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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婚生子，人生大事。在我们豫东的习俗中，办一场喜庆热
闹的婚宴，请来亲戚朋友街坊四邻共祝美好，预示着一个幸福新
家庭的开始。我的堂哥成坤家三代人在不同时代的婚宴，反映着
生活的水平，也折射着社会的变迁。

上世纪70年代初，堂哥成坤众称一个“帅”字。他白白净净，
浓眉大眼，1.78米的个头，一手精巧的木匠活儿，是十里八村众多
姑娘心仪的对象。那年，经红娘牵线，他和邻村的妇女主任相恋
了。成坤欣赏姑娘的聪明伶俐、勤劳秀气；姑娘看中了成坤的敦厚
真诚、高大帅气。半年热恋，婚期定在了国庆节。佳期到来之前，
成坤挨家送喜糖，邀请乡亲帮忙赏光。于是，大人们到各家各户借
桌子、抬案子；小孩们扛板凳、搬椅子；女人们择菜剥葱、布置新房，
忙个不停。十月一日中午时分，新娘被一辆两轮马车接来了。鞭
炮放过，新人入洞房。婚礼主事宣布：“按照咱村的规矩：帮忙归帮
忙，忙完就散场。因为咱村生活条件差，婚宴只招待远道的客人。”

那时，婚宴上喝的是几角钱一斤的红薯干白酒；菠菜豆腐拌
粉条，肥肉块炒萝卜丝，无非就是家常菜，虽也有“四碟六碗”之
说，却素多荤少。无奈那些本村窜忙人，只有站着看的份，直看得
口内生涎，腹中响亮。而坐桌的“远道客人”则恨不能一筷子下去
叨尽盘中肉，那个馋啊！

10年过去，上世纪80年代初，成坤的弟弟成良赢得了一位
年轻女乡医的芳心。二人都是党员，婚期便选定在了七一建党
节。那时候，国家提倡移风易俗，新事新办。接亲时，家里借了辆
新的二八型永久牌自行车，车前扎了一朵纸做的大红花，这就是
时尚的婚车了。

迎亲的队伍也是由自行车组成。十几辆自行车一字排开，车轮
滚滚，铃声阵阵，那叫一个威风。亲友们从四面八方会师在公社院
内，公社团委书记、妇联主任分别在婚礼上致贺词。新人双方交换结
婚信物，成良送给新娘一个红色塑料皮笔记本，新娘送给成良一支
英雄牌钢笔。迎送的人们个个精神抖擞，意气风发，高呼着“移风
易俗，破除四旧”的口号，大家忘却了疲劳，忘却了炎热。在我的记忆
里，成良的婚宴，其实就是到场的女人每人一块糖、男人每人一支烟，
然后给客人每人盛一碗烩菜发俩馍，不设桌椅，没有酒水，各自找个
地方蹲下来呼噜噜吃了，不管吃饱吃不饱，吃完撂下碗筷走人就是。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1996年，成坤的长子红光到了结婚年
龄，自由恋爱结识了致富能手紫霞。

知道儿子恋爱后，成坤拿出积蓄并借了些钱新盖了三间瓦
房……结婚时，他给我打来电话，让我提前一天到家帮忙，还对我
说，现在桌凳、锅盆、筷子都在村里租赁了，打个电话，宴席上所用
的一切全部送到，亲邻朋友再不用跑遍全村去借了。

红光的婚宴办得红火，厨师请的是大师傅，吃的是本村地里
产的蔬菜，鸡鸭鱼肉，一样不缺。

披红戴花的轿车在鞭炮声中把紫霞娶到家，举行了仪式，婚
宴开始，全村男女老少一齐入座，婚宴进行了两个多小时，来宾们
吃得尽兴，玩得满足。

今年元旦，成坤又是一个电话把我唤回了家，他要为孙子举办
婚礼了。他的孙子和孙媳妇同班读研，两情缱绻，结下不解之缘。
虽然孙亲家为俩孩子买了房和轿车，但婚礼还是在成坤家举行。

结婚那天，一辆敞篷车在前面开道，车上照相的、摄像的，忙
着抓拍镜头；一辆加长红旗小轿车紧随其后，新娘和伴娘坐在其
中；后面跟着一溜儿汽车，上面坐着迎娶和送亲的亲戚朋友。车
队缓缓进村时，村民们都纷纷笑着迎上前去……

