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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子建

在许昌市魏都区孙庄社区，提起 61 岁
的徐晓兰，左邻右舍不约而同跷起大拇
指。她多年来尽心尽力照顾卧床不起的公
公、婆婆，用实际行动传承了孝道文化，践
行了尊老敬老的传统美德。前不久，徐晓
兰再次被评为区里的“孝亲敬老之星”。面
对这一荣誉，她说：“尊老敬老是儿女的责
任和义务，也是头等大事。钱可以少挣，但
孝敬父母不能等、不能拖，否则会后悔一辈
子。”

徐晓兰的公公今年 85岁，10多年前不
幸患上脑梗，有时哭有时笑，情绪十分不稳
定；她的婆婆 82岁，患有老年痴呆症，长年
卧床不起，生活不能自理。

作为家中的长嫂，徐晓兰主动放弃了
工作，专心在家伺候两位老人。公公爱吃
饺子，婆婆爱吃面叶，为了让两位老人都吃
好，徐晓兰每天中午都要分开做饭，先给公
公包好饺子，下锅煮熟，让弟媳喂公公吃
着，自己再舀水和面，给婆婆做饭吃。

“俺家有个规矩，第一碗饭盛给老人
吃，然后，其他人才能端碗吃饭。为两位老
人做可口的饭菜，真正让他们吃好、吃饱，
是晚辈应尽的义务。看到老人吃得那么香
甜，再苦再累都不算啥。”徐晓兰说。

得益于徐晓兰的悉心照顾，两位老人
面色红润，衣衫干净。在两位老人的房间，
床单、被褥总是干干净净的，没有一点儿异
味。卧床 10多年的婆婆，身上竟没有生过
一次褥疮。天气晴好时，徐晓兰还总会让
公公坐在轮椅上，推着他出门转转，晒晒太
阳。

“孝顺是咱的传家宝。晚辈孝敬长辈，
这是天经地义的。”徐晓兰说，这些年来，在
外工作的孩子们周末回到家里，第一件事
情就是把买回的水果拿给两位老人吃，然
后就主动上前帮助她涮洗衣物、整理房间，
一大家子人和和睦睦的。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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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家庭农场
和它的家庭成员

□本报记者 刘向东 本报通讯员 张增峰

188座塑料大棚，500多亩流转来的耕地。在民权
县野岗镇东芒岗村，有这样一个家庭农场：它以西瓜育苗
为主，种瓜种菜种粮食，还是县里的“优秀帮扶基地”——
每天都有几十个乡村留守老人和贫困户在这里劳作；
2017年初，它还吸纳了 376户贫困户入股，并在今年初
进行了第一次分红。

农场的经营者李玉姣，是一个回乡创业的 80后，也
是一个被乡亲们称赞的“巧媳妇”。

李玉姣的创业故事，得从 2004年说起。这一年，邓
州姑娘李玉姣与民权小伙李志田在北京打工时相识相
爱，并于年底结为夫妻，共同回到了野岗镇东芒岗村。此
时的李志田家，是村里数得着的贫困户。李玉姣并没有
嫌弃这个穷家，“穷不可怕，好日子都是干出来的！只要
咱肯干，还怕脱不了贫致不了富？”

商机来了。2005年春，民权县植保站引进的西瓜苗
嫁接技术想在当地推广，但世代耕田种粮的村民，对种植
西瓜的积极性并不高。李玉姣得知此事，觉得这是个致
富门路，就有了用自家的两亩多地试种的念头。

说干就干。整地、栽苗，小两口还在地头搭了个窝
棚，日夜精心打理瓜田。每当外聘的技术员来地里指导
时，从没种过西瓜的李玉姣不但细心倾听，还会把注意事
项记在本子上。

有付出就有收获。两亩多瓜田当年净赚了1万多元。
尝到甜头的李玉姣劲头更足了，决定在自家地里育苗，然
后让周边更多农户跟着她一起种西瓜。然而，当她育出
两亩多瓜苗后，问题随之而来：几乎没人愿意买她的苗。

