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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有投资商开发了包括新
坪村在内的旅游资源。随着景区知名
度的提高，村民们从事旅游产业的积
极性也被调动了起来。回到新坪村的
曲淑芳卖了经营多年的客车和镇上的
房子，在景区盖起了三层楼，做起了农
家乐生意。

曲淑芳的生意越做越红火。旅游
旺季，全家齐上阵不说，仅大厨就得雇
3名。家里各类电器越来越齐全，摩
托车、货车、小轿车，也先后添上了。

日渐富裕的生活，也让新坪村的
顺口溜有了变化：“守金山农民当股
东，拿三金好女嫁新坪。”

景区的开发，让景区内几个村民
组逐渐富了起来。而未被划入景区的
河沟组却依然变化不大。偶然的机
遇，鲁彦玲和景区负责人找到了结合
点：在与景区一岭之隔的河沟组开设
特色旅游，把这里的老院落修旧如旧，
开发成美食坊、手工艺坊、酿酒坊等特
色院落，吸引游客二次消费。

有了合作意向，如何合作，成了村
民最关心的问题——

有人说，他家那几间破房子都快
塌了，景区要开发，给掏个三五千块现
钱就行了。“万一开发不成，咱不是鸡飞
蛋打了？”这样的想法，大多数人都有。

“拿现钱，能图个心安。但村里的
几个干部总觉得这有点像杀鸡取卵。”
鲁彦玲说，我们都觉得不能只顾眼前，
而不顾子孙后代，“难道要小辈们指着
咱脊梁骨说，当初就是他们把房子卖
了、地卖了……”河沟组的村民达成了
一致：不要现钱，要当股东，把土地、房
子入股，为子孙后代留下福利。

2015 年，河沟组 28户全部加入
合作社，将土地和老院子流转给旅游
公司，由村民当股东——景区通过流
转新坪村山地种植中药材，按国家政策
每年付给村民租金；优先聘用新坪村
及周边贫困户来景区务工，按正式员
工待遇按月付给他们薪金；村民用自
家老房屋进行资源入股，成为景区股
东，景区把这些老院落开发成特色院
落后，每年按照营利给村民发红利金。

就这样，村民足不出户拿到了“三
金”。

历史深处·廉吏

纪念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往事

山村蝶变记

侯四辈的今昔生活

“有女不嫁穷新坪，房破路歪吃
水难。”这里曾有这样的顺口溜。上
世纪 80 年代前的新坪村，确实是这
个样子。82岁的代发友老人说：“以
前这里不通公路，地方又偏，啥东西
想弄进来都得人拉肩扛。山路又窄
又难走，村里好多人都摔伤了，我年
轻时拉东西就摔过好几回。不少老
辈人一辈子都没出过门儿！”

据村干部鲁彦玲介绍，改革开放
之前，全村 253户 834口人都是以种
地为生，温饱解决不了，住的都是又
低又矮的土坯房。汉东、汉西两组，
都是有名的光棍组，70多户人家，近

40户有光棍。
在村民曲淑芳的记忆里，当年的

路窄且荆棘丛生，想拉架子车过，得先
备好镰刀，清除一下才行。生活用品
运不进来，山里的农副产品拉不出去。

“有病看不成，娃子不上学；守着几
亩田，度日如度年。”几乎与世隔绝的生
活，让曲淑芳和丈夫决定走出山村，外
出跑运输。几经打拼，夫妻俩最终在镇
上买下一套房，全家搬离了新坪村。“根
本没想着要回去！”曲淑芳说。

然而前几年，曲淑芳却和丈夫一
起，像村里许多搬出去居住的人一
样，又搬了回来……

初秋的卢氏县新坪村，山花仍烂漫。来自四面
八方的游人三五成群，穿梭在民宿错落有致的古村
落中。三三两两的麦秸垛，土坯房前的石磨，毛茸
茸的小鸡跟着老母鸡在刨食……扑面而来的乡土
气息，让人流连忘返……

一

□本报记者 刘向东 本报通讯员 聂金锋

占地1万亩的山地，自2015年开
发建设以来，已栽植油用牡丹、芍药、
金银花、薰衣草、鲁冰花、山楂、苹果等
100余种中药材、花卉和果树；村民的
老房子改造成的传统茶坊、酒坊、磨坊
等特色饮食街区已然成形……目前，
在景区务工的贫困户53户，村民员工
382人。

“活了一大把年纪，没想到老了，
一不留神成股东了，真是做梦都没有
想到呀。现在咱村子真是漂亮，一天
一个样，比以前热闹多了，我得多活几
年，好日子还在后头呢。”村民代发友
乐得合不拢嘴，现在每天拄着拐杖在
村里四处走动，以给游客讲解村里的
变迁为乐。