婚礼结束，司仪宣布：各位父老乡亲，各位亲朋好友，今天主
人把婚宴安排在县城，还租来了三辆客车，敬请各位嘉宾上车。

婚宴热闹红火又俭朴大方，菜品绿色精致又具地方特色。
大家夸婚宴办出了时代气息时，不由我浮想联翩：我参加过成坤
家4次婚礼，从“马车娶亲”到“自行车队迎亲”，从“轿车接亲”到

“车队娶亲”；从一块糖一支烟、一碗烩菜招待，到团团围坐吃酒
宴，改革开放 40年来，成坤家的婚礼婚宴发生了多大的变化
啊！我还期待着他重孙子的婚宴呢！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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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冻凤秋

20多年了，冯骥才一直惦念着画家李伯
安和他的《走出巴颜喀拉》。

5月22日午后，在天津大学冯骥才文学艺
术研究院那座满墙爬山虎、绿意葱茏的高大建
筑里，在那间散发着古雅书卷气息的会客厅
里，76岁的著名作家、画家、文化学者冯骥才
搁下手头正在创作的长篇小说，搁下古村落保
护的诸多事物，接受本报记者专访。

得知河南美术馆正在举行李伯安画展，他
说，我很高兴河南人民没有忘记李伯安。河南
本来就是文化大省、文化强省，中州自古就是中
华文明的腹地，能看出自己的宝贝，懂得珍惜本
土的英才。因为这个展览，我对河南充满敬意。

20年来，李伯安及其创作的《走出巴颜喀
拉》得到省委、省政府的高度重视，被评价为以
工匠精神倾注心血打磨精品的杰出典范。画
作曾相继在北京、上海、郑州、广州、深圳、重
庆、太原、西安等地展出，在全国范围内引起强
烈反响。每年，省委宣传部和社会各界都会组
织相关的画展、研讨会和纪念活动，河南美术

出版社相继推出《李伯安画集》《逝者如斯——
画家李伯安资料集》《李伯安水墨人物长卷
〈走出巴颜喀拉〉及其手稿》等。在李伯安去世
20周年之际，为期一个多月的“二十世纪杰出
的现实主义画家——李伯安作品展”在河南美
术馆举行，这是建馆以来规格最高的展览之
一，开幕式和研讨会上，来自中国画院、中国美
术学院等全国各地的知名专家学者对李伯安
的艺术及其精神进行了深入探讨。

他问：展览结束后，能不能把《走出巴颜
喀拉》复制品长期陈列？他又问：能不能有一
个家，一个李伯安美术馆，可以永久地展示这
幅经典作品？这是他的心结。

自1995年与李伯安初见，只不过一面之
缘，只不过看了画作的放大照片，冯骥才就直
觉到一种天才的气息，他认为这是一位当世
非常伟大的艺术家。他鼓励李伯安画下去，
承诺画作完成后为他在中国美术馆办画展。

三年后，当得知李伯安因为连续数小时作
画，累倒在画室门口，留下未完成的杰作时，他
震惊，痛心，惋惜。那时，他和李伯安一样，深
受颈椎病之苦。几米远的路都不能走，有一

次，晕了8个小时，感觉天旋地转。但奇怪的
是，等李伯安画展在中国美术馆开幕时，他的
颈椎病竟然奇迹般地被医好了。他约了几位
朋友一起去看画展。他看到画家的血肉和灵
魂都融进了这幅画里，他看到中华民族灵魂的
深刻呈现，看到黄河文明的浩荡闪耀，他挥笔
写下《永恒的震撼》一文，他断言：在中国人物
画令人肃然起敬的高度上，站着一个巨人。

那时，他甚至想写一本《李伯安传》，像法
国作家罗曼·罗兰写《贝多芬传》那样，以一个
画家的角度，用画家的感觉，写出画家李伯安
心中那些“大太阳的夏天，刮风的夜里，流动
的光，闪烁的星辰……”他说不清楚自己为什
么那么激动，后来，当他忙于民间文化遗产保
护工作，身陷在千头万绪的事物中时，他觉得
自己是在漩涡里，成为一个思想的机器。他
挣扎，痛苦，焦虑，他觉得自己像俄罗斯作家
阿·托尔斯泰笔下那个在奶罐中苦苦挣扎的
老鼠。但正如故事中所写，在这不断的挣扎
中，奶竟然变成了奶酪。他由此意识到，对艺
术家来说，向着艺术高峰攀登是困苦的，但这
个过程中会有很多意外的收获，会有灵感的

