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年近古稀的老渔民张仁喜，是息县已罕见的“放鹰人”。前
年，央视拍摄传统农耕文化专题片时，曾专程为老张拍了片子。

4月，是鱼鹰的繁殖期，老张养的成年母鹰平均两天下一个
蛋，给母鹰增加营养、孵化小鹰，占据了他不少时间。

养了 50多年鱼鹰的老张，常年喂养着 4对成年鱼鹰。晴好
的日子，一大早他就会带着四五只鱼鹰去附近的河汊沟塘“讨生
活”。

“它们叫鱼鹰，也叫鸬鹚，俺们这儿叫鹰。干俺们这行的叫
放鹰人。”老张把近20公斤重的鹰排装上自行车，捆绑上长杆网
兜、篙，这才把4只鱼鹰安排在鹰排上。

息县境内河汊纵横。骑行10余分钟，20米宽的河流出现在
眼前。支好车搬下鹰排，老张从兜里掏出一片浸过水的粽叶，撕
出细条，把4只鹰的脖子一一扎了起来，“大鱼吞下去容易扎破它
们的喉咙，小鱼可以滑进胃里。”

鹰排下水，老张撑篙离岸，放鹰开始。甭看老张 69岁了，还
常带着鹰排和鱼鹰骑3个多小时自行车到邻县放鹰，天黑透了才
回来。“累是肯定的。可这些鹰有时候一天能给俺捉几十斤鱼
呢！”

鹰排在水中打转，老张吆喝着，用篙有节奏地敲打水面……
扑扑棱棱，4只鱼鹰扎猛子向水下潜去……

划着鹰排，等着收获。老张说，每年 10月到来年 2月，是放
鹰人收获颇丰的时期，尤其是河面结薄冰时，水下的鱼行动迟
缓。他每天带着四五只鹰，“多时打过百十斤鱼，最少也有十几
斤鱼。”

老张记忆里，早年他和五六个人一起放鹰是极为美妙的事
情。那时候，无论每人带的鹰有多少，捉到的鱼都均分。傍晚把
鱼卖到渔市，然后回家。半夜里，经常还得起来给白天捉鱼多的
鹰加喂几条小鱼，“那些年，俺们都靠它们讨生活呢！”

说话间，潜水的鱼鹰纷纷高昂着脖子扑棱着翅膀向鹰排游
来，它们近两寸长的喙，夹着挣扎着的鱼。老张沉住篙，俯身拿
起网兜网起最近的鱼鹰，捉住脖颈仨指头轻轻一挤，一条鱼落在
了鹰排上。一甩手，鱼鹰翻滚着又一个猛子扎进水去……“鹰是
鱼的天敌，水中的鱼看见鹰的影子，不论多大都不敢动。”老张
说，鱼鹰似乎有着超乎寻常的神秘力量，也有着天生的捕捉技
巧。有一次，三只鸭子大小的鱼鹰竟协力把一条 15公斤重的鱼
生擒到了鹰排边……

“看跟俺 16年的那只公鹰，老伙计了！别看它嘴短，干活不
惜力气，最喜欢逮大鱼呢！”

“看那只去年的小母鹰，它力气小，可吸收了父辈的优点，捉
起鱼来最勤快！”

几乎每隔不到半分钟，就会有鱼鹰衔着鱼游向鹰排，老张在
喜眉笑眼点评每只鱼鹰的同时，把它们喉囊中的鱼一条条挤出
来。笑容洋溢在他的脸上。他说，我国驯养鱼鹰捕鱼有一两千
年历史了，老辈人讲，一只勤快的鱼鹰往往能养活一家几口人。

下午 3时，是老张固定的喂食鱼鹰的时间。他总是亲手喂
食，“捉住大鱼的一定要奖励它多吃。它感受到了你对它的好，
干活才更有劲儿！”

生活困难时期，老张就是凭着放鹰供养了一儿三女读书、成
家。而今每到捕鱼季节，往往提前数日就有人预订他的鱼。

岁月如梭，老张放鹰捕鱼也有 50多年了。昔日息县成群的
放鹰人，如今只剩下两个。几十年间，老张还干着孵育雏鹰的活
儿，但近些年他孵出的鱼鹰，多销到了皖浙一带湖泊众多的地
区，一些景区有鱼鹰捕鱼表演的，也来找他买。

老张家院子里，养有10多只母鸡。老张说，被驯化的鱼鹰啄
鱼是好手，却没了孵育本能。几十年里，他孵出的雏鹰全是抱窝
母鸡代劳，再由他一只只像对婴儿一样饲喂。

低矮暗黑的屋里，两只老母鸡分别孵着七八只鱼鹰蛋；白炽
灯下的一个盖着旧棉袄的窝里，有三只叽叽待食的雏鹰。老张
把剁碎的鱼肉小心翼翼往雏鹰嘴里抿着，说：“鹰是直肠子，饿得
快。雏鹰更不好养，半夜还得起来喂三次呢。”