曲淑芳隔三岔五也会回去转转。
她家的老房被改造成“激情燃烧的岁
月”年代故事展馆，看着满院的鲜花，
她笑称，自己又有了新的称呼——农
民股东。

2017年9月29日，这里还召开了
一场特别的股东分红大会，参加分红
的是景区所在地的上百名农民股东，
他们每人领到1000元现金，每家还额
外领到了粮油和月饼……

日益富裕的生活不仅让像嫁到
山外的曲淑芳这样的闺女携家带口

回来寻找商机，也让山村的光棍变得
自信和乐观了——

10多年前，家徒四壁的村民程天
学为了生计，远赴江苏打工。这期
间，他谈过几个对象，但人家跟着到
家里一看，立马告吹。2015年，程天
学在无锡打工时，认识了安徽姑娘赵
会英，两人挺投缘，一道回了新坪村，
看到村里如火如荼的旅游发展势头，
两人一合计，不再出去打工了，回家
开农家乐创业。2016年，年已 46岁
的程天学，终于盖起了自己的新房，
娶上了心仪的媳妇。如今，老来得子
的他更是笑容满面，“这可不光是我
一个人的好事儿，我婚后这两年，起
码有20个外地姑娘嫁到俺村了呢！”

如今的新坪村，人口也达到了最
高峰：320 户 1235 人。村民的人均
收入由之前的 1700元左右增加到了
5000元，精神面貌也随之改变，和游
客接触多了，眼界也提升了，文明礼
仪懂得更多了。就业岗位也多了，
以前村民没事干，喝酒、打牌、赌博
的现象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到景
区开旅游车、务工、修建农家乐、发
展产业。

改革开放的政策好，让新坪这个
偏僻山村富了，靓了，热闹起来了。1

三

□刘昌武

豫东故乡的正午，蝉噪着。
李修田用脖子上的毛巾擦了把

汗，眯着眼看了看树梢上的太阳，是该
吃晌午饭的时间了。他分明看到他爹
李敬虔坐在堂屋中央，歪着头大口大
口地吃过水捞面，李二桃在旁边给他
爹剥蒜。

李修田是李敬虔家的上门女婿，
也叫倒插门。他原来叫侯四辈，是我
二舅的初中同学。改革开放之初，农
村男子倒插门屡见不鲜，他们像凌晨
的星星，一眨一眨地散落在各个村子，
笑容尴尬地努力活着。他们是外来
户，是客。部分上门女婿需要改姓，为
岳父家传宗接代。

李敬虔有仨闺女，后续无继。大
女儿嫁后，二女儿李二桃到 27岁时终
于惶恐起来，不再挑三拣四，相中了邻
村的侯四辈。侯四辈虽然家穷拿不出
彩礼，好在读过书，还会算账。

当年侯四辈出生时，他 92岁高龄
的曾祖母笑成了一朵颤抖的花，终于
见到了第四辈人，遂给孩子起名叫四
辈。侯四辈弟兄五个，穿衣吃饭，入不
敷出，老侯家经济几近崩盘。

后来，侯四辈结婚了，变成了李修
田。

李家众多高高大大的侄子像一堵
墙，竖立在李修田面前，让他透不过气
来。每天一大早，李敬虔只要在院子
里一声咳嗽，李修田当即翻身下床，趿
拉着鞋从屋里跑出来：爹，起恁早？然

后倒洗脸水，递毛巾。
李敬虔洗漱完毕，并不在家吃饭，

牵着他的狗去赶集，哪儿逢集去哪儿，
到集市上吃包子喝粥。

犁田耙地，锄草打药，春耕夏耘，
秋收冬藏。婚后的李修田，农具和牛
是他最忠实的伴侣，他把每天的惶恐
和自卑，手脚并用，深植进岳父家熟稔
的田垄。

此后好多年，我都没有见到过李
修田。

1987年夏天，我正在县城高中上
早自习，同学高继德跑过来喊我：哎，
你老家有个孙子在外边等你！

教室里一阵哄堂大笑。我莫名其
妙地走出来，一个男子骑着辆大红摩
托车冲我笑，看见我忙从车上下来，递
烟说：小老爷，我是修田！

他在按村里的辈分称呼我。我说
你有啥事儿？李修田说我想买“长虹”
牌的大电视机，你进城早，知道哪有不？

那天早自习课后，李修田请我喝
了豆粥，吃了水煎包，我把他带到商场
就打着嗝儿回去上课了。

中午放学回家，李修田竟然在，他
买了商场最大的彩电。我很错愕，那种
彩电县城里也很少有人买。母亲说，修
田现在在徐州矿上掏煤，可挣钱。

1995年，李修田到省城报社来找
我，我已经很骄傲地用工资买了一辆跟
他当年一样的大红摩托车。不可思议

的是，他竟然是开车来的。崭新的昌河
车，屁股上贴着金色的“出入平安”，新
车里一股好闻的油漆味儿。彼时的郑
州，满大街的黄面的，也是“昌河”，跑起
来车厢里的灰尘和臭味儿咣当乱响。