突然降临，会有才情的闪亮爆发，这是只有真
正纯粹的艺术家才会得到的快乐。

在冯骥才心目中，李伯安就是一个无比纯
粹的艺术家。在艺术市场化的当下，画作的价
值和市场价格并不对等，当很多人放弃对艺术
本身的专注和追求，而去学习各种炒作技巧
时，真正的经典就会被忽视，被冷落。也因此，
李伯安的巨作没有得到更广泛的关注。在他
看来，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文化大厦是要靠
一些伟大的作品和伟大的作家、艺术家来支撑
的，任何时代的创造最终还是要落实到经典。
我们理应把《走出巴颜喀拉》放在文化的金字
塔塔尖上。它诞生在有着悠久灿烂历史的中
州大地，它也理应在这块土地上被珍视，珍藏。

过往的20年，冯骥才数次呼吁建立李伯
安美术馆，他说，我们一定要想办法把这件事
做成！这比举办一两个文化节、文艺晚会，比
搞一般的文化设施要更有意义！

他期待不只是美术界，不只是文化界，社
会各界有识之士都来关注、支持这件事。

起身告别的时候，他眼里怀着希望的
光。1

很高兴河南没忘记李伯安

种种原因，他们成了贫困
户。是“等、靠、要”，还是用自己
的双手摆脱贫困？前不久，记者

在国家级贫困县栾川走访了多个

建档立卡贫困户。他们就像村口

的标语上说的：脱贫不等不靠，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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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刘向东 本报通讯员 李艳 张瑜嘉

“不忙咋能脱贫”

淅沥的晨雨并没有影响协心村贫困户齐延武蹬三
轮车卖豆腐。

七口之家，两个老人、三个小孩，全靠齐延武夫妇
照顾，因此齐延武也一直没有外出打工。2016年6月，
当他得知贫困户可以用“到户增收资金”发展项目时，
便报了名，在镇上的豆腐坊当起了学徒。泡豆、磨豆、
煮豆浆、点卤水……每个步骤，齐延武一点点记了下
来。一个多月后，他“出师”开了间豆腐坊。很快，街坊
邻居认可了他的豆腐。

老话说“人生三苦”，撑船打铁做豆腐。每天凌晨1
点多起床忙活，早上6点做好豆腐后，齐延武要骑20分
钟三轮车到镇上卖。一上午，能卖一二百斤。

做豆腐，冬天最难熬。在寒风里卖豆腐，齐延武手
上、脸上长满了冻疮。但一天能挣200来块钱，他还是
高兴。齐延武做豆腐，妻子用豆渣养黑猪。一年辛勤
劳作，2017年底，这个家庭脱贫了。今年春节前，他们
卖掉了3头黑猪，腊月十八到腊月二十九，每天都能卖
出400斤豆腐，着实挣了不少钱。

那些天，买他豆腐的人排起了长队。
“越忙越开心，不忙咋能脱贫奔小康呢？”齐延武

说，豆腐坊只是他奔小康的第一步。“等攒够了钱，我就
到景区开家庭宾馆，挣更多的钱，供孩子们都上大学！”

“俺要盖起二层楼”

雨越下越大，仓房村的张长庆还在地里干活儿。
他的身世令人唏嘘：6岁离家流浪，18岁讨饭讨到栾川
县，遇上了张福成夫妇。膝下无子的张福成收留了他，
还给他娶妻成家。感恩养父母，张长庆立誓不让老两
口受罪，给二老养老送终。

勤快的张长庆在外打工是把好手。可两位老人先
后患上糖尿病、心脏病，一年几次住院，张长庆再也出
不去了。有着6口人的家，生活一天不如一天。

从地里回来的张长庆浑身泥点子，胳膊肘和裤子
上满是泥巴。2015年，他利用扶贫政策资金上了养猪
项目。同时，还在十几公里外的景区揽下了每天三次
拉泔水的活儿。早出晚归，加上要饲养20来头猪，时间
被分割得七零八落，想干庄稼活儿，不挤时间不行。挤
出来的时间，还有其他用处：到附近豆腐坊拉豆腐渣，
晒干、装好、存起来，以备冬天喂猪用。偶尔长一点的
空闲，张长庆还会在附近打零工。

