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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深处

纪念改革开放四十周年·往事

爱
情
扶
手

□本报记者 刘向东 本报通讯员 郭小红

“抬左脚，抬右脚，好，继续……”明媚的阳光下，偃师市高龙镇陶
化店村一个普通农家小院里，63岁的崔巧玲正双手扶住丈夫孙保国
的双脚一步步往前挪着。为了让瘫痪的丈夫重新站起来走路，28年
前，崔巧玲在堂屋门前的空地上搭建了一条5米长的扶手，每天陪着
丈夫做康复训练。28年过去，奇迹发生了：孙保国能自己站起来，扶
着扶手，在崔巧玲的帮助下走路了。

这条5米长的扶手，被村民称为“爱情扶手”……

变故
“好好的人瘫痪了，我的天塌了。”崔巧玲35岁那年，丈夫孙保国

骑摩托车不慎摔倒，腿部骨折。
屋漏偏遇连阴雨。孙保国骨折尚未痊愈，高血压引发的脑出血，

使他瘫痪在床。
突如其来的变故让崔巧玲不知所措。但苦难很快让这个朴实的

农村妇女冷静下来。当时，他们的两个儿子才十来岁，正上着学。崔
巧玲知道，这个时候她必须坚强，她倒下了，这个家就散了。

医生说，孙保国的病只能保守治疗。崔巧玲便将丈夫接回家
中。当不足 50公斤重的崔巧玲咬牙攒劲，第一次把比她重近 25公
斤的孙保国连拖带拉往床上抱时，她已经坚定了一个信念：一定让丈
夫再次站起来。然而，“顶梁柱”忽然成了一家人的拖累，孙保国无法
接受这样的事实。有时，他会又吵又闹；有时，他会一声不吭；有时，
他的脾气变得非常古怪，摔摔打打。更多的时候，孙保国清醒而冷
静，他对崔巧玲说：“我不能拖累你一辈子啊！”每每这时，崔巧玲都会
紧紧攥着他的手。

“我就是你的手你的脚，有我在，这个家散不了！”他俩像孩子似
的相对而泣。

扶手
现实是残酷的。崔巧玲每天洗衣、做饭，给孙保国喂饭，喂药，按

摩，擦洗身子，换洗脏衣服脏被褥……抽空下地干活。她像陀螺似的
转个不停，心力交瘁，却从不抱怨。水葱般的手变得像枯树皮一样，
她不在意，“我不怕吃苦，有时实在太累，就趁着他睡着了，倒在旁边
的小床上歇一会儿。”崔巧玲平静地说。

天天这么辛苦，有没有想过放弃？很多年以前，曾有姐妹劝她趁
年轻再嫁一家。“人得有良心，不能让人背后捣脊梁骨子！”崔巧玲瞪
大了眼睛，坚定地说。娘家妈是个明白人，她三天两头会往女儿这儿
跑，帮着做一些家务和地里的农活儿。她心疼女儿，更可怜女婿。她
告诉女儿，“夫妻就得相互扶持”。

每天，身体完全瘫痪的孙保国躺在床上，崔巧玲细心按摩。后
来，崔巧玲听专家说这种病通过康复训练效果会好。于是，她为他设
计了很多种锻炼方式：让他扶着墙走，两个人却常常一起摔倒在地；
让他扶着椅子、架子车走，架子车却常把他拖倒在地上……

孙保国跌倒了，崔巧玲心里难受。有一天，崔巧玲买来几根钢
管，借来工具，安顿好孙保国，便根据自己的想象忙碌起来……这样
的“粗活”她从没干过，第一天，她从中午忙到晚上，双手磨出了血泡，
钉好了一根铁柱子；第二天一使劲儿，铁柱子歪了，她又把它往地下
多埋了一尺，稳当了；第三天，接着干……10天后，崔巧玲在堂屋门
前的空地上搭起了一排扶手，她试着扶着走动，扶手有些剌手，她找
来砂纸，一遍遍把扶手打磨光滑，涂上油漆。

第一次抓着妻子自制的扶手，孙保国像个孩子一样兴奋地练习起
来，练着练着就泪流满面……“为了锻炼我的协调性，她用红绳子绑住
我的双腿，喊着口号，连扶带拉一步步往前挪。”孙保国几度哽咽。

