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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晒的是一种
公信力，晒的是
人人争做公益
人 的 新 理 念 。
公益事业是一
种有光的事业，
社会需要这种
光和热。

□王剑

戴着眼镜的王予已年逾不惑，她是河南省
三八红旗手、河南省优秀志愿者、河南省爱心帮
教大使、全国阳光助残使者……

王予原是漯河市一家针织化纤厂的工人，
因为喜欢播音主持，10多年前通过招聘考试，
成为当地电台的节目主持人，负责主持一档互
动性很强的谈话节目，听众多是农村边远地区
的残障人士和打工者。工作中，她经常接听到
一些听众打来的求助电话。日久天长，她有了
一个想法：能不能成立一个爱心团队，给那些有
困难的人带去实实在在的帮助呢？

2008年，在王予的倡导下，一个民间志愿
者组织诞生了。虽然当时的成员只有 5人，但
他们经常利用休息时间到农村为留守儿童免费
拍照寄给在外打工的父母，也积极组织各种募
捐活动。虽然并没有募捐到多少钱，他们却收
获了很多感动：有一个靠吃药才能维持生命的
人，手头只有20元，他用 5元买了药，把剩下的
15元捐了出来；有一个打工者，刚挣了 200多
元，就捐出了100元……

一件件暖人的故
事，支撑着王予他们
的信念。2014年，他
们从一个默默无闻的
民间公益组织，逐步
发展成为漯河市知名
的公益团队，在助学、
助医、助困、助残、助
老、助孤等多个领域，
取得了可喜成绩，团
队的骨干队员有了
100多人，还有了“向
日葵关爱留守儿童”

“金秋助学”等多个品
牌公益项目。

“时代发展了，做
公益的方式也得改
进。”王予说，从去年
初开始，他们在物质
帮扶的同时，逐步进行了一些文化帮扶，同时开
展精准帮扶。今年初他们募集到 16000 元善
款后，购买了音响、电子琴、吉他、二胡等乐器，
招募45个残疾人成立了残疾人艺术团。目前，
这个艺术团每人月均收入2000多元，过上了有
尊严的生活。艺术团的脑瘫患者张某，一直把
王予的爱心团队当成自己的家。她说：“没有爱
心团队对我的关心和帮助，我根本就想不到还
能自己挣钱养活自己。”

前不久，高考成绩优异的农村特困生杨同
学，接到王予爱心团队募捐来的10000元助学金
时，当场就流下了眼泪。他想要加入王予的爱心
团队，回馈社会，去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

现在，王予的爱心团队受到越来越多人的
敬重。走到大街上，常会有人跟王予打招呼；
到外地出差，外地的公益同行也会向王予伸出
大拇指。

在王予的微信朋友圈里，她经常会晒一些
公益图片：每笔捐款的来源和用途、参与活动人
员的照片、受助人群的反馈和留言等等。王予
说，这不是炫耀，而是一种分享。我晒的是一种
公信力，晒的是人人争做公益人的新理念。王
予说，公益事业是一种有光的事业，社会需要这
种光和热。8

爱心有光

走近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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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樊迪（代笔）

我叫周全力，今年 58岁，家住内
乡县赵店乡长岭村。俺村面积近 20
平方公里，都是坡连坡的浅山丘陵
地。以前，俺村的人一提起土地都直
摇头，“气死龙王爷了，地太薄，下再多
雨也不够使哩。”

春种一满坡，秋收一箩筐。过去，
俺这儿地里见的粮食少，红薯就是命
根子——红薯汤，红薯馍，离了红薯不
能活。哪像现在这样顿顿有白米白面
还有肉吃啊？俺们山里的娃子到乡里
高中上学，穿得寒酸，还被人笑话：“在
平地走路，你们咋还蹦蹦跶跶的？”

改变是从 1978年开始的。改革
开放了！国家实行了联产承包责任
制，家里的粮食堆满了囤儿，终于能吃
上白面馍了！当时我还在上高中，有
一回放学回来看见刚出锅的大白馍，
一口气吃了仨，噎得直瞪眼儿。