“我知道大伙儿都对我育的苗不放心。想改变他们
的观念，就得先改变我自己的理念。”李玉姣说，她想到的
解决办法是“赊”和“包”。赊，是让农户先免费种植；包，
是她负责西瓜的销售。

农户的种植积极性有了，可具体怎么包销，李玉姣其
实也没谱。但她认定了一个理儿：“做生意得讲诚信，大
不了我自己摆摊卖去！”西瓜即将成熟的季节，李玉姣抱
着几个早熟的西瓜跑了周边多个西瓜市场。优惠的收购
条件，让销售问题解决了。顺畅的销路和不错的收益，也
让赊种的农户取得了可观的收益。随着周边赊西瓜苗的
农户越来越多，李玉姣的胆子也越来越大。她想进一步
扩大育苗面积，却在当地流转不到连片的田地。

“能多种一亩是一亩，收益增加了，人们的劲头儿也
会越来越大。”此时的李玉姣，信心十足。但接下来的两
年里，她却连遭“滑铁卢”——

2008年夏天，她和两个朋友在山东承包了 1000亩
地种植西瓜，当西瓜长到三四公斤时，一场冰雹从天而
降，满地西瓜被砸出了瓤，30多万元借款赔得一干二净；
2009年，她在娘家求亲告友借来10多万元，和丈夫一起
辗转河北沧州种了500亩西瓜，由于土质原因，西瓜产量
不高，一大半本钱赔了进去……

老账没还，新账又添。李玉姣哭了一场又一场，但她
不服输。“回到家，俺还会从头再来的！”坐上回民权的大
巴车，李玉姣把这句话留在了沧州。在当地政府的帮扶
下，回到民权的李玉姣很快流转到了40多亩地进行西瓜
育苗。仍是靠着“赊”和“包”，她的创业之路转机再现，还
清了外债，手头还有了积蓄。

2014年，一个更大胆的想法被李玉姣付诸实施：建
家庭农场。在村里和镇上的支持下，她终于流转整合来
了 500多亩土地。此时的李玉姣，最先想到的是感恩。
她说：“我虽然是农场的经营者，但如果没有村里和镇上
的支持，没有父老乡亲的信任，我流转不来这么多土地。
所以，我会尽我最大的能力把土地利用好，让大伙都受
益。”李玉姣首先想到的是村里的留守老人和贫困户。那
段时间，她挨家挨户“招兵买马”。76岁的李王氏就是从
这个时候开始到李玉姣的家庭农场干活儿的。老人说：

“每天俺就是坐着小板凳在这儿点种、移苗，想干就干，想
走就走。”

30多个正在育苗大棚里忙碌着往苗盘里点种的村
民，看上去年龄大多都在五六十岁。贫困户张全亲喜滋
滋地说，他们的工钱都是按小时结的，需要接送孙子孙女
上下学时，随时可以走；在家闲着没事儿时，也随时可以
来“挣俩零花钱”——“去年俺在这儿摘辣椒，十来天都挣
了两千多块哩！”

说起李玉姣的家庭农场，最来劲的还是村干部吕中
红：“现在俺村的村风好着嘞！想在村里找个闲人都难，
都跑到这农场里挣钱来了，谁还有空坐门口喷空、打牌，
不干正事儿啊？”

“我就是想尽最大的努力帮帮大伙儿。如果他们能
在我这儿脱贫了，也是我为社会做了一点贡献。”2017年
初，在镇政府的协调下，李玉姣的家庭农场接受了当地
376户贫困户入股。对此，李玉姣也有压力和顾虑，担心
自己不能很好地为这些贫困户分红，但更多的还是信心
和承诺：“哪怕我自己再去借钱，也要想方设法保障他们
的最低收益。”

