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梁小兰

福州莲花峰的斗顶山上，有一座福
建现存最古老的陵园——闽王王审知陵
园，它静穆地矗立在福建这片辽阔土地
上，在蓝天白云的陪伴下，默默地凝视着
这片古老的家园。

王审知何许人也？他是五代十国时
期闽国（今福建）的建立者，历史上鼎鼎
大名的“开闽圣王”。

王审知，淮南道光州固始（今河南固
始)人，生于唐咸通三年(862年)。史载，
王审知身长七尺六寸，面色紫润，方口高
鼻。那么，他是如何来到福建，开创闽国
天地的呢？

一
五代十国是中国历史上

一段藩镇割据、战乱不断的时
期。王审知就出生于这个动
荡 年 代 的 一 个 贫 苦 农 民 家
庭。少年王审知胸有抱负，

“知五典”，通览“周礼之书”，
且懂得用兵谋略。因而，少年
时期的王审知就名闻乡里，卓
尔不群。

战乱年代，民不聊生。中
和元年(881 年)，寿州(今安徽
寿县)屠户王绪率兵起事，攻

克了光州，王审知和两个哥哥也被裹挟
到了王绪的军队。王绪带领队伍渡江南
下，一路攻城略地，进入福建，并逐步站
稳脚跟。自此，河南人王审知踏入了福
建这片南方土地。

王绪生性猜忌残忍，滥杀将士，引起
大家强烈不满。王审知的长兄王潮等人
发动兵变，王绪自杀而死。王潮的队伍
纪律严明，所过之处秋毫无犯，逐渐占领
福建全境，王潮便被唐王朝任命为福建
观察使。乾宁四年（898年），王潮病逝，
王审知继任。

二
继任后的王审知，先后被朝廷任命

为威武军节度留后、检校太保、刑部尚
书，又授金紫光禄大夫、尚书省右仆射等
职。唐朝灭亡后，后梁开平三年（909
年），梁太祖朱温又下诏，升任王审知为
中书令，封闽王。从此，王审知开始了在
福建大展宏图的恢宏篇章。他大力发展
生产，轻徭薄赋，兴利除弊，在治理福建
近 30年间，他自奉俭约，劝课农桑，为政
以德，深得民心。他曾说：“大丈夫不能
安民济物，岂劳虚生乎？”

史载, 王审知“常蹑麻履”，“府舍鄙
陋，未尝营葺”，有时衣服破了，就拿酒库
的旧袋子补补，继续穿在身上。古代帝
王讲求奢侈的多，提倡节俭的少，穿补丁
衣服的就更为鲜见。有一次，一位使者
敬献给王审知一个珍玩玻璃瓶。当时，
玻璃瓶就是珍宝级的奢侈物，王审知却
没有流露出欣喜的神色，他审视良久，掷
瓶于地，对左右说：“好奇尚异，乃奢侈之
本。今沮之，俾后代无为渐也。”

当时的福建被视为“蛮荒之地”，人
才匮乏，经济落后。王审知主政后，“怀
尊贤之志，宏爱客之道”，在福州、泉州等
地设“招贤馆”，一时间，“四方名士，万里
咸来”。这些人中有唐朝宰相王溥之子
王淡，唐朝宰相杨涉从弟杨沂，唐乾宁进
士徐寅等，他们参政议政，谏言献策，成
为王审知治政兴邦的强大智囊团。王审
知对福建本土的人才也委以重任。而中
原士民随王审知三兄弟入闽者计有万余
人，达七十二姓之多。

三
为了加快农业发展，王审知决定：凡

耕种公田者，其税“什一”，“敛不加暴”，
“莫有出征之役”。他鼓励垦荒，围垦造
田，使福建的耕地面积大大增加，“至数
千里无旷土”。农民生产的积极性被调
动起来了，出现了“夜半呼儿趋晓耕”的
勤于农事的现象。此外，王审知还派兵

造堤营田，在各地兴修水利。他还亲自
主持兴建、扩建了福清、长乐沿海大堤，
疏浚西湖25平方公里，溉田无数，并鼓励
农民种植茶树，每年输出茶叶三四万公
斤……

除此之外，王审知又因地制宜发展
纺织、陶瓷、冶金、铸造等工业生产，使经
济一向落后的福建，在历史上第一次得
到大规模的开发……

史称“科场才俊”的唐朝诗人颜仁郁
为此写有一首《赞农曲》赞曰：村南村北
春雷声，东家西家犁耕拼；田里稻穗扶摇
上，仓中五谷齐丰登。前年米珠薪如桂，
大街小巷饿死人；岂知还复有今年，酒肉
如山过新年。

