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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户村民

大山深处大山深处

□袁文章

脸色红润，精神矍铄，走起路来步伐有力……
别看王心有老人今年都102岁了，但他的身体状
态却跟80多岁的老者差不多。

王心有老人生长在封丘县留光镇青堆村。
青堆村是享誉国内的“相思之乡”，为坚守爱情
反抗强暴而殒命的韩凭夫妇就葬在这里。两千
多年的传承中，“比翼鸟”“连理枝”作为独特的
爱情符号，已升华为当地有情人终成眷属的终
极追求。

王心有和妻子虽是媒妁之亲，但受传统美
德影响，彼此互敬互爱，和和美美。两口子共同
生活了 60余年，愣是没磨过一句嘴，没红过一
次脸。“夫妻恩爱，也是长寿之道。”王心有老人
常对人们这样说。

为人厚道，长于劳作。老人的小儿子王存
昌介绍说，他父亲年轻时，不论是挖河修埂、看
青出工，还是放羊喂猪、种麦植棉，从不拈轻怕
重，挑三拣四。在他担任生产队的牛把式期间，
心里装着集体，爱牛如子，深得群众好评。

老人常教育他的子女们说：“人是病死的，

不是干活累死的，不能怕吃苦。”虽然王心有老
人已经百岁出头了，却依然好动。不能蹲在责
任田里拔草，就致力于洒扫庭除，养花种菜。他
家的小院一年四季不断时令蔬菜，很是满足了
家人口福。

“父亲给我的印象就是勤勉做事，忠厚做
人。百岁之人，还自己洗澡洗衣。他给我们做
子女的立了榜样，我们一生都得感恩。”王存昌
说。

王心有喜欢步行，他认为快走是最好的健
身方法。除了有特殊情况，他不出远门一般不
坐车。三年前，他孙子送他到十里开外的北侯
村听戏，说好的散戏时去接他，因为工作忙耽搁
了。等他的孙子赶到碰面地点时一打听，老人
早就步行往家回了……他的孙子火急火燎地赶
回家中一看，老人正独自在院子里嚼着从剧场
外捎回的牛肉有滋有味地啜饮小酒……

听戏，是王心有老人的最爱，尤爱听豫剧。
这爱好，从年轻时就培养起来了。农闲时节，只
要听说附近哪村唱戏，他一定会抽空前往一过
耳瘾。听得多了，他会的段子也不少，不仅《穆
桂英挂帅》《打金枝》《下陈州》等传统戏耳熟能

详，《朝阳沟》《红灯记》《香魂女》等现代经典段
子，他也能信口而出。现在，老人还是村里人人
敬仰的“文娱顾问”哩！

王心有老人至今保持着每天喝点酒的习
惯，年轻时经常每天过斤。现在，虽然他每天只
喝二两左右，但对“档次”有了要求。他说：“以
前家底薄，只能喝低档的；现在农村条件好了，
为什么就不提高点档次呢？”

王心有夫妇育有三子三女，而今人丁兴
旺，四世同堂。孙子孙女，外孙子外孙女，个
个投其所好，看望他时，都会给他带两瓶好一
些的酒。口感各异、风味多样的酒，把老人整
天喝得高高兴兴晕晕乎乎的，日子过得神仙
一般。

此外，王心有还保持有一颗童心。几十年
来，他对传统文化有着足够的热情，年年参加
村内的相思祭礼盛会；同时，他对新事物也有
着极大兴趣——前些年他随儿子住在县城时，
为了俯瞰所住小区的全景，他竟然经常独自登
上小区外 20层高的圆形商业楼，站在天台上东
瞅瞅西看看……这哪像一位百多岁的老人
啊！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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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根剧团有情怀
生活素描

