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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山峰

老宋头名叫宋相如，是郑州西郊的一
个普通农民。年近八旬的他，在十里八村
出了名的爱记账。每每谈起自己的记账
史，他就立马有精神头儿。

老宋头曾在村里当了20多年会计，干
着记账的活儿。后来不做会计了，可记账
的习惯改不了。公家的账不记了，就开始
记自家的账。记公家的账以数字为主，文
字为辅；记自家的账则以文字为主，数字
为辅。

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到现在，老宋头
记下的东西，反映了中国农村的发展变迁
史。

生产队那会儿，老宋头的账本上主要
记工分。“工分，工分，社员的命根。”那个
年代，村里不管男女老少下地干活、喂牛
养马，工作量都由他统计，到了年底才按
工分分钱分粮。这个活儿，他从来没出过
差错，留下了很好的口碑。

改革开放了，农村实行了家庭联产承
包责任制。工分制取消了，老宋头就负责
记农业税，他清楚地记录着村里每家每户
缴粮纳税的每一笔数字。

2006年 1月 1日，这是一个值得纪念
的日子。老宋头时常提起这一天，“农民
不用缴公粮了！”从此，农业税这一项从老
宋头的记账本上消失了。他的账本上又
有了新的记录内容：2006年，他家的 4亩
地领取补贴款39元；到了2013年，这个数
字变成了380元。

他还记国家给村子的补贴款。修水
泥路补贴多少钱，建水塔装自来水补贴多
少钱，养老医疗又补多少钱——这是一本
公家的“倒贴账”。

这些年，他自己家的生活大事，也详
细地记在他的“账本”里。“儿子买房给 10
万元，买小汽车给15万元……”“孙子取得
了研究生学历，老伴儿报名参加老年书画
活动……”家里的好事儿越来越多，他的
本子越来越厚。

在老宋头的账本里，有两个特别的数
字：一个是0.8，一个是236。

上世纪80年代初，改革开放的春风吹
到了老宋家。当时，一些农民陆续走出田
间地头，融入城市建设中。正值壮年的他
也加入了南下大军。他跟着工友搬砖提
灰，吃大锅饭，住临时窝棚，每天虽然只有
8毛钱的收入，却很受村里人羡慕。后来，
村里的女性加入了打工者行列，他的妻子
也去了广东东莞打工，工资可观：一个月
能拿236元。

靠着夫妻俩辛勤的劳动，家里的日
子一天天好起来，破旧的房子变成了崭

新的平房，后来又变成了漂亮的三层小
楼。

在外打工的那些年，每到农忙时，夫
妻俩就会回来。每次回来，他们都会特意
买一套城里人时兴的衣裳穿着，让自己看
上去像一个城里人模样。

如今，老宋头家所在的村庄整体纳入
了城市改造范围，一家人搬进了宽敞明亮
的大楼房，住进了“四室两厅”。站在自家
阳台上，看着远处的高楼、近处的花园，他
经常感慨万端。

老 宋 头 也 把 这 些 写 进 了 他 的“ 账
本”！8

□李向平

去学校开儿子的家长会，当班主任老
师推开亚光黑板，轻点液晶触摸式一体
机，孩子们的演出、课间活动、试卷等一一
展现在眼前。这样的“黑板”就像大屏幕，
顿时让我想起儿时的黑板。

我小时候，父亲在平顶山农村当老
师，我经常跟着他在学校里玩。那时候，
我常看到“育红班”的老师拎着一块小黑
板，找一片树荫，将黑板挂在树杈上给孩
子们上课。小伙伴们各自搬着小凳子，在
黑板前分排坐下，以膝盖当课桌，听讲。
可以说，一块小黑板就是一个课堂，一片
树荫即是一个教室。

1978年，我上小学一年级，“泥桌子，
泥凳子，上面坐个泥孩子”就是当年的真
实写照。教室里的黑板是用木板刷上黑
漆，用几根棍子架起来靠在墙上的。黑板
用久了，木板拼接处裂开了白色的缝，老
师在黑板上写的“土”就被同学们当作了