一年过去了，孙保国会坐轮椅了，能在妻子的帮助下挪几步了；
两年过去了，孙保国能走十几步了；三年过去了……

风景
28年后的今天，孙保国完全可以自信地扶着扶手走几个来回

了。崔巧玲笑着鼓励他说：“连医生都说你是个奇迹呢！”
扶手，在孙保国的扯、拽下，经常会松动。维修扶手，崔巧玲已经

非常老练。扶手松了倒了，她拿上锤子、钉子，一阵叮叮当当过后，扶
手便牢固如初。

听说她自制的扶手被村民们叫成了“爱情扶手”，崔巧玲笑着说：
“我不懂啥叫爱情，只知道离开他一会儿，我就放不下心。”

受母亲的影响，两个长大了的孩子都很争气。老大承包了葡萄
园，老二开了鞋加工厂，媳妇们也孝顺，平日里抢着帮崔巧玲干家
务。一家人的日子又一天天红火了起来。不过，最让崔巧玲高兴的
还是丈夫康复得越来越好，“有盼头了！”

熬过了艰难的日子，如今的崔巧玲仍是个闲不住的人，除了照顾
丈夫，还帮着两个儿媳妇带孩子。

青丝变成了白发。轮椅坐坏了三个，扶手坏了多少回都记不清
了。扶手下面的铁柱子已锈迹斑斑，被青苔覆盖，它见证了崔巧玲
28年的坚守与付出，记录了夫妻俩相濡以沫、不离不弃的爱情。

“几十年如一日，操持一大家子，巧玲不容易，大家都佩服她哩！”
村干部孙天佑说，村里建家风馆时，他们把崔巧玲照顾丈夫的事迹和
照片挂在了墙上……

夕阳西下，光影之中，崔巧玲推着孙保国，迎着微风，漫步街头。
他们，已经成为村子的一道风景。1

□乔山峰

郑州西区的工地上，常能看到一位
满头银发的老人举着相机，时而仰拍空
中旋转的塔吊，时而俯拍涵洞里电焊飞
溅的火花……老人的名字叫陈光挥,大
家都亲切地叫他老陈。

老陈原是一所小学的教师，年轻时
就爱摄影。退休后，他早出晚归，背着
相机骑着自行车四处转悠。当听到郑
州获批建设国家中心城市的消息后，老
人显得特别兴奋。他说，改革开放以
来，郑州的各项事业都取得了飞速发
展。尤其是要建设国家中心城市了，一
定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作为摄影
爱好者，“我要用镜头捕捉国家中心城
市建设的精彩瞬间，给时代、给郑州留
一点生动记忆。”

熟悉老陈的人都知道，从开始拿上
相机那天，他就未停止过对郑州城市发
展进程的记录。从郑东新区开建到常
西湖新区奠基，从火车站改造到航空港
出现，从“四桥一路”通车到地铁工程启

动，一个个饱含印记的村庄、一座座稍
显杂乱的小楼，一条条打通的道路……
省会如火如荼的建设，都从他的相机里
留下了影像。

说起郑东新区CBD，老陈的言语中
透着得意和自豪。他说，过去那里人烟
稀少，到处都是荒野鱼塘或是村庄、工
厂和破落的城乡接合部。“2003年 1月
20 日，郑州国际会展中心打第一根桩
时，我就去那里拍照了。”

15年过去了，郑东新区早已成为郑
州的名片。漫步郑东新区街头，现代城
市的繁华和水域绿地的恬静相得益
彰。登上“大玉米”最高层远眺龙湖，波
光粼粼，碧草葱葱。临空俯瞰，如意湖
与龙湖之间，蜿蜒如玉带般的运河首尾
连接……这些都被老陈定格在了照片
里。

伴着郑州城市发展的脚步，老陈拍
摄了近 20000张照片，几乎每张照片背
后都有讲不完的故事。老陈曾拍摄过
的小岗刘村，附近正热火朝天地修建地
铁，建成通车的陇海路高架桥早就成为
横贯郑州东西的交通大动脉，环绕二环
的快速公交车一路欢歌，一趟趟运送着
来往的乘客。

当初，为了给即将拆迁的村落拍个
毫无遮挡的全景，老陈不止一次爬上街
对面的高楼。楼顶没有围挡，站得太靠
里又容易挡着镜头。老陈干脆跪在上
面，一点一点往边上挪，直到选中最佳
拍摄角度。有一次，他一手端相机，一
手抓着平台边缘正准备按动快门时，一
阵大风刮来，他浑身颤抖，差一点连人
带机器摔下去。“拍个照片命都不要
了！”直到今天提起这件事，老伴还不停
地责怪。