当时，福建的文化非常落后，王审知
采纳了丞相翁承赞、御史黄滔的建议，在
福州留晖门外开办了最高学府“四门学”
(经、史、哲学、文学)，委派周启文为管城
丞，聘请黄滔、陈郯、吴勖等担任“四门博
士”，为国家培养人才。王审知按期亲临
阅卷，论才授职。与此同时，王审知也很
重视基础教育，在他的倡导下，州有州学，
县有县学，乡村设有私塾，并实行免费招
收学童入学，八闽文风为之大盛。社会上
出现了“千家灯火读书夜”的良好风气，史
称“八闽文教之盛，为十国之冠”。

四
福建濒临东海、南海，早在唐朝中后

期，福州、泉州两大港口就已通商国内
外。但由于唐末常年战乱，“商旅以之而
壅滞，工贾以之而殚贫”。王审知大胆革
新，利用福建的优势，进一步开拓港口，
发展对外贸易，并设立商务与海外贸易
机构——榷货务，管理商贸往来事宜，招
徕商贾。

除充分利用福州、泉州两大港口外，
王审知还指挥工匠开山炸石，在黄岐半
岛新建了甘棠港。当时，福建的海运，内
可达山东半岛和辽东半岛，外可达日本、
朝鲜和东南亚各国。福建的茶叶、陶瓷、
铜铁、纺织品、纸张等土特产运往海外，
海外的象牙、犀角、珍珠、玳瑁、玻璃、香
药等货物运回国内，福建外贸一跃成为
当地经济发展的重心，还能制造长二十
丈，载人六七百的远航大船。

商贸发展，政府财政收入也大大增
加，有力促进了福建的繁荣和兴盛。《宋
史·地理志》称，福建“安土乐业，川源浸
灌，田畴膏沃”，王审知功不可没。

王审知从河南来，带着中原文化走
进了福建，他勤政爱民，治闽兴闽……
925年，王审知去世，终年 64岁，谥号忠
懿王。出殡日，内外悲哀，送葬队伍人山
人海。

后世闽地王氏尊称王审知为“开闽第
一人”，并奉其为开闽王氏大始祖。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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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审知治闽

本版插图/王伟宾

□董广

撕去日历上的“寒露”，我想起
了早些年在豫北农村老家拾柴火的
情景。那一幕幕，仿佛就发生在昨
天……

上世纪 70年代中后期，我家冬季
烤火和做饭，用的都是树叶、秸秆、树
枝之类的柴火。那时候，村里家家户
户灶屋顶上都有一个或长或短的烟
囱。屋里灶台的一侧，还都有一个风
箱。拉动风箱往炉膛里吹风，让火烧
得更旺，少冒些熏人的烟。

那时候每到这个季节，母亲几乎
天天都要唠叨：“咱得多备些柴火，要
不然冬天冷的时候拿啥取暖啊？”于
是，一到周末，我便到村子附近的树林
里，拿着麻袋拾枯树叶，或用带铁钩的
长竹竿从树上钩拽那些枯树枝捆扎起
来。柴火拾得多了，我会兴奋得一路
小跑回去告诉母亲，让她找一辆架子
车帮我把柴运回去……虽然那个年代
生活条件艰苦，但每次拾多了柴，我心
里都美滋滋的。因为柴多了，就不用
担心冬天挨冻了。

那时候的冬天似乎格外寒冷。凛
冽的东北风刮得门窗叮当作响时，母
亲准会拿一个破旧的洋瓷盆，把麦秸
秆、玉米秆、树枝等折成小段儿，在盆
里点燃，供我们取暖。红彤彤的火苗，
拴住了小孩子，也拴住了大人们出去

游荡的脚步。
除了把暖烘烘的火盆端进屋里，

我老家还有另外一种取暖方式：烧大
炕。烧炕火是个技术活儿，既要让屋
里暖暖和和，还不能让炕里的火浓烟
扩散出来。

改革开放的春风吹进中原大地
后，富裕起来的农家也开始用煤炭当
燃料做饭取暖了。到了深秋，大人小
孩都不再背着筐去拾树叶、干柴或往
家搬运秸秆了。记得上世纪 90年代，
每到冬天来临之前，我们家都会自制
或购买一些煤球储存起来。冬日里家
里来了客人，父母总要拉着他们到煤
火旁说话，“来，烤烤火！”这样的话，就
像是一种盛情的款待。