“王”字。一块破毛巾挂在黑板旁的钉子
上，代替了黑板擦儿。上课了，老师先拿

毛巾在黑板上一阵挥舞，大家眼前立刻粉
尘飞扬。待老师擦好黑板，再看他，已是
灰头土脸、两鬓斑白……

1990年夏天，我从师专毕业，分配到
离家不远的乡村小学任教。这时的教室已
换上了水泥黑板——用细砂和水泥刷在墙
上，再涂上黑漆而成。相对木质黑板，水泥
黑板不容易损坏，平面抹得也光滑了，写字
的时候相对容易。但由于反光，坐在教室
两侧的学生看黑板，就会有盲点。等到黑
板用久了，表面的黑漆剥落了，坐在后排的
学生又看不清楚剥落处的字。当时，我真
羡慕上师专时老师用的金属黑板，那种黑
板墨绿色，视觉效果好，不累眼……

这些年，我们的生活、工作条件都改善
了，幻灯机、投影仪等现代化的教学设备走
进了教室。尤其是现在，随着计算机技术的
普及，多媒体教学已进入城乡很多学校。运
用多媒体教学，教师坐在电脑前用鼠标轻轻
点击课件，所需的文字、图表、动画、影视片
段等就通过投影仪上了“黑板”！还有“空中
课堂”，坐在教室里，看名师的直播课、点播
课已司空见惯。我儿子的班主任感慨说：

“原来听一节优质课就跟过年似的，全区上
千名老师，每次听课也就几十个人，轮一次
不容易。现在不但能看直播，还可随时点
播，这在以前想都不敢想啊！”

互联网教学，还让手机、电脑变身成
了“黑板”。通过手机、电脑在网上授课、
答疑、解惑，跨越了时间和空间，成为一种
自由互动的教学方式，也成为城乡教育联
合体便捷的交流方式。我儿子所在的学

校就通过校对校、师对师、师对生的“一对
一”帮扶，对一些偏远贫困地区的师生伸
出了援助之手。

黑板的变化，反映了时代发展的轨迹，
见证了40年来改革开放取得的巨大成就。
据说，一些发达地区的课堂教学已完全淘汰
了黑板，师生每人一台平板电脑，同步交流
互动。由此我想，黑板、粉笔，恐怕真的要退
出讲坛，成为教育发展史上的文物了。8

历史深处

纪念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往事

□本报记者 刘向东 本报通讯员 刘奕昕 李世民

“笨鸟”

“我是幸运的。”并肩行走在永煤公司车集煤矿五六百米深
的井下巷道里，游弋的话匣子打开了。

上世纪 80年代，父亲是木匠，耳濡目染影响着他。母亲多
病，家庭负债累累，他初中辍学去内蒙古“下煤窑”。1999年，车
集煤矿招收农民工时，29岁的游弋回河南干起了老本行：掘进
工。每当井下电器出现故障，大家坐下来休息时，游弋喜欢给电
器维修工打下手，哪怕帮不上忙，他也喜欢站在一边看着揣摩。

游弋的举动引起了队长的注意，他调游弋去当电工。第一
次去处理主井闸控系统故障，看着班长忙前忙后，他却无从下
手，连班长说的一些术语也不懂。当时他就想，如果这样下去，
自己就只能回去当掘进工。于是，别人下班休息，游弋找来专
业书籍一点点“啃”。听说公司每晚有电工培训班，他就骑 10
多公里自行车，天天站在教室后面当旁听生，趴在窗台上做笔
记……不吸烟不喝酒的游弋，那段时间却没少为烟酒破费，每
到休息日，他都会备上酒菜请师傅们到他家吃饭，边吃边学。

矿里很多设备是进口的，技术资料经常多达十几本，还全
是密密麻麻的外文，这对于连初中都没上完的游弋来说，跟读
天书没啥区别。“笨人”自有笨办法。游弋说，看不懂图纸，他就
对照实物一遍遍摸索着记忆；复印太花钱，他就对照图纸画下
来。三年多勤学苦练，游弋的电工专业理论和操作水平有了很
大提高，他获得破格申报资格，晋升为一名电工高级技师。

创新

2005年 5月的一次设备检修中，一名同事切割密封圈时，
手指被电工刀割破，鲜血淋漓。在场的游弋感叹：“如果能发明
一种切割速度快又不会伤手的工具该多好啊！”于是，他自己买
回旧电钻、打磨机、卡尺等工具，经过上百次操作实验，他的第
一件创新作品“井下电缆密封圈制作专用工具”诞生了。随后，
他又陆续研制了与之配套的电工快速定位剥线钳，并在当年举
办的省煤炭系统电钳工技术比武中投入使用。这两种专业工
具的配合使用，将剥线、挖密封圈的操作时间由以前的 20分钟
缩短至6分钟，使永煤公司的参赛选手节省了时间，一举包揽前
四名，游弋也因此获得了首个由国家知识产权局颁发的专利证
书……