最近，老陈特意选了与当年相同的

位置再次拍摄时，新建的高楼已把镜头
挡得严严实实，威风凛凛地让人须仰视
才见。俯仰之间，小岗刘村已建成了小
岗刘新城。“以前小岗刘的大门就在那
儿！”指着大商新玛特的入口，老陈提高
了嗓门，想盖过川流不息的汽车发动机
的轰鸣。

坐在街边的茶馆里，品着香气扑鼻
的茶水，老陈展示着自己的照片，朋友
们特别陶醉。“我家门口的石狮子”“老
燕庄的麦地”……大家七嘴八舌，回忆
中透着对新生活的向往。

看着父亲整天忙碌的身影，儿女们
经常劝老陈，都那么大年龄了，该好好
安享晚年了。他们甚至把外出旅游的
机票和钱都放到了老陈面前。可是，
摄影已经成为老陈的一项事业。他
说：“作为郑州市民，看到城市发展日
新月异，我总控制不住内心想留下点

纪念的冲动。”
老陈说，现在走在常西湖新区，最

明显的感觉就是这里充满了活力与生
机：生态廊道上的月季花盛开，在蓝天
的衬托下美艳动人；从前杂乱的小村
庄，如今已规划成为高端居民区;“四个
中心”工地塔吊林立，奥体中心已显露
雏形, 她将作为 2019年全国少数民族
运动会的主会场，向全国人民展示中原
经济及社会发展的崭新篇章……郑西
CCD正在悄然崛起。

从郑东 CBD 到郑西 CCD，郑州的
区域发展更趋平衡。作为土生土长的
郑州人，年已 75 岁的老陈信心满满，

“如果有可能，我希望自己能再拍 10
年。10 年后的郑州会是啥模样，真不
敢想象！到时候，我要办一个摄影展，
用照片向大家讲述郑州的昨天和今
天。”8

□王剑

一

公元前 218年，在河南境内的一条
官道上，行进着一列豪华的车队。队伍
的最前面，是鸣锣开道的公差，紧接着
是威风八面的马队。马队的后面，是打
着彩旗的仪仗队，36辆四驾车辇走在中
间。车队的两边，大小官员前呼后拥，
甚是热闹。

这个车队，是秦始皇东巡的车队。
当时，大秦帝国刚刚缔建，需要向天下
人炫示它的威力。然而，秦始皇做梦也
没有想到，竟然有两个青年人会在半道
上等着他。

当东巡车队途经阳武县（今原阳县
东部）的博浪沙时，一个重约 60公斤的
大铁锤忽然从天而降，砸向车队中间最
豪华的那辆车，乘车者当场毙命，现场
一片混乱。只见两条黑影趁乱钻入芦
苇丛中，眨眼之间逃之夭夭。

后来人们知道，策划这次斩首行动
的人名叫张良，颍川城父（今宝丰）人。
可惜，被大铁锤击中的只是副车，秦始
皇侥幸逃得一命。

有人也许好奇，张良行刺，图的是
什么呀？很简单，为了给韩国报仇。

起初，张良的人生目标很丰满，就是
希望能像自己的父亲和祖父那样，成为韩
国的丞相。但张良是不幸的，就在他18
岁那年，他的国家被秦国灭掉了。于是，
他散尽家资，找到一个大力士，他要杀掉
那个打碎他人生梦想的“恶人”。

一般来说，行侠仗义的人，都长得
高大威武。然而，张良的相貌却像个美
丽的女子。司马迁见到他的画像，也感
到很意外。

二

颠沛流离的张良，有过人生当中的
一段传奇。有一天，他到下邳的沂水桥
上闲逛，遇到一个穿着粗布短袍的老
人。老人见张良走近，故意把脚上的草
鞋甩到桥下面，然后对他喊：“喂，小子，
去把我的鞋捡上来。”张良很是惊讶，虽
然知道老人是在故意刁难他，可还是忍
着性子走到桥下，把草鞋捡上来递到老
人面前。谁知，老人把腿一伸，说：“给

我穿上。”于是，张良又跪在地上，帮老
人穿上了鞋。

老人大笑几声，扬长而去。走了
一里多地，老人又折了回来，对还在
原地发愣的张良说：“你小子不错，我
想教你一点儿本事。五天后的清晨，
你来这儿等我吧。”张良立刻恭敬地
答应了。