我的老家是全国知名的面粉城，
他雇有司机，用卡车从老家往郑州拉
面粉。晚上盘腿坐在我家客厅的地板
上，蘸着唾沫呸呸地数钱，一边数一边
念叨，嘴里吸吸溜溜的，数完了拉着我
满大街找夜市喝酒。

1998年春节，李修田从苏州来郑
州看我，胳肢窝里夹着个肥硕的老板
包。他在老家组建了施工队，到苏州
盖楼，盖了一处又一处。每年春节从
家里出发，很多刚成年的孩子都求他
带着去苏州。

2001 年，他带着一个小油布包
来，神秘兮兮的。打开一看，大大小小
的鱼钩，金灿灿的。这东西能挣钱？
我很不解。他狡黠地笑了笑，说现在
的人吃好喝好了，就想休闲。我在咱
老家雇了两百多名妇女，天天在家砸
鱼钩，纯手工，近的卖到苏沪杭，远的
卖到俄罗斯，砸的不够卖的。

又有好多年没有见到李修田，偶

尔老家来人，总会聊起他。
李修田的儿子侯凯亭现在郑州读

研一，暑假来看我，我说你爹呢？
这个重新姓回了侯氏的研究生

说，他爹早已不再四处奔波，回老家修
了路，办了个老年活动中心，还在市里
买了房。但他不在市里住，住在村
里。今年村干部换届选举，李修田全
票当选了村主任！现在正领着村民种
郁金香，搞观光农业。

侯凯亭说，您知道不？市里派人
到咱镇精准扶贫，一考核，咱村没有贫
困户！

你爷爷，哦不，你姥爷忙啥呢？我
想起了李敬虔。

他每天牵着狗赶集，啥也不买，只
买面条。研究生坏坏地笑着说。

在他的描述里，我分明又看到了每
天黑着脸的李敬虔。这位如今已入耄
耋之年的老人，步履蹒跚牵着狗赶集回
家，坐在堂屋中央歪着头吃过水捞面，
他闺女李二桃在旁边给他剥蒜。1

□梁小兰

一个“羊倌”，因为关心国家大事，华
丽转身成为官吏……他是怎样一个放羊
人？又是如何在历史上抒写传奇呢？

卜式，汉武帝时期河南郡（今洛阳）
人，曾是耕田放牧的一个地道农民。

父母去世后，卜式和年幼的弟弟一
起生活。幼弟长大成人，两人分家时，
卜式只要了一百多只羊，而把田地、房
屋等财产留给了弟弟。从此，卜式就在
山里开始了放羊生涯。

十多年后，卜式的百多只羊变成了
上千只。他购置田宅，过上了富裕生
活。然而，他的弟弟却没有像他那样勤
劳，坐吃山空，以致家徒四壁，一无所
有。忠厚朴实的卜式看到弟弟如此不
堪，不仅没有嫌弃，而且还多次把自己
的财物分给了他。卜式不仅爱弟弟，对
乡邻也乐于帮助，得到卜式资助的乡邻
不计其数，他的名声也逐渐变得很大。

雄才大略的汉武帝非常想把侵扰
中原的匈奴人消灭掉，于是长年对匈奴
作战，军费开支浩大，国家财政非常紧
张。卜式虽是一介村夫，但常关注国家
大事，他上书朝廷，愿以一半家财捐公
助边。

一个普通老百姓能有这样的家国
情怀，汉武帝非常震惊也非常好奇，派
人问卜式：你这样做，是不是想当官？
卜式说：我就是一个放羊的，不熟悉怎
么做官，也不愿意当官。使者又问：那
你家是不是有什么冤情？卜式说：我生
来与人无争，如果乡人贫穷，我会借钱
给他；如果有人行不善之事，我就劝他
做好事，走到哪里，大家都很尊重我，我
没什么冤情！使者说：如果是这样，那
你想要什么呢？卜式说：皇上讨伐匈
奴，我认为贤能的人应该为大节而死，
有钱的人应该捐钱出来，这样的话匈奴
就可以灭掉了。