成功的喜悦，激励着游弋的创新热情。车集煤矿主井提升
系统投入自动化运行时，闸盘开关损坏严重，平均一个月要更
换四五个。而这种进口产品，一个2000余元。由于维护工作量
大，每次更换要少产 240多吨煤。如何设计出一种保护装置以
避免闸盘开关的损坏？在同事们的支持下，游弋绘出图纸，并
与机修厂技术人员合作，经过一道道技术攻坚，保护装置研制
成功，并在主井绞车上顺利运行，闸盘开关多年未出现过故
障。仅此一项，每年就节约开支240万元……

一位工友在与游弋聊天时，无意间说出一个“头疼”事：主井
提升机运行时钢丝绳黏带很多粉尘，损害身体健康，影响环境卫
生。于是，又一个念头在游弋的脑海中萦绕开了。为了弄清有关
数据，游弋每天下班后便带上矿灯和工具，独自登上几十米高的
天轮平台观察研究，每晚都到夜里9点多才下来，回家后再接着
画图、分析、总结。那段时间天寒地冻，连日的雨雪低温天气冻得
他手脚麻木。3个月后，他设计的钢丝绳自动除尘设备投入使
用，不仅改变了主井周边环境及绞车房的设备卫生，还大大减轻
了职工的劳动强度，仅人工成本一项，每年就节约80余万元。

领跑

随着游弋获得的国家专利越来越多，车集煤矿挂牌成立了
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创新工作室。

对待徒弟，游弋首先想到的是如何让他们青出于蓝而胜于
蓝。短短几年内，游弋工作室由当初的 3人小组发展壮大到目
前拥有 49人的核心团队和创新爱好者 200余人。他们集思广
益，完成各类创新成果 1463项，获得专利授权 45项，为企业创
造经济效益 1.5亿元。工作室还培养出 2名煤炭系统“技能大
师”和4名省级技术能手，成为河南省示范性劳模创新工作室和
全国首批煤炭行业技能大师领衔工作室。

作为创新工作室的带头人，游弋还将“创新并不难”理念带
给了工友，不断用行动力感染着他们，为企业培养了一大批“金
牌蓝领”。他所带的 36名徒弟中，已取得高级技师职业资格的
5人，技师 12人，高级工 19人。有人曾跟游弋开玩笑说，“教会
徒弟，饿死师傅”，可在游弋看来，只有培养出更多更好的徒弟，
才能促进企业的发展。游弋说：“我是幸运的。幸运的背后，有
我自己的不懈努力，也有企业的大力支持。我要尽自己所能回
报企业，回报祖国。”1

大漠寒菊蔡文姬

他曾是一名连初中都没

有读完的煤矿掘进工。经过

不懈努力，他拥有国家发明专

利、创新成果百余项，为企业

创造经济效益上亿元。他获

得过全国五一劳动奖章，是中

原大工匠、全国技术能手……

□梁小兰

她袅袅婷婷地走来，踩着月光，
带着丝丝仙气，在尘埃里开出一朵花
来，像菊花，在秋声里热烈、浪漫而又
有些忧郁。

这个明媚皓齿的女子就是蔡琰
蔡文姬。

蔡文姬的父亲是博学多才的东
汉大文学家蔡邕。许是得了父亲的
遗传，小小年纪的她便显示出了不凡
的天赋。大约九岁时，父亲夜间弹
琴，一根弦突然断了，蔡文姬说：“父
亲，第二根弦断了。”蔡邕以为这不过
是小孩子偶然说中罢了，为了看看这
个小丫头水平到底高不高，他又故意
弄断一根弦，蔡文姬准确地说是第四
根。蔡邕大惊，确信这个女儿真的有
过人天赋。

的确，蔡文姬擅文学、爱音乐、喜
书法，博学多才……

16岁时，蔡文姬嫁给了河东世家
卫仲道。一个是大家闺秀温婉美少
女，一个是世族多才翩翩美公子，这
是多么幸福的结合。但偏偏上天妒
忌，两年后，卫仲道病亡。两人并无
子嗣，无奈，蔡文姬回了娘家。屋漏
偏逢连阴雨，蔡文姬还没从丧夫的悲
痛中缓过来，灾难接踵而至。董卓被
诛杀后，蔡邕也被司徒王允投进监
狱，不久死于狱中。天塌下来了，蔡