精心饲喂的鱼鹰知道跟主人亲，繁殖期却厉害。老张伸出
喙痕累累的双手笑着说：“这都是这几只公鹰干的好事儿！”老张
从不打骂他的这些鱼鹰，几十年间，他从没吃过一个鱼鹰蛋。

天亮出门，深夜归宿。老张年纪越来越大，用鱼鹰捕鱼也显
得老土，儿女们几年前就劝他放下这行当，老张却一再劝在外打
工的儿子跟他学这门技艺，最终却谁也说服不了谁。

“这可是延续上千年的生活技艺啊，要不为啥央视都来给俺
拍片呢？啥时候俺干不动了，这方圆几百里恐怕连鹰都看不到
了……”

天淡暮烟碧，落日水熔金。望着夕阳下在水面上跳跃着的
鱼鹰，老张怅然若失。在他心中，鱼鹰就是家里的人，他放不下，
更舍不得。1

□包广杰

清光绪十
一年 (1885 年)农
历六月二十三，台北
知府陈星聚因忧劳成
疾，在任上病逝，时年69岁。

闻讯，台北民众纷纷前来祭
奠，很多人在灵前泣不成声。悼念持
续多日，百姓还是往来不绝。无奈，陈星
聚的亲眷把他一只朝靴悬挂府门，表示
和台北人民情同手足，另一只穿走回归
故宗，悼念活动才告终止。与此同时，台
北的同僚及乡绅还联名奏请清政府，要
求对陈星聚旌表晋级，还为他修建了一
座“陈公祠”，要年年追悼祭祀。光绪帝
下诏追封他为三品道台，并允“御赐祭葬
如例”——墓葬规格可以按三品道台的
标准执行。

一个知府，何以令百姓和风雨飘零
中的清廷如此敬重和不舍呢？

一

陈星聚出生在河南临颍一农家。他
的父亲务农为业，农闲时做个小买卖，勉
强供应陈星聚读私塾。陈星聚聪明好
学，年纪轻轻就考中秀才，32岁那年又中
举人。

从同治三年，陈星聚8年多的时间，
先后在福建顺昌、建安、闽县、仙游、古田
等五县任知县，由于政声卓著，闽浙总
督、福建巡抚表彰他“洁己爱民，实心任
事，会荐卓异”，福建省督抚沈文萧、王文
蕙二公称他为“纯儒循吏”。不仅如此，
他的爱民、亲民事迹更是受到百姓们的
广泛称颂，曾在顺昌、古田两地给他建立
生祠。

生前立祠，是百姓对古代官员最好
的褒奖。

他第一次被立生祠，是山中匪首为

其所立。1864年，陈星聚刚到顺昌县，
就遇到江右之乱。闽浙总督左宗棠督
促福建方面发兵围剿已盘踞多年的匪
寇，陈星聚力主先用劝导之法，并不顾
个人安危，轻车简从，深入九龙山匪巢
面见匪寇，斗智斗勇，感化了匪首，化解
了“二十余年间远近不得安宁，百姓以
此为患，官府对此也束手无策”的匪
乱。事后，心悦诚服的匪首给陈星聚立
了生祠。

第二次被立生祠，是古田县的百姓
所为。古田县水口乡面水背山，土地贫
瘠，百姓生活非常艰苦，平常靠接上游木
植为生，但却被邻县乡绅强夺。陈星聚
倾注了极大心血，在两县之间奔波、调
停，终于为本县百姓争取了应有利益，并
彻底化解了两地百姓之间的积怨，县民
万分感激，为他建了生祠。

在建安县，当地人与外来人冲突不
断，陈星聚悉心调解，使大家和睦相
处。他又捐献除正俸之外的养廉银，增
建仕子应试考场，创立书院义塾，使该
地变成了文风蔚然之地；仙游县有“素
好打官司”的县俗，且械斗之事经常发
生，陈星聚一到任就亲赴各乡委婉劝
导，苦口婆心劝谕他们要以读书、耕田
为乐，还亲自编写“八戒十劝诸歌”，要
他们相互传诵，后民风大为改观，百姓
视其“亲如家人”。

素有“八闽首邑”之称的闽县，拱卫
着省城福州，历史悠久。但历任知县自
知在省府脚下，官小力薄，不敢得罪达官
贵人，以至于积案甚多，民怨极大。陈星
聚上任后，不畏权势，从清理词讼开始，
公正处理了很多积案冤案，端正了办案
风气，受到了百姓的称颂。