汉武帝听卜式这样说很高兴，但卜
式第一次献金的愿望并没有实现，因为
当时的丞相公孙弘觉得卜式的做法不
合常理，劝汉武帝不要接受他的钱财。

卜式对国家的热爱并没有消减。
元狩二年，匈奴浑邪王投降，汉武帝对
浑邪王及其部将赏赐颇多，朝廷开支巨
大，国库钱粮越来越少。元狩三年，大
批贫民迁徙，政府没钱补贴，这时卜式
便又拿出二十万钱上捐河南太守，专门
用来安置移民。

在卜式影响下，河南富户纷纷解
囊。河南太守把捐钱者的名单上报中
央，汉武帝还记得卜式曾将一半家产献

给国家的事，于是传旨回赐卜式十二万
钱，卜式却再一次用实际行动证明了他
对国家的热爱，又将赏钱捐献给了国家。

汉武帝被卜式的真诚感动了，特地
召见卜式，拜为中郎，并布告天下向卜
式学习。然而，卜式不愿意做官。不得
已，汉武帝说：我不是让你去做官，我只
想让你帮我去放羊。这下卜式没有拒
绝的理由了，于是就从田野间的羊倌华
丽转身为上林苑中的羊倌。

卜式在上林苑干得很不错，原来瘦
骨嶙峋的羊个个都被养得膘肥体壮。
一年后，汉武帝偶然路过上林苑，见到
肥硕的羊们，对卜式很是赞赏。卜式借
机对汉武帝说出了自己的治世理念：治
理民众就像管理羊群一样，不仅要按时
起居，而且发现不好的就要立即除掉，
以免因为一只而坏了一群。汉武帝从
卜式的话里感觉到卜式其实不只是个
羊倌，他还懂得治世，于是就让他做了
一名小县令。

卜式连着做了两个地方的县令，勤
勉作为，很有政绩。汉武帝觉得卜式不
仅贤能而且忠厚，于是就让卜式做齐王
的太傅，后又转任齐国丞相。

卜式的仕途开始了。在任齐相期
间，他大力发展生产，老百姓的生活过
得非常安定，深得齐地百姓拥护。

汉武帝元鼎五年，南越国王和太后
本打算归服汉朝，但实际掌权的丞相吕
嘉不同意。吕嘉谋反后，汉派去南越镇
抚的两拨人马都被吕嘉杀害，汉武帝决
定发兵十万前去征讨时，卜式上书说：
我听说天子的忧患就是做臣子的耻
辱！请批准我和儿子还有齐国熟习舰
船的人到南越国的战场为国捐躯。汉
武帝很高兴，下诏表彰卜式行为高雅、
节操高洁，并赐卜式为关内侯，黄金四
十斤，田十顷，还布告天下，使天下人都
清楚卜式的事迹。

不久，卜式接替石庆担任御史大
夫。由此，他的仕途达到顶峰。

卜式做了官，但性格耿直。当时，
汉武帝出台了两项改革措施：盐铁官营
和均输平准，主持人是大司农桑弘羊。
汉武帝和桑弘羊都认为这两项改革能
迅速增加财政收入。在这种情况下，谁
要提意见必然要冒杀头之罪，因为之前
的大司农颜异就因为对汉武帝与张汤研
议发行“白鹿皮币”表示不满，被以“腹
诽”罪杀了。但是卜式看到盐铁官营和
均输平准导致物价飞涨，给百姓带来不
便，便直言批评这两项政策，说郡国不适
合实行盐铁专利，引起汉武帝不满。

公元前 110年，西汉发生旱灾，汉

武帝命令各级官员向上天祈雨，卜式上
书说，政府官员应该负责田赋和捐税，
而桑弘羊一流却做起生意求利，“烹弘
羊，天乃雨。”更加引起汉武帝不悦。

汉武帝元封元年封禅，卜式又因
不擅文物典章，便被汉武帝贬为太子
太傅。后来，卜式在太子太傅任上寿
终正寝。

卜式从一个放羊倌，通过几次献金
做到国家的御史大夫、太子太傅等官

位，自然受到非议不少。司马迁在写
《史记》时强烈批评卜式，说他貌似忠
诚，其实是在不断迎合取悦武帝，以献
金来换取自己的高官厚禄，实在是阿谀
奉承的小人！但纵观卜式一生，且不说
他几次为国家献金是否出于真诚，为官
期间，他兢兢业业，恪尽职守，成绩显
赫，深受到百姓爱戴。应该说，放羊倌
卜式是那个特殊年代造就的特殊人物，
他的一生胸怀国家，无可非议。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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