养猪、打零工，张长庆每年有近2万元收入。妻子
李花玲也没闲着，做好一日三餐，就去景区当保洁员，
每月有一份固定收入。

去年，张长庆一家在政府的补贴下，盖了一溜儿五
间房。房子的一侧，特意建了个楼梯。一层房，为啥要
建楼梯呢？记者好奇，张长庆笑了：“脱了贫还要致富
嘛！先留着楼梯，早晚俺会把二层楼盖起来的！”

“麻将场种不出蘑菇香”

从麻将室的常客到脱贫致富示范户，红庙村的王
朝峰用了一年多时间。

还未进王朝峰家门，机器轰鸣声已传入耳中。院
里三间平房，浓郁的蘑菇香味扑鼻。“去年卖了两茬，尝
到甜头了！这是今年第一茬儿。”王朝峰的妻子杨彦会
笑着说。婚后靠开农用拖拉机和外出务工赚钱的王朝
峰，小日子过得还算可以。但有了俩孩子后，开支越来
越大，两口子常为琐事争吵不休。心烦的王朝峰染上
了打麻将的恶习，终日坐场，彻夜不归。2016年，他家
成了建档立卡贫困户。

王朝峰破罐破摔，驻村帮扶干部却对他十分上
心。上门宣传政策、做思想工作、帮助谋划项目，帮扶
干部往家里跑得多了，王朝峰夫妇渐渐起了劲儿，看中
了种香菇的项目。不过，几万元的资金投入，又让两口
子犹豫。“只要你俩有脱贫的志气，钱不是问题。”驻村
第一书记的承诺，让王朝峰大着胆子贷来款。买锯末、
装袋料，建大棚、学技术……两口子日夜忙碌。

“想致富就要吃得了各种苦，咽得下各种酸。”常对
人介绍脱贫经验的王朝峰，忘不了那段日子的艰辛：夫
妇俩在大棚里一站十几个小时，累得腰酸腿痛，还常顾
不上做饭，就在大棚里喝着凉水啃馒头……2016年夏
天一场瓢泼大雨，一个大棚被积水压塌了。为了不损
坏架上的香菇，夫妻俩正用手撑着塌
下来的棚顶时，一旁放着的刺孔机斜
倒下来，硬生生把杨彦会的小腿肚
扎得鲜血直流。

渡过难关，甜美的收获
来到眼前——香菇袋料

从1万袋发展到3万袋，大棚从4个扩建到7个，借的
钱、贷的款还上了，还有了几万元盈余。

“被人推着更不能后退”

中午时分，雨渐歇。王梁沟村，养牛人杨红伟正在
牛棚里添草料。他一边添，一边摸着栏里的小牛；小牛
也伸着舌头舔着他的手。摸，是杨红伟和牛交流的方
式。因为先天性白内障，他的两眼视力几乎是零。不
幸的是，儿子和他患有一样的眼疾。

多年来，杨红伟夫妻俩在地里使足了劲儿，生活还
是没起色。2016年6月，村干部给杨红伟带来消息：贫
困户可以申请贴息贷款，动员他贷款多养几头牛。

长居深山的杨红伟没啥手艺，对养牛却不陌生，他
原本就养着两头。“有人推着你往前走，你更不能往后
退！”杨红伟说，他答应村干部的当晚，一夜没睡。他盘
算着，既然养就多养些，也好让家人早点过上好日子。

申请了政府贷款，向亲戚借了几万元，杨红伟把牛
买回来了。别看他视力不好，养牛却一点儿不含糊：春
夏季节，他会把牛赶到山坡上散养。牛上山时，视物不
清的他就跟在牛后面，“跟着牛，俺也不会走错路。”饿
了吃点馒头，渴了喝两口山泉。放牛过程中，杨红伟还
有额外收获，挖草药，“去年俺挖菖蒲挣了2000多元
哩！”

为方便照顾牛，杨红伟夫妇整个冬天住在牛棚
里。下雪天，他拉饲料喂牛不方便，就趁天好时铡了上
千公斤草料垛在牛棚边。

杨红伟养牛也有发愁的时候，那就是常有牛在山
上离群走失。去年找最久的一次，用了两天三夜。妻
子在前面带路，发现牛蹄印了，由他来分辨，先摸大
小，再摸干湿程度，
判断牛出走的方