在李玉姣的家庭农场，一处占地数亩的厂房正在建
着。这是镇政府为李玉姣招商来的辣椒深加工项目，“今
年秋天投产了，又可以多安置几个贫困户在这儿长期务
工了。”笑容，写在李玉姣的脸上。1

□翟传海

每每驾驶私家车出行，总想起过去的岁月，想
起年少时魂牵梦绕的自行车。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买辆自行车是多少人的奢
望和梦想啊！虽说当时买一辆自行车还不到 200
元，但别说每天十几个工分只合几分钱的庄稼人难
以实现，就连每月 30 多元工资的“公家人”也极为
不易。一来微薄收入要维持一家老小吃穿，二来那
时所有的商品都是凭票供应。扯布要布证、购粮要
粮票，就连点灯用的煤油都得有点灯用油证。在那
个年代，自行车算得上家庭生活水平达到一定高度
的标志物。

当时的自行车差不多都是黑色“二八大杠”，高
高的车把、突兀的车座、宽大的后座和硬邦邦的双
支架，在显现牢固和稳重的同时也使它的笨重一览
无余。车的牌子主要是天津“飞鸽”、上海“永久”，
之后还有上海“凤凰”和广州“五羊”等等。当时社

会上关于自行车牌子的说法是：“飞鸽快,永久耐
（结实）,红旗加重也不赖!”

这几个品牌，谁家若是买得一辆，不管新旧，差
不多都会用红布把车牌子包起来。直到泥瓦没了、
车圈变形了、车身哪儿都响就铃不响时，车把下那
块已由红变白、由白变黑的布片仍舍不得解下来。
那时，人们对自行车标牌的看重，主要有两个原因：
一是在当时人们心中，自行车标牌是自行车自身价
值的体现；二是自行车拥有者从来没想过这样一个

“大件”，要在自己手里用到最终——那时候，再破
的自行车也随时能够转卖。

记得我十来岁时，单位给我父亲配发了一辆飞
鹰牌自行车。配专车不是因为他是营业所主任，而
是针对他的农金员身份，是为了让他走村串户做好
信贷工作。我依稀记得那辆自行车是上级行“退
役”的二手货。同样，车把下的标牌用红布包着，前
后轮中间的三角架上，吊着一个帆布做的布兜。而
且，三角梁架上还缠裹着用于保护喷漆的旧胶片。
尽管如此，当我父亲第一次把这辆车骑回家时，还
是在全村引起了不小轰动。从下路到进庄，路两旁
正在劳作的乡亲老远地手搭凉棚直起身来：“是三
哥吧，打哪弄回恁好的车啊？”“他三伯出息了，是公
家发的吧？”大家纷纷丢下农活争相围观。

车子推回家后，赶来看稀奇的人越来越多，全
庄人就跟赶集似的，陆续跑进了我家。那真是门口
人流不断，院内站坐无地儿。事后，我父亲说：“我
生生搭进去两盒大前门烟呢！”但当时我的感觉却
是，这是我家最为荣耀的一天。虽然之后的日子，

父亲再没有骑车回家，但我却总对同伴们说：“过两
天，俺爹还会骑着自行车回来呢！”

然而，这样的好景并没持续多久。大约在我父
亲分到“专车”一年多时，单位实行“车改”，把配备
给个人使用的公有自行车作价卖给了个人。由于
当时我家经济条件太差，我父亲用 90 多元低价买
到手的自行车，还没推回家就转手卖给了我叔家二
哥。

1983年，我参加工作吃上了“卡片粮”，每月有
了三四十元工资。但直到 1987 年我结婚，也没买
回一辆梦寐以求的自行车——结婚时，我把积蓄多
年的 300元当作了彩礼，岳父用这钱买了台“华生”
牌落地扇当做了嫁妆。

1993年，儿子上幼儿园时，为了接送方便，我才
紧巴巴地买了辆 26型单支架凤凰坤车。可惜没过
多久，我爱人在送孩子上幼儿园时，这辆车就被小
偷给偷走了。为此，我爱人差点被气得晕过去。