二

1883年 12月，中法战争爆发后，法
国远东舰队从越南北部海域气势汹汹地
打到中国东南沿海，清朝海军一败涂地，
毫无还手之力。

此时的陈星聚已跨越台湾海峡，在
台湾任职12年了。

从两度担任台湾府淡水厅同知（正
五品），到任台北知府，从上任伊始的废
除陈规“埋葬税”，从捐养廉银、购旧屋建
养济院、容纳贫废疾穷，到光绪六年大灾
时，来不及请示就果断地开谷仓赈灾，并
捕获盗首吴阿来，兴建台北城……桩桩
件件，都是陈星聚为台湾人民办的实事、
大事。

当时，摆在他面前的难题是，如何抗
击来自海上的法国侵略者。

此前，台湾与大陆的海运交通就被
侵略者的坚船利炮封锁、隔绝，而北洋舰
队却按兵不动。在这十分危急关头，这

位年已 68 岁的
知府义愤填膺，决

心与台北共存亡。
他让全家老小十余口，

团团围坐在府衙后花园
的水井旁，准备一旦城破即

全家投井殉国。他本人则日夜
守在海防前线，激励士气，督战指

挥，英勇抗击侵略军。台湾军民在他
的激励和全国人民的声援下，严守淡水，
几次击退自基隆向台北进犯的法军，保
住了台北……

三

中国人讲究入土为安。从中原到福
建千里迢迢，路途艰辛，从 47岁出任知
县，8年间，陈星聚一直没有机会回故里；
跨过台湾海峡以后，他更是没有机会回
乡看望父老乡亲。

陈星聚的遗体在部属及家人的陪护
下，从台北渡海至福建，转入运河到河南
西华逍遥镇，又陆运辗转至临颍老家。
他的墓园始建于清光绪十一年（1885
年），4年后落成。占地面积 17360平方
米的纪念馆馆区（包含有当年始建的陈
星聚陵墓），于 2009年 3月 31日举行了
落成典礼。国内名人学者，台湾知名人
士以及陈星聚在台的后人、台湾普通民
众参加了祭拜。

如今，陈星聚纪念馆每年都要吸引
省内外数以万计的游客和台商台胞来此
参观，已成为两岸文化交流的一个平
台。纪念馆前，赫然矗立着一尊高大的
雕像。赭红色的基座上，一个银发苍苍、
精神矍铄的老者，表情肃穆、目光深邃，
好像在凝望着前方的万里海疆，他的左
胯旁是一匹白色战马。史载，他临终前
交代：死后不穿戴文官帽服，要手持宝
剑，即使到了九泉之下，也要随时抗击侵
略者。8

□邢隽雨

4月底，“中国好人”汪太银把100件反
光“黄马甲”送到了郑州市金水区环卫工人
手中。这是他专门为环卫工人定制的，刚
刚从服装厂拉出来。他握着一位环卫工人
的手说：“过些天我还会来，再为你们送
100件！”

年逾花甲的汪太银出生于商丘市梁园
区。自幼喜爱书法的他，由于家中兄弟姊
妹众多，高中毕业就回到家乡当起了农
民。然而，他对书法的爱好执着如故，除早
晚练笔之外，还主动为村民写春联、当红白
理事会的执笔人，是十里八村出了名的“书
法家”。

为了提高自己的书法水平，2005年，
汪太银只身来到郑州，在郑州北茶城的文玩
店借用他人的桌子摆起了书摊，每日以字会
友。2008年汶川地震那会，他主动联系到
慈善机构，希望通过自己的一技之长，为灾
区群众尽一份绵薄之力。令他颇感意外的
是，短短几天时间，他的书法作品竟然卖了
四万多元。他把这些收入全部捐给了灾
区。他说：“这是我第一次做公益事业。我
知道我当时的字并不值那么多钱，但这件事
让我明白：我只有努力把字写好，才能对得
起大家。”

当时，汪太银没钱在郑州租房，但为了
提高自己的书法水平，他坚持每周六搭车
从商丘赶来，周日再搭夜车回去。正是这
次参加汶川地震公益慈善活动，让他有了
坚持多年的信念：要在公益路上走下去。

为了尽可能把节省下来的费用用于公
益慈善活动，他开始在郑州的城中村租
房。在那段日子里，他起早贪黑勤学苦练
书法技艺，稍有收入，他就会想方设法扶贫
济困。他说：“如果不是做公益慈善，我很

难想象我那些字值4万多元。”
2010年，随着他的书法作品得到越来

越多人的认可，蜗居郑州的汪太银终于有
了自己的工作室。虽然不用再在外面风吹
日晒了，但他那颗“做慈善、当好人”的心却
愈加炽热。他给自己制定了规划：每年除
了在河南境内到孤儿院、敬老院等做公益
慈善活动，还要去省外从事公益活动，并在
公益活动中推介中原文化。“无论走到哪
儿，我都是一个骄傲的河南人。”