平日没事儿，我们一家人也会围
着煤火唠叨日子，闲话岁月，一天天
地向春天迈进。那时的我，还常围着
煤火“打小算盘”——坐在煤火边的
小板凳上，把几个红薯沿着煤火口摆
着，隔几分钟用铁筷子翻一下，生怕
烤煳了……

外出的父母刚回家了，往往就
是坐在暖融融的煤火旁烤烤搓搓，
别有一番感慨。但由于烧煤容易产
生二氧化碳、二氧化硫等气体，发生
煤气中毒，家里从早到晚都不敢把
窗口弄严实了。北方有句俗话“针
头大的洞，牛头大的风”，到了数九
寒冬，屋里烧着煤也不是很暖和，特

别是黎明起床时，脸盆里经常还会
结着冰凌。

时间的指针跨过 2000 年后，我
的老家发展越来越快，绝大多数家庭
都用上了炭炉。这种炭炉，能做饭、
烧水还能取暖，渐渐就成了冬日里温
暖房间的主角，还客串着美食的源
地：烤馍片、烤羊肉串和小鱼，还有
炸豆腐干、花生米等。炭炉旁，父亲
会因为冬日里没活儿干，拿一盘下酒
菜，半下午就开始围着炭炉小喝几
盅；母亲也会围着它做一些缝缝补补
的家务活儿。不过，这熊熊燃烧的炭
炉，虽然能使几间卧室暖融融的，但
燃烧后的炭渣、粉尘和气体，也会让
人头脑发胀，很不舒服……

最近几年，城乡民生工程建设越
来越重视，供水、供电、供暖等基础设
施等有了大幅改善。在我的家乡，父
老乡亲纷纷用上了电器和液化气，告
别了用煤做饭取暖的历史，大多数人
家还都用上了电暖扇或热油汀，条件
好一点的家庭，还装上了冷暖空调、燃
气壁挂炉等。

江山千里雪，炉火一点红。从拾
柴到煤块取暖，从炭炉供热再到现在
正在发生中的供暖方式巨变，清洁的
能源，也让越来越多的农民过上了高
质量的生活。这一切的一切，不能不
说是改革开放给我们带来了越来越美
好的明天。8

取暖之变

历史深处

□本报记者 刘向东 本报通讯员 杨绪伟

大别山有个高峰叫金刚台，金刚台下有个地方叫桐花谷。谷
内桐树茂盛，泉水潺潺，散居着商城县卢店村李淌村民组的几十户
人家。

秋日，大地一派丰收景象。一条土路上，头发花白的倪秀云
老人斜挎竹篓，不慌不忙地在一畦菜地的田埂上走着……她今年
4月过的百岁生日，耳不聋，眼不花，爱劳动，会唱歌，村里村外的
人都亲切地叫她“老神仙”。

曾是儿童团员

“八月桂花遍地开，鲜红的旗帜竖呀竖起来，张灯又结彩呀，
张灯又结彩呀，光辉灿烂闪现新世界。亲爱的工友们呀啊，亲爱
的农友们呀啊，唱一曲国际歌，庆祝苏维埃……”采访时，记者聆
听倪秀云高声唱这首原创版《八月桂花遍地开》，节奏铿锵，歌声
悠扬，老人边唱边双手打着拍子，唱到“鲜红的旗帜竖呀竖起来”
时，她还紧握双拳晃动着，好似在挥舞一面旗帜。

这首歌陪伴了老人近 90年，也饱含着她的青春记忆和感情
承载。

上世纪30年代，在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商城，革命志士们建立
了苏维埃政权，书写了“金刚台红旗不倒”的传奇。贫苦出身的倪
秀云，十二三岁就在金刚台给红军站岗放哨，是金刚台红军妇女
排里扛着红缨枪的“娃娃兵”——她是戴着红军帽，手握红缨枪的
儿童团员，“每天把守路口，陌生人没路条不会让他过去。”