解决了温饱问题，俺村里的人都
思忖着要么种点花生多挣些钱，要么
多养些鸡鸭换个油盐钱。

1980年，我 19岁，高中毕业回到
村里当了会计。记得1985年到 1995
年这十年间，俺村的花生种植面积由
400亩发展到了5000多亩，成了远近
闻名的花生专业村。但是，连板车过
着都艰难的羊肠小道，让俺村的花生
不好出去，也卖不上好价钱，“豆腐都
盘成肉价钱哩！”

1998年，我当选村支书后，向全
村人承诺：要让荒山变梯田，梯田变成

金银坡；要让羊肠小道变身盘山公路，
让山里人都能走出去！在县乡两级政
府的大力支持下，从 1998年到 2008
年这十年间，俺村一半的荒山坡变成
了梯田，旧貌换新颜了！其中好几年，
南阳市的农田水利观摩会都是在俺村
开的呢！

一层层梯田绕山走了，但咋才能
让俺村那些山变成金山银山呢？我
和几个党员一道上河北、奔山西，考
察了京东油栗和大红袍花椒，于2003
年引进了这些优良品种，淘汰了本地
产值低的旧品种。现在，仅万亩板栗
和花椒，俺村人均就增收了 4000 多
元！

2011年，俺村还招商引资来了一
家果业公司，开始发展薄壳核桃，给剩
余的荒山坡找到了“婆家”。这些年，
果业公司成了俺村的“造林工厂”，他
们采取对农户荒山荒沟反租倒包的形
式规模发展，农户中的闲散劳力都成
了造林工人，除每月按期发放工资外，
年底还按收益再给发放奖金哩！

扳指头算了算，一万亩荒山坡，一
年光租赁费就70万元；核桃树进入盛
果期后，一亩荒坡年产值能达8000元
以上。前些天，我在果业公司看到一
笔账，他们给俺村的人光工资一项，一
年都开100多万元哩！

在自家门口都能挣到钱，家里累
赘大的贫困户也不出门打工了，他们
就在核桃基地务工，活轻松不说，一个
月起码能挣 1300元。挣钱顾家两不
误，比在外打工强多了！

漫山遍野的绿色，养眼啊！
别看俺村距县城直线距离就 10

公里，但由于隔山过岭,过去出行只
能走一条羊肠小道,货物进出都是肩
挑手提。路，一直是制约俺村经济发
展的“瓶颈”。2005年，俺们采取村民
集一点，外面借一点，上面“跑”一点
的办法，凑了一笔修路款。当年，一
条长 25 公里、宽 5 米的土路全面贯
通，一下子缩短了俺村与外面的距
离。大马路通了，农产品运出去了，
寂静的山村也热闹起来。但看着脚
下“晴天一身灰，雨天一身泥”的土
路，再看着外面笔直干净的水泥路，
真是眼气人啊！

2011年以来，村里争取到了项目
建设资金，俺村坑坑洼洼的土路彻底
变样了！一条条干净整洁的通组路、
串户路，把一栋栋民居连接了起来，也
让俺村到县城的车程由1个多小时缩
短为30分钟。

这几年，村里建了标准化小学，孩
子们在家门口就把学上了。村民有了
文化广场，娃子们也有了幼儿园。乡
里还在俺村设立了卫生所，配备人员、
设备，俺村人也基本做到了小病不出
村，常见病不出乡。俺村实现了有学
上、有医疗保障、有文化活动场所、有
稳定收入来源，全村干部群众脱贫致
富奔小康的信心和决心更强了！

40年了，俺这里的荒山丘陵变成
了绿水青山，好生态养出好光景。你
瞅你瞅，那边那些人，都是城里来俺村
里旅游观光的！8

□本报记者 刘向东 本报通讯员 王玉贵 章东丽

24年前，西峡县桑坪镇东万沟村油下组的贺红存
靠打工攒出一笔钱，盖了两间砖瓦房。邻村一个姑娘
来相亲，兴高采烈的贺红存借来一辆机动三轮车送姑
娘回家时，车被他骑进了四五米深的河沟里……24岁
的贺红存，从此高位截瘫。