□刘飞 魏红

每逢周四，商水县袁老乡敬老院里，总会传
来悦耳的丝竹管弦和阵阵叫好声。接连上演的
舞狮、旱船、挑花篮等传统民俗节目，让老人们

把手都拍红了，脸上也乐
开了花。

为老人们演出的，是
当地民间传统文艺队。文
艺队的领头人叫郭建彬，
他从小受当音乐老师的父
亲熏陶，对传统戏曲情有
独钟。12岁时，老郭参加
县豫剧团的选拔考试，一
曲《花木兰从军》选段技压
全场，当场被剧团的老师
收为徒弟。几年下来，他
先后学会了快板、渔鼓道
情、大鼓书等多个曲种。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乡村文化生活单
调,大鼓书便成了最受欢迎的娱乐形式。每
次锣鼓一响，附近村子的村民都会把饭碗一
推，搬着小凳子来听老郭说书。有时候下起
了雨，便有人站在他身后给他打起伞，听他
把大鼓书说完才肯罢休。老郭说：“现在十
里八村60岁以上的老人，当年差不多都是
俺的‘粉丝’哩！”后来，电视机、录音机逐渐
普及，大鼓书、快板书等传统说唱艺术逐渐
淡出了舞台。儿女都成家后，年过花甲的老
郭却在心里一直藏着梦想：成立一支文艺宣
传队，传播民间传统文化，弘扬敬老爱老美
德。
几年前老郭组建文艺队时，只有5个队员，但

他们有板有眼的表演,处处赢得叫好与掌声。老郭
自豪地说：“每一个队员都有自己的绝活，是共同的
爱好让我们大家走到了一起。”

文艺队没有演出设备，队员们就自掏腰包

去买。偶尔参加的商业演出，能分到大伙手里
的报酬也就50元钱，但他们很开心。今年60岁
的队员马欣说：“我们不是为了挣钱，大家聚在
一起图的就是开心。以前我身体不好，进入文
艺队参加演出后，腰不酸了，背不痛了，现在像
换了个人似的。”去年重阳节期间，老郭他们在
袁老乡敬老院慰问演出时，一位五保老人拉着
老郭的手激动地说：“今天我真是高兴啊。”临别
时，敬老院里的老人们依依不舍，把他们送出了
很远很远。老郭心里暖暖的，就和队员们商量，
每周都要到敬老院里义务演出一次，给这些可
爱而又孤独的老人们带来快乐。

为了方便演出，老郭还把演出设备寄存在
敬老院里一间仓库内，73 岁的五保老人单德
喜自愿当起了保管员。每到演出时，敬老院
里的老人们忙着搬运道具、烧水倒茶，十分开
心。“大家每天都算着日子，他们一来，俺们心
里就像过节似的。”单德喜老人说。

为了让节目内容更接“地气”，老郭还经常
把身边的好人新事挖掘出来，搬上舞台。三仙
村村民单小仑是村里有名的孝顺媳妇，老郭熬
了两个通宵，把单小仑的事迹编成快板《婆婆也
是妈》，每次演出，都赢得热烈的掌声。每当家
乡有义务演出，郭建彬总是有求必应，全力支持
家乡的公益文化事业。近几年，老郭的草根剧
团每年都要义务演出 70多场（次），演出剧目有
30多个。

老郭说，只有更好地为基层群众服务，民间
文艺才能够繁荣兴盛。现在，他的文艺队已经
有了 20多人，他们会把更多的文艺演出带到乡
村去，“让农民在家门口就能欣赏到正能量、主
旋律的好节目。”8

历史深处

□韩峰

宋真宗天禧三年（1019年），司马光出生于
河南光山，因其父司马池时任光山县令，所以
给他起名光。

司马光自幼天资聪明，勤奋好学，在父亲
的教授下，7岁的他不仅能背诵《左氏春秋》，还
能讲述书中的主旨要义。更令人刮目相看的
是，小小年纪的司马光还以自己的实际行动，
抒写了流传后世的“司马光砸缸”的故事。

宋仁宗宝元初年，刚满 20岁的司马光考中
进士。按朝廷规定，凡考中进士的人，都要参加

“闻喜宴”。宴会时，由皇帝赐给每位新科进士
一朵大红花，以光显荣耀。面对如此隆重的场
面，新科进士们无不喜气洋洋春风满面地戴上
皇帝赐给的大红花，唯独司马光，就是不戴。《宋
史·司马光传》记载：“（司马光）性不喜华靡，闻
喜宴独不戴花……”