五天后的清晨，张良气喘吁吁地来
到桥上，谁知老人已经坐在桥头了。老
人生气地说：“年纪轻轻的，来得比长辈
还晚，以后能有什么出息？如果真想学
的话，就五天后再来见我吧。”张良对老
人行了个礼，目送老人离去，并暗下决
心：“下次一定要先到这儿！”

又过了五天，鸡刚叫，张良就到了
桥上，可老人还是先到了。老人还是很
生气，又让张良再等五天。张良下定决
心，下次一定不能再晚了。

这一次，张良半夜就起来，去桥
上耐心地等着。老人到来后，非常高
兴，从怀里掏出一本薄薄的书，对张
良说：“你好好读读这本书，将来准能
成就一番大事业。”说完，老人就不见
了。

天亮后，张良打开书一看，竟是著
名的兵书《太公兵法》。张良惊喜异常，
从此日夜研习，终于成为一个深明韬略
的“智者”。

这位老人，据说就是隐身岩穴的高
士黄石公……

三

刘邦的众多谋士中，张良是以一条
条妙计赢得尊重和依赖的。

公元前 206 年，项羽入主咸阳后，
把刘邦分封到偏僻荒凉的巴蜀。张良
把刘邦送到褒中，看到此处群山环抱，
沿途都是悬崖峭壁，只有栈道凌空高
架，别无他途。张良观察一会儿后，给
刘邦献上一条计策：全部烧毁栈道，以
消除项羽的猜忌。不久，刘邦又采用大
将韩信之谋，“暗度陈仓”，一举平定三
秦，夺取了关中宝地。一个“明烧栈
道”，一个“暗度陈仓”，成就了历史上一
段脍炙人口的佳话。

公元前 205年 4月，刘邦被项羽击
败，几乎全军覆没。刘邦逃至下邑，万
念俱灰，前途暗淡。而张良却很乐观，

又为刘邦献上一
条妙计：“楚国的
猛将英布与项羽
有隔阂；彭越没有受封，
早对项羽不满。这两个
人，可以利用。汉王手
下的大将韩信，可以委托大事，独当一
面。如果能用好这三个人，打败项羽是
早晚的事儿。”

这就是著名的“下邑之谋”。刘邦
听罢，认为这确是一条以弱制强的妙
计，连忙起身对张良拜了又拜。不久，
在张良的谋划下，一个内外联合共击项
羽的军事联盟形成了。从此，刘邦由战
略防御，开始转为战略进攻。

公元前 203年，汉楚约定以鸿沟为
界，中分天下。项羽如约拔营东归，向
彭城而去。刘邦也欲引兵西归汉中。
就在这重大转折之际，张良看出了项羽
腹背受敌、捉襟见肘的破绽，便给刘邦
献计道：“如今汉据天下三分有二，正是
灭楚的有利时机。如果放虎归山，必将
遗患无穷。”刘邦马上采纳了张良的计
策，亲率大军追击项羽。韩信、彭越等
各路兵马也齐聚垓下，终于迫使项羽乌
江自刎。

刘邦登基后，在洛阳的南宫举行庆
功宴会。席间，觥筹交错，君臣言谈甚
欢。刘邦端着酒杯，由衷地感叹道：“运
筹策于帷帐之中，决胜千里之外，我不
如子房啊！”

四

张良的晚年，隐居在东昏（今兰考）
西南的白云山，生活很是散淡。兴致来
了，他会跟着一个叫赤松子的人，到处
闲逛。有一天，他路过济北，在谷城山
下看到一块黄石头，忽然想起了自己的
恩师。他把这块石头郑重地捡起来，细
心地用丝绸包好，视作珍宝。居家则供
于案，出行则揣在怀，再也没让它离开
过自己一步。

公元前 186 年，张良病逝，这块石
头也随他一同下了葬。

“功成轻举信良谋，心与鸱夷共一
舟。吕媪区区无鸟喙，先生轻负赤松
游。”张良的闲适心境，在范成大的诗句
里如白云出岫，缕缕如新。8

老陈拍郑州

张良的妙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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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各项事
业都取得了飞速发展。
我要用镜头捕捉精彩瞬
间，给时代、给郑州留一
点生动记忆……

这一次，张良半夜就起来，去桥上耐
心地等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