为了不被贼惦记，后来我们又买了辆二手自行
车。此后不久，我去一位朋友家玩时，感觉也就是
一转眼工夫，它又被偷了。朋友可能是想着车是在
他家丢的，第二天竟扛了辆新车要送我。虽然我没
要，但从此我对他尊敬有加。

随后的那些年，随着我的工资由八九十元涨到
七八百元，家里不仅买了两辆自行车，后来还买了
踏板摩托车。再后来，我的工资涨到了几千元，为
了出行方便，我也自然而然地买回了一辆私家轿
车。当时我就打算好了：等我儿子成家时，一定给
他买一辆更好的轿车！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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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如墨

红光满面，热情健谈，高兴时，
还要拉开架势练几下拳脚。封丘县
李庄镇李庄村 101 岁的老人李庆
堂,是个有名的“老帅星”。不光人
长得精神，没上过学的他，靠着勤劳
智慧和公道正派的为人，当了 50多
年“行户”（当地方言，指农村交易
员），帮着乡亲们进行过各种交易。

几十年来，老人的饮食十分规
律。他的小儿媳妇王丙叶介绍说，
公公一辈子没吃过饱饭。年轻时，
家里穷吃不饱。家里条件好了以
后，不管是荤是素，可不可口，他都
只吃七分饱。

“吃太饱会加重肠胃负担，很多
病都是吃出来的。”老人常这么说。
不过在穿衣方面，老人却从不嫌麻
烦，特别是春秋天，早上穿棉袄，中
午换夹衣，晚上又穿上棉衣。他对
自己一天三换衣服的解释是：人到
了老年抵抗能力弱，容易受寒气侵
袭，诱发多种疾病，得学会自己给自
己保暖。

老人特别喜欢活动腿脚。他说
自己几乎不生啥病，跟喜欢活动有
很大关系。虽然百岁出头了，他
天天都要进行“户外运动”：去村
里 走 走 ，在 空 地 上 打 打 拳、踢 踢
腿、甩甩鞭。遇到附近村子有集，
他都去凑热闹，不到吃饭时间从
不回家。去年，老人在县医院体
检时，医生说他身体的多项重要
指 标 ，跟 40 多 岁 的 壮 年 人 差 不
多。老人还有一颗“大心脏”。在

他百年人生经历中，有过太多的
苦难，少年时挨过饿，青年时遭受
过日本鬼子的欺凌，壮年时掏过
大力，老年又丧妻。但老人每次
都渡过难关，一步步走过来了。

老人有一个和谐的大家庭。他
和共同生活了40多年的老伴儿，有
两男四女六个孩子。老伴去世后，
在比树叶还稠的日子里，他和儿女
们一起过日子，两个儿媳妇也跟亲
闺女一样待他。

家有一老，如有一宝。老人也
让儿孙辈引以为豪。小儿媳王丙叶
干活利落，说话爽快：“孝敬老人是
天经地义的事儿，有啥好说的呢？”
一年 365天，王丙叶按时按点雷打
不动给老人做饭，叮嘱他外出遛弯
时注意安全，家里的大事小情也从
不让老人操心。

“年岁大了，顺着他就是了。”王
丙叶说，老人喜欢粗茶淡饭，就给他
做粗茶淡饭；老人喜欢吃糖，就每顿
给他饭里加糖；老人说不能吃饱，吃
不完就让他剩下……而且，老人的
养老保险、高龄补贴存款折等，都归
他自己保管。

“别看老人都100多岁了，还自
己会去银行存取钱呢！”小儿子也从
来没有问过老人有多少钱。相反，
不管他要不要，他还会经常给老人
些零花钱。“老人也从不乱花钱，他
还给考上大学的孙辈重孙辈设立了

‘奖学金’哩！”
“脑子管用，身体健康，儿女听

话，兜里有钱。”有人问他日子过
得怎么样，老人这样总结道。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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