老人眼里闪烁着光芒。她说，至今她清楚地记得连长和妇女
排长的模样和名字。“不是后来打仗冲散了，俺说不定也上了井冈
山呢。”这段经历，在新中国成立前，一直是她心中的秘密。后
来，老人曾向许多人打听过她当年的连长和妇女排长，终没有确
切消息。

如水的时光，没有湮没往事。老人说：“每次俺唱当年连长和
妇女排长教俺的歌子，就能想到他们的模样，想起工农红军！”

勤劳女主人

倪秀云的独子李文焕79岁了，看上去，他的身体还没母亲硬
朗。在记者和倪秀云闲聊时，他一直默坐着，问他什么，都是妻子
张长芳代言。

张长芳介绍，倪秀云 17岁嫁到桐花谷，成了“老李家的人”。
因为丈夫身体羸弱，她过门就成了当家人。“直到现在，俺家割肉、
添置东西，都是俺妈说了算。”

至今，老人保持着好习惯，天麻麻亮就起床扫地、洗衣和儿媳
妇一起做饭。吃完饭，地里有活儿，就和儿子、媳妇一起下地，没
活儿时，她也会背着竹篓到地里转转看看，薅草，拾柴。除草护
苗、撒药施肥、割稻收麦，就连使唤耕牛、打谷扬场这些多是男人
干的活儿，倪秀云也样样在行，得心应手。“老神仙是讲究人哩！
她捆的柴就像梳子梳过那样整齐，修得田埂比男劳力都结实。”60
多岁的邻居老杨啧啧称赞。

40年前，倪秀云的丈夫去世，家庭重担压在了她身上。照顾
三个孙女，外出采买这些事儿，都被她“独揽”了，人忙得像陀螺，
她却从无怨言。

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春天来了，茶山上有她奔走的脚
步，秋天到了，田野里有她忙碌的身影。村干部张勇说，上世纪80
年代，当地盛产的板栗是市场上的抢手货。每年秋天，他总能看
到老人扛着竹竿山上山下打板栗。板栗泡长满了硬刺，需要用剪
刀小心地剔出板栗粒，往往一袋板栗剥好，老人的双手也被扎得
鲜血直流。“俺们这里离县城 40多公里山路，老人一直是用双肩
挑着板栗去县城卖了，再挑些生活用品回来的。”

90多岁时，重体力活儿老人干不动了，但凡是能干的活儿，她
都坚持自己干。“俺妈闲不住！”张长芳说，今年春末时刚下过雨，老
人一大早就背着竹篓要去他们家承包的茶山上采茶。山高坡陡路
湿滑，担心老人出意外，张长芳就劝她天好了再去，谁知老人生气
了，嘟着嘴半天不说话，趁她和别人打招呼时，悄悄背着竹篓上山
去了。“俺妈拗啊，没人能拗过她。没办法，俺也只好带着工具麻利
追去了。”

听着儿媳妇的诉说，老人笑了：“勤能治百病。不让俺干活
儿，咋长寿哩？”

幸福老寿星

老人家的小院里，正房是三间房龄 70余年的黑瓦土坯房。
斑驳的墙壁上，挂着玉米、辣椒。右边，是大孙女婿张家宏盖的两
层小楼。三个孙女和孙女婿都在外打工，张家宏曾多次让老人搬
到小楼里住，老人不肯，“老屋住惯了，冬暖夏凉，舒服。”老人说。

家里人讲，老人每顿能吃一碗米饭、一碗肉，而且米饭还不吃
太软的。老人还喜欢中午、晚上饭前适当喝点儿酒。去年秋天，
省里的医生下乡时，专门给老人做的体检结果显示，老人身体的
各项主要指标均为正常值……

“老人能高寿，跟后辈孝顺分不开。就说婆媳关系吧，50多年
了，就没听说婆媳俩红过脸。”村干部张勇说，老人还喜欢热闹，赶
集时，儿子李文焕会寸步不离跟在她身后，老人想吃啥时手一指，
李文焕马上就买。“百岁的妈带着八旬的儿子逛街，都成了俺这里
集市一景了！”

“俺能活恁大岁数，是托共产党的福啊！”老人笑呵呵地说，因
为儿子儿媳年事已高，村里特地为她办理了低保。百岁后，她每
月还可以领到200元的高龄生活补贴。“过年时县里来人慰问，哪
次都给俺几百块呢！俺还得好好干活儿，争取多享几年福！”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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