向和时间。最后，两人翻山越岭寻到邻县一个山谷里，
才发现了自家的牛。一声吆喝，牛回到杨红伟身边时，
他瘫坐在路边抱着牛腿哭了。

2017年春节，杨红伟卖了6头牛，还清了贷款和外
债，还有了两万元存款。“继续养牛！”杨红伟有了新计
划：夏天时再买两头新品种“白牛”——“这种牛收购价
高，我先养两头，有经验了再慢慢多养。养多了，俺家
的好日子也就有了！”

“好日子都是干出来的”

妻子常年有病，两个孩子年幼。常门村的周红涛
肩上担子很重。

前一天，他刚把种植的天麻又卖了些，换回了
2000多元，觉得轻松了不少。36岁的周红涛，是乡亲
们眼里“肯出力、会干事儿”的人，只要能找到好的致富
门路，日子一准儿能过到别人前头。

周红涛懂电焊，也曾四处打零工，但收入一直不稳
定。妻子前些年患上了间歇性精神疾病，得时时提防
她发病时伤了她自己、伤了孩子……周洪涛被牢牢

“拴”在了家里，生计成了问题。
2016年，在扶贫干部的帮助下，周红涛种起了中

药材。每天天不亮，妻子、孩子还在睡梦中，周红涛就
扛起锄头上山刨坑种药了；天刚亮，他得赶紧回家做
饭，给孩子穿衣洗漱，喂妻子吃完药后，再“哄”妻子带
着孩子到院里玩。一切安顿好，再上山……就这样，周
红涛每天需要数次上山。别人十来天能干完的活，他
需要一个多月。

种上了猪苓和天麻，周红涛管护得比别人格外上
心。夏天药材怕晒，他就薅草给它们“搭凉棚”；秋天药
材怕涝，他就挖水渠排水；入冬常有野猪来糟蹋药材，
他就在药田拉起铁丝网，每晚安顿好家里的事后，他还
要拿起手电筒再上山转转。

山里的冬天奇冷，周红涛常蹲在地头打哆嗦。“跺
跺脚，扯开嗓子喊两声，暖了身子，还吓跑了野猪，两全
其美。”他笑说，要让药材不受罪，自己就得受点罪。

辛苦，也有甜蜜收获。当他把180窝天麻刨干净
时，心里如同灌了蜜。他说，他头一批把大个的先卖了
3000多元，没想到剩下那些小个的，又给他挣了2000
多元。“地里还有130窝猪苓呢，一出手，又是几千元收
入！不干，咋能有这收入啊？”

“幸福还得靠勤劳”

傍晚的河滩到新南村的路上，一个佝偻着腰的老
人，一瘸一拐赶着一群羊走了过来。

他叫苏留长，是新南村的建档立卡贫困户。天生
残疾的他，干活儿困难。多年来，除了照顾智力有残疾
的妻子，还要照顾两个孩子……

生活不易，身为家里顶梁柱的苏留长，近两年却用
残缺的身躯将这个家经营得有声有色。他说：“其实俺
命挺好的，娶有媳妇，还帮儿子娶了媳妇。现在，俺还
有了孙子孙女，很知足呢！”

为了谋生，苏留长早年当过木匠、修鞋匠。为了赚
钱，他常背着工具，跛着腿拄着木棍走村串乡吆喝着帮
人修鞋。2010年，一个亲戚见他生活困难，送给他一对
羊。在他的精心照料下，两只羊第二年变成了四只。

苏留长高兴坏了。他在心里盘算着：一年四只，两
年八只……要不了几年，羊不就多得数不过来了吗？
苏留长专心致志做起了“羊倌儿”。每天天蒙蒙亮，他
都会先到地里干一会儿活，回家给妻子做好饭，收拾妥
当后再到地里干会儿活，上午10点左右，带上馒头和
水，和妻子一同开始每天将近8个小时的放羊时间。河
滩，荒坡，一天至少要赶着羊走五六公里路。

苏留长养羊纯天然，因此他的羊格外受商贩青
睐。2017年，他卖了12只羊，轻轻松松赚了6000多
元。今年他这些羊里，有20多只母羊在繁殖着……

苏留长脱贫致富有了希望。成家立业的儿子怕他
身体吃不消，劝他把羊全卖了，他不肯。他说：“不养
羊，让俺整天瞎闲转可不中！趁俺还能干动就多干点
儿。小车不倒只管推，幸福生活靠的就是勤劳！”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