婚事告吹，生活不能自理。自暴自弃的贺红存曾
多次自残……

24年后。
记者在老界岭山脚下的一处聚落打听贺红存家

时，路边一个老人不问来由，张嘴就说：“别说是小叔
子，就是亲儿子，对他的好也只能这样了。”另一人说：

“就没见过恁好的嫂子。端吃端喝、端屎端尿二十多年，
一点儿都不嫌弃。”

轮椅上的贺红存正在小屋里看电视。小屋不足 5
平方米，这是为方便他随手拿到日常用品，特意为他盖
的。干净的小屋里，床上的被子叠得整齐。

“哥嫂都下地干活了，他们都很忙，我啥忙都帮不
上。”和贺红存说话间，他的二哥贺红成、二嫂王菊花从
地里回来了。这个月，轮到二哥二嫂照顾贺红存。得
知记者来意，二嫂随口说：“自家兄弟的，应当照护。有
俺吃的，就不能少了他的。”

年过五旬的大嫂常小红一手挎着装满青菜的竹
篮，一手拉着丈夫贺红正也回来了。贺红正32岁那年
得了眼疾，两眼近乎失明，平时干活都是摸着干的。大
嫂说话也干脆利落：“对俺兄弟真没啥特殊的好，就是
俺吃啥，让他也吃啥。”

贺红存弟兄三人，父亲去世早，母亲早年改嫁。大
哥二哥分别成家后，兄弟仨刚分了家，贺红存就遭遇了
不幸。“家是分了，可他还是俺兄弟啊！”大嫂还记得当
年的情景，贺红存被送到镇卫生院救治月余，下半身仍
一点知觉没有。决定给他转院治疗时，他为说媳妇攒
的几千元钱已所剩无几。就在这时，大哥二哥东挪西
借，妯娌俩也拿出了平时在山上捋连翘攒下的钱，把贺
红存送到县医院进行了二次手术。最终，贺红存高位
截瘫。

地里的活儿要忙，自己也有一家人要管。妯娌俩
约定：照顾小叔子，一轮一个月。“就说过年吧，年三十
在她家吃，年初一在俺家。”大嫂说，每天做好饭，她们
都会先给小叔子盛一碗，自己坐在他身边边吃边等，小
叔子吃完后再盛第二碗。一年365天，天天这样，顿顿
如此。

高位截瘫的贺红存，下半身没有一点知觉，什么时
候大小便自己不知道。因为两个哥哥经常在外打零
工，照顾他拉屎拉尿这活儿就由两个嫂子来干。才开
始，他嫌丑，死活不让。大嫂说：“你是病人，顾忌啥？”
二嫂说：“俺是你嫂子，俺不给你擦谁给你擦？”

一年四季，都是两个嫂子给他擦身子。最初几年，
由于没有护理经验，她俩像对小孩儿一样在贺红存下
身铺上厚厚的尿布。一天下来，脏尿布能攒一大堆。
脏尿布需到附近小河里洗，夏天不说，寒冬腊月，两个
嫂子的手上都是冻疮……

“嫂子们对我照顾得好，可我肠胃不好，经常拉肚
子……”贺红存说，俩嫂子这些年给他洗过的尿布，加
起来能堆起一座山。

“一个大男人瘫在床上让嫂子端吃端喝、擦屎把
尿，活着啥意思啊？”贺红存说，最初几年他情绪低落，
时常发脾气。饭端来了，他嫌没味道，碗说摔就摔；水
端来了，他嫌热，抬手就泼。“因为我，俺俩嫂子不知道
哭了多少回。其实当时我就是想早点死了算了！”

饭碗摔了，再端一碗；水嫌热，放凉了再端一次。
两个嫂子哭归哭，也知道贺红存心里苦，不跟他较真
儿。曾经有一次，贺红存病了，一家人动员他去医院，
他不去。性格温和的二嫂好话说了一箩筐，直率的大
嫂终于发火了：“你为啥不去？是不是想让恁哥恁嫂都
背上待你孬的骂名，让外人戳俺们脊梁骨你才高兴
哩!”

