还得感谢她对我的关心照顾呢！”
最近几年，周小丽常带着学生到社

会上义务按摩，从脑瘫患儿到孤寡老人，
从社区到养老院……在用双手为他人送
去爱心和温暖、减轻病痛的同时，她还经
常参加志愿服务活动，除了按摩推拿，她
还会为居民普及中医知识……

“善待他人就是善待自己。”周小丽
常用这句话鼓励学生，也时刻提醒着自
己。

“我从来没抱怨命运的不公。因为
我们每个人只要能有一技之长，就一定
能够自食其力。”周小丽说，她所教过的
近500名盲人学生，很多人有了自己的
门店，很多人成了当地有名的按摩师，
也有人成了企业老板，成了艺术团体的
演员，成了特殊学校的教师……他们靠
着自己的双手，创造着自己的生活。

“我还有一个盲人学生靠着自己的
努力，成了深圳一家公司的电脑程序
员，你相信吗？”周小丽骄傲地说。

周小丽看不见东西，但在她的心
里，五彩斑斓。1

□本报记者 刘向东
本报通讯员 冯子建

“……希望能帮到更多残疾朋友，
让生理有缺陷的人都能快乐地学习、工
作和生活。让他们都能从被关照者，逐
渐转变为用自己的双手去帮助别人的
人。”记者手机里的这段文字留言，是双
目失明的周小丽发来的。

眼前的周小丽笑容灿烂，谈话时不
时掏出手机侧耳倾听语音，麻利地用指
尖敲击触屏回复文字。

在和记者互加微信好友时，她还直
嫌记者“手太慢”。

翻看她的朋友圈，“帮助别人成就
自己”的“个性签名”下，经常更新着文
字和图片——这些，都是她借助手机软
件独立完成的。

在许昌市魏都区，不惑之年的周
小丽通过艰苦努力不但有了热爱的
事业和幸福的家庭，还先后培养出近
500 名盲人按摩师，点亮了他们通向
幸福生活的“心灯”，也为自己赢得了
荣 誉 ，成 为“ 河 南 省 残 疾 人 自 强 模
范”。

“我觉得对于我们盲人来说，大概
有两种选择，要么拿着竹竿沿街乞讨，
要么有一技之长自食其力。”她说。

童年有过苦涩和艰辛，但周小丽
对那段时光的记忆，却是温暖的。她
家境贫寒，父母都是老实巴交的农
民。因为生了一对双目失明的儿女，
母亲没少掉泪。记忆中，村里人都对
她很好，其中一位五保老奶奶经常给
她买好吃的，给她讲故事，还三天两
头背着她四处转悠，让她幼小的心灵
感受着关怀和温暖……

8岁的周小丽渴望上学，也希望通
过读书改变命运。当父母打听到开封
有一所盲人学校时，便把她送了去。

小小年纪要学会照顾自己，还要在
陌生环境里靠手摸、心记来适应。碰墙

撞电线杆的事情没少发生，所幸周小
丽遇到了一个个好老师，在学习和生
活上无微不至照顾着她：衣服破烂了，
老师拿回家缝补；双手冻肿了，老师连
夜给她做了棉手套；穴位找不准，老师
手把手教……

时隔多年，周小丽依然对这里的老
师心存感念，逢年过节常会去看望他
们。“他们不仅教给我知识，重要的是鼓
励我树立了积极乐观的生活态度，自立
自强，凭借双手有尊严地生活。这么多
年了，无论别人怎样看待，我一直没把
自己当成残疾人。因为我心里充满了
阳光。”周小丽说。

“孩子们，这节课我们讲背腰部按
摩的常用手法……”在许昌一所特殊教
育学校的教室里，周小丽正在为学生上
课。在这个三尺讲台上，她已默默耕耘
了23个春秋。

16岁的周小丽在开封以全校第一
的成绩考入了省里的一所推拿职业学
院。几年后，完成学业的她婉言谢绝
了南方一些企业老板的盛邀，毅然回
到许昌，成为一所特殊学校的教师。

“周老师教我们数学、按摩等课程，按
摩课尤其生动有趣，按摩手法和穴位，
她不厌其烦地讲解、示范，直到大家完
全学会弄懂，大家都很喜欢上她的
课。”11岁的张士博说。

授之以渔，让这些“不幸的孩子”掌

握一技之长，自食其力，有尊严地快乐
生活。周小丽说，20多年来，她的目标
只有这一个。

为了更好地让失明人学习按摩知
识，几年前，周小丽还说服爱人刘小军
放弃了收入丰厚的职业，和她一起开了
一个盲人按摩店，无偿让盲人朋友在这
里学习按摩技术。如今，这个小小的门
店还成了她母校的实习基地。

襄城县的段广伟，今年 27 岁，是
周小丽以前的学生。感佩于周小丽
的为人，主动放弃自己开店的机会，
来 到 周 小 丽 的 按 摩 店 当 起 了 按 摩
师。他说：“虽然在周老师这里挣钱
不多，但我能帮助更多像我这样的残
疾人自食其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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