从此，汪太银踏上了他的“中国行”之
路。每到一个省份，他至少会在偏远山区
或贫困地区待上十天半月，他现场挥毫泼
墨，捐赠钱物。为了更好地为偏远地区的
贫困儿童提供服务，他还和几家私营服装
厂的老板签订“协议”：用他的书法作品换
取衣物，赠送给需要的人。仅 2017年，他
就向山区贫困儿童捐赠了价值7万余元的
服装。

从没有当过兵的汪太银，还有着强烈
的军营情结。近年来，他还不断到军营连
队为那里的官兵写书法作品，激励战士们
听党指挥，保家卫国。

2015年，汪太银入选“中国好人榜”，
成为一个“中国好人”。同时，一首赞扬他
做公益慈善的歌曲《你是一个好人》，也在
网络上传唱开来。

近年来，因为从事慈善事业，汪太银先
后收获了商丘市道德模范、感动商丘十大
新闻人物、河南好人等荣誉，他的足迹也踏
遍了祖国的大江南北。每到一地，除了展
示自己的书法作品，就是向当地孤儿院、敬
老院捐款捐物。同时，他还会把自己书写
出版的《中国梦》《在路上》《千字文》《弟子
规》等弘扬主旋律、传递正能量的书籍捐赠
给当地学生和社会各界人士。他说：“我就
是要坚持不懈地做公益事业！”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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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素描

水上放鹰人

□本报记者 刘向东 本报通讯员 余江

用鸬鹚捕鱼的老张年岁越来越大了，儿女们

劝他放下这行当，他却一再劝在外打工的儿子跟

他学这门技艺，最终谁也没说服谁。

望着夕阳下在水面上跳跃着的鱼鹰，老张怅

然若失。在他心中，鱼鹰就是家人，他放不下，更
舍不得……

善行天下

□尹晓玉

4年多了，每周三、五晚上 6
时许，结束一天工作的音乐教师
王静都会奔波在路上。经常来
不及吃晚饭的她，会在车上随便
吃些方便食品，从漯河一路奔波
赶到舞阳。因为这两天晚上，会
有 30 多个乡村孩子等着她去授
课……

“好些对音乐一无所知的孩
子，现在都能有模有样登台演出
了。”今年30岁的王静，音乐学院
毕业后，曾签约我国香港一家知
名民乐组合。2012年，一心想要
从事民俗音乐教育的她回到家
乡漯河后，在一所高校担任竹笛
老师。2014年夏天，王静在一所
乡村小学给孩子们上了一节音
乐课。课堂上，她发现很多孩子
连最简单的音阶都无法完整地
唱出来。

“可他们有着很强的求知欲，
而且不少孩子还不乏音乐天赋。”
王静当时就萌生了做他们的启蒙

老师的想法，为他们打开一扇门，
带领他们感受民俗音乐魅力。于
是，她主动联系漯河市乡村音乐
支教协会，开始走上乡村音乐支
教之路，教乡村的孩子用笛子、
箫、葫芦丝等民俗乐器演奏。

为了让更多农村孩子学习民
俗乐器，去年秋天起，王静还带队
在一些偏远农村学校实施“万人
葫芦丝公益教学”计划。她和其
他支教老师一起，对十几名农村
学校的音乐老师进行了葫芦丝教
学培训。如今，已有 300 多名农
村孩子在学习葫芦丝演奏。“按照
计划，我们争取在 2019 年 5 月
前，培训农村民族管乐教师 120
人，教授学生 12000 人左右。”王
静说。

舞阳是贾湖骨笛的发源地，
也是笛子文化的故乡。为了让更
多孩子了解、传承笛子文化，当地
文化馆一直想成立一个少儿竹笛
班，却一直找不到合适的老师。
他们偶然了解到王静支教的情况
后，找到王静说出了想法，王静爽
快地答应为他们进行公益教学，
每次两个小时，分文不取。即便
遇到恶劣天气，道路难行，她也从
没有缺席过一节课。

“我 8岁开始学习竹笛演奏，
这么多年来，几乎每天笛不离
手。竹笛对我来说，已经成为生
命里的一部分。能有一个到笛子
文化的故乡去传授笛艺的机会，
我非常开心。”王静说，只要孩子
们需要，她就会一直教下去。

短短4年时间，行走在乡村音
乐支教道路上的王静，已累计无
偿教学150多天，授课学生300多
人。“乡村支教是一份虽苦犹甜的
工作。农村的音乐教学之路还很
漫长，未来我希望能继续用自己
的力量，让更多的农村孩子能收
获音乐带来的快乐。”王静说，她
的愿望就是做一名民俗音乐普及
者，尽己所能把民族的艺术传承
下去。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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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纯儒循吏”
陈星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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