正是这一次，贺红存被彻底感动了，再也不刁难俩
嫂子了。

俩嫂子怕他孤独，在外边见到啥新鲜事，都会在吃
饭时给他说道说道。俩嫂子凑钱买来轮椅，有空闲就
推着他到人多的地方走走，晒晒太阳……村里还没电
视机时，俩嫂子给他买了收音机，有线电视刚一进村，
就又给他买了电视机。为了让他睡得安心，无论轮到
谁家时，嫂子都会在夜里烧热水给他捶腿、洗脚……

这其乐融融的一大家人，至今仍过着并不富裕的
生活。不久前，大哥家被认定为建档立卡贫困户，享受
到了政策资金扶持，在镇上有了安置房；贺红存也享受
到了残疾人和“五保”政策……他们的日子一天天好了
起来。

“他们这一大家人的事情，对俺村的精神文明建设
起到了很大的带动作用。好多年了，村里的兄弟妯娌
们基本没闹过啥矛盾。”村干部冯德强说。

“为了照顾俺，俩嫂子至今都没穿过啥体面衣裳。”
贺红存说，两个嫂子除了被授予“孝老爱亲道德模范”
时进了一次县城，至今就没敢出远门儿。

24年里，不断有人问常小红、王菊花妯娌俩，照顾
一个“瘫子”20多年烦不烦。她俩的回答也是一模一
样：“俺兄弟要是好好的，还会来麻烦俺吗？”

听嫂子讲述这样的故事，笑吟吟的贺红存忽然眼
圈发红了，哽咽着喊了声“嫂子”，赶忙挪动轮椅回到了
他那间干净的小屋……1

□梁小兰

《三字经》中有话：谢道韫，能咏
吟。

若以一朵花来比喻谢道韫，最
贴切的该是梅花。暗香袭人，凌寒
独开，清冷高贵。细细端详东晋历
史，她就站在那花丛中，越开越娇
艳，越开越温润、清丽……

父亲是东晋安西将军谢奕，叔叔
是宰相谢安，弟弟是淝水之战中以少
胜多的名将谢玄……谢家子弟，个个
才华横溢。这么一个华丽出身，注定
谢道韫浸染了很多灵气、才气。

一次，谢家举行家宴。谢安和
他的子侄讲论文义时，忽然下起了
漫天大雪。谢安兴致大起，指着纷
扬的大雪问：“白雪纷纷何所似？”侄
儿谢朗不假思索：“撒盐空中差可
拟。”谢道韫凝神思索一会儿道：“未
若柳絮因风起。”

妙啊！把雪的轻盈、飘逸描述
得如此出神入化。谢安大笑，引得
后世文人墨客也夸奖不迭。就因这
一段吟诗佳话，谢道韫落下了“咏絮
之才”的美名。只这一句，谢道韫的
无限才情就被华丽释放，与班昭、蔡
琰、李清照等中国古代才女齐名。

大雪纷飞，谢道韫站在其中，成
了一个美丽的符号。谢道韫的美，
不只是小女人的柔弱。

谢家子弟相聚，谢安问：“《诗
经》里的诗，哪首最好？”谢玄道：“昔
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
霏霏。”多情、缠绵，却多了一些阴柔
气，不阳光，让人产生一种幽怨的情
绪。谢道韫莞尔一笑，吟出：“吉甫
作颂，穆如清风。仲山甫咏怀，以慰
其心。”这是周宣王时期名臣尹吉甫
送别将要出征的好友仲山甫的诗，
这一幕清风刮来，让人感觉神清气
爽、精神振奋。

谢道韫眼里，不只是女人的胭
脂、钗锭、小扇、妆私。她还有男子
一般的心胸格局。有时想，谢道韫
若是一个男子该多好，可以像叔叔
谢安一样风神秀彻，胸怀天下，有一
番作为。但谢道韫总归是个女子，
终究要走出闺阁嫁人的。谢安把目
光投向了名门望族的王羲之家。