文姬肠断心痛，欲哭无泪。
灾难远没结束。东汉末年，战争

把蔡文姬裹挟到匈奴，她被迫嫁给了
大草原上不懂汉家礼仪、没什么文化
修养、只知马背上搭弓射箭的南匈奴
左贤王。那一年蔡文姬约 23岁，正
是胭脂上妆的美好年华。

大漠飞沙，蔡文姬看到的不是美
景，她的眼里只有无尽的忧伤。草原
很美很辽阔，但她对这些并不喜欢。
她怀念故园的竹简书籍、琴韵悠扬、
墨香四溢……但这一切显得那么遥
远。长笛幽咽，弦声悲切！

无限苍穹下，她只是一个小逗
点，那么渺小，那么脆弱，那么无助。
也许她在内心有过无数次呼喊：我想
归去，我想归去，但没有回音。蔡文
姬是坚强的。她像大草原上一棵既
卑微又渺小但又充满生命力的秋菊，
沐浴着风沙，在秋风瑟瑟里倔强地生
长着、盛放着。

在草原上渡过了漫长的12年，蔡
文姬生了两个孩子，她的生活虽枯燥
但有了新的生命，她微笑了。但是夜
晚，当草原上明月高悬，她遥望天空，
又常想起故园。故园是她生生世世的
眷恋，那里才是她安放灵魂的地方啊！

机会终于等来了。建安 11 年
（207年），丞相曹操听说了蔡文姬的
不幸遭遇，派遣使者携带重金到匈奴
赎回了蔡文姬，史称文姬归汉。这一
年，蔡文姬35岁。

回归故土，令蔡文姬欣喜，她却
不能带两个孩子一起回来。母子别
离，她又如此心伤！胡笳声乱，蔡文
姬内心充满了哀怨、惆怅，拿起笔，她
写下了令人叹息欲绝的《胡笳十八
拍》：

“我生之初尚无为，我生之后汉
祚衰。天不仁兮降乱离，地不仁兮使
我逢此时。干戈日寻兮道路危，民卒

流亡兮共哀悲。烟尘蔽野兮胡虏盛，
至意乖兮节义亏。对殊俗兮非我宜，
遭污辱兮当告谁。笳一会兮琴一拍，
心愤怨兮无人知。”这第一拍便字字
血泪，让人肝肠寸断。

“戎羯逼我兮为室家，将我远行
兮向天涯。”“无日无夜兮不思我乡
土，禀气含生兮莫过我最苦。”“雁高
飞兮邈难寻，空断肠兮思愔愔。”“身
归国兮儿莫之随，心悬悬兮长如饥。”
字字句句，饱含了她对故土的思念，
和她别子思子的无限悲痛。胡笳声
悲，哀响缠绵！

从此，中国文学史上留下一首千
古绝唱！它是蔡文姬用一生的悲怆
抒写的灵魂之曲！是一个女子在历
经苦难之后淬炼出的一颗光华夺目
的宝石！诗歌情感充沛，哀婉动人，
流淌着诗人浓浓的感情，饱含着诗人
热烈的家国情怀，还有对和平生活的
无限渴望。明朝人陆时雍在《诗镜总
论》中说：“东京风格颓下，蔡文姬才
气英英。读《胡笳吟》，可令惊蓬坐
振，沙砾自飞，真是激烈人怀抱。”

《胡笳十八拍》的文学价值自不
必说，还富有珍贵的历史价值，让我
们能透过烟尘看到那个时代的背影。

读蔡文姬的故事，会让人产生一种
莫名的忧伤，她本是自然天成、不经雕
琢就可以美丽无比的玉璧，却偏偏被历
史扔到火中灼烧，一个活泼泼的美少
女，硬是被熊熊火焰燃烧成一个雕像。

还好，蔡文姬后来又嫁给了陈留
人董祀、一个小小屯田都尉，安稳、幸
福地渡过了后半生。

打开古琴曲《胡笳十八拍》听了
一遍又一遍，一次一次遥想蔡文姬
坐在大漠烟尘中，像一朵微小的菊
花，更像一尊经过烈火焚烧的瓷器，
浸润着美丽的釉色，内敛、温润，越来
越美丽……8

老宋头的“账本”

黑板变身记

工
匠
游
弋

王伟宾/绘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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