王羲之有七个儿子，谢安看上
了五子王徽之。但王徽之放荡不
羁，谢安害怕侄女嫁给这么一个不
靠谱的人受委屈，便决定把谢道韫
嫁给二子王凝之。

谢道韫是不是同意谢安的决定
呢？起码在她心中，王凝之是个平庸
之人。有一次，谢道韫回娘家，向叔
父抱怨：“谢家子弟个个才华出众，风
流不凡，没想到天下还有王郎这样的
人！”尽流失望之意。其实，王凝之并
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平庸，他做过江
州刺史、左将军、会稽内史等，善草
书、隶书。宋代书法家黄长睿评其字
得王羲之之韵，仅凭这一点，王凝之
都可以说不平凡，但他娶了谢道韫，
偏偏谢道韫是那么才思敏捷，心思高
渺，王凝之就矮了好几截。

谢道韫没有了爱情，或者说，自
从 嫁 给 了 王 凝 之 ，她 就 放 弃 了 爱
情。她曾有过一个小女子的心思，
幻想嫁给爱情，嫁给美好，但现实不
能全给人以美好，给了你才华，给了
你美丽，便要再给你一点破碎的东
西，让你心里有嗔、有怨，有月光也
理解不了的忧伤，让你痛，让你生命
里有点痒痒的东西。

想她坐在深深庭院，望着池塘
虾鱼、窗棂花草，不知有过多少叹
息。但谢道韫是善良的，尽管对丈
夫不甚满意，她还是安定了自己的
心，和王凝之过起了生活。闲时赏
赏花草，写写诗文，平淡惬意。这中
间还有一段趣事：有一天，王凝之的
弟弟王献之在厅堂上与客人争辩，
但怎么也辩不过对方，谢道韫很为
小叔子着急，又不便抛头露面，就让
婢女在门前挂上青布幔，遮住自己，
然后就王献之的议题与对方辩论，
她旁征博引，最终把客人辩得理屈
词穷。这当然是诸多枯燥日子里的
一段插曲，不过也为生活平添了一
丝情趣。

过了十几年平安日子，隆安三
年（399 年）孙恩造反，兵临会稽城
下。时任会稽内史的王凝之既不出
兵也不布防，而是在道室祷告，大家
请求出兵，王凝之搞笑般地说：我已
向大仙借了数万鬼兵驻守各个要
塞！可怜的王凝之终究是个平庸迂
腐之人，谢道韫没看错！但是孙恩
可不搞笑，他大开杀戒，王凝之和其
子女全部被杀。

谢道韫呢？平日里娇弱的她听
说孙恩杀到城下，劝谏数次，王凝之
一概不理。谢道韫于是亲自招募数
百民丁加以训练，待孙恩杀到，她奋
力杀敌，寡不敌众被俘。孙恩要杀
她的三岁外孙刘涛，谢道韫厉声喝
道：“事在王门，何关他族？此小儿
是外孙，如必欲加诛，宁先杀我！”孙
恩打量着眼前这个女人，见她义正
词严，毫无惧色，心里不由敬重起
来，亲自松绑，派人将她和她的小外
孙送回了家。

谢道韫最终表现出了男人般的
勇气和风骨。从此以后，谢道韫一
直寡居会稽。虽然有难以忘记的丧
夫失子之痛，但她并没有被磨难扼
杀，终日以诗书为伴，依然精致、从
容。

千年时光，谢道韫留下的那朵
花是凄美的，略带斑痕，但仍那么别
致有韵味。让人回味她时，有那么
美好的想象。秋光漫起，她在古诗
词里早已温好了茶，在岁月里将一
阙又一阙的美丽升起——

峨峨东岳高，秀极冲青天。

岩中间虚宇，寂寞幽以玄。

非工非复匠，云构发自然。

器象尔何物，遂令我屡迁。

逝将宅斯宇，可以尽天年。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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