“性不喜华靡”的司马光，对财物和物质享
受也看得很淡薄，“于物淡然无所好”。终日粗
茶淡饭，麻葛粗布，为官也清廉节俭。在洛阳编
纂《资治通鉴》时，他的住房极其狭小简陋，只好
另辟一地下室为书房和工作间。而同在洛阳居
住的大臣王拱辰，却宅第非常豪奢，中堂建屋三
层，最上一层称朝天阁。洛阳人因此戏称：“王
家钻天，司马入地。”

司马光年老体弱时，朋友欲用 50万钱买一
婢女伺候他，司马光婉言拒之：“吾几十年来，食
不敢常有肉，衣不敢有纯帛，多穿麻葛粗布，何
敢以五十万市一婢乎？”

更令人叹息的是，其夫人去世后，清贫度日
的司马光竟拿不出给夫人办丧事的钱，只好把
仅有的三顷地卖掉，安葬了夫人。《宋史·司马光
传》说：“洛中有田三顷，丧妻，卖田以葬，恶衣菲
食以终其身。”他与夫人 30多年没有生育，夫人

想让他纳妾生子，他却拒
绝了夫人的好意。夫人
悄悄买来美女安置在卧
室，并借故外出。司马光
却视而不见，不予理睬，
到书房看起了书。美女
追到书房，搔首弄姿，司
马光却不为所动，令美女
大失所望。

夫 人 不 甘 罢 休 ，又
和母亲暗定一计，为司
马光安排了一个美貌丫
鬟。夫人以赏花为名，
邀司马光来到娘家，然
后借故和母亲躲开。美
女来到司马光面前，司
马 光 竟 生 气 地 斥 退 了
她。事后，人们无不佩
服司马光正直的品行。

后来，司马光收养了哥哥的儿子司马康
作为养子。对养子，司马光也经常教育他生
活节俭，清白做人。在著名的《训俭示康》一文
中，司马光语重心长谆谆教诲：“吾本寒家，世
以清白相承，性不喜华靡”“众人皆以奢靡为
荣，吾心独以俭素为美”“由俭入奢易，由奢入
俭难”。他说：“侈则多欲。君子多欲则贪慕富
贵，枉道速祸；小人多欲则多求妄用，败家丧
身；是以居官必贿，居乡必盗。故曰：侈，恶之
大也。”司马光还列举了历史上许多因为节俭
而立下好名声，因为奢侈而自招失败的事例，
反复告诫子孙后代。

元丰八年（1085年），宋哲宗即位后，67岁
的司马光被任命为宰相。因疾病缠身，司马光
行走不便，便特许他三天到一次朝廷，并可以不
下拜，但都被司马光谢绝了。皇帝只好下诏让

司马光的养子司马康搀扶着司马光入朝，共商
国是。

一年多后，呕心沥血的司马光如春蚕吐尽
了最后一缕丝。太皇太后听到司马光去世的消
息，非常悲痛，取消了原定参加明堂建成的大
礼，和皇帝亲去吊丧。京城百姓得知后，纷纷前
往凭吊，有的还卖掉衣物参加祭奠，大街小巷到
处可听到哭泣声。由此可见，司马光在人们心
中的分量。8

“福来——福来——在家没有？”黄五成还
没走进村，便站在山坡上扯起嗓门喊了起来。

“哎——在呢！牛圈里给牛饮水哩，你
先进屋啊！”胡昌闻声，钻出牛圈，向这边眺
望着。

“福来”是胡昌的小名。大山里的人，
吼两嗓子不仅让人感觉亲切，也是因为没
有手机信号——想打电话，得到两公里外
的半山腰。

13年前，每逢夜晚，村民们靠点煤油灯、
烧木头照明。通电，是村里几代人的梦想。

2006 年年初，头道沟村被确定为平顶
山市“户户通电”的首个试点村。可要把电
线扯进只有几户人家的深山小村，用电成本
不说，竖电线杆、扯电线又是个什么样子呢？

“没有公路，卡车、拖拉机都进不去。”当
年参与架电的黄五成回忆说，他们靠着 4头
牛拉架子车，硬是把电线杆一根根拉进了山
里。挖掘机进不了山，他们和村民们用铁锹
一铲一铲挖坑。立一根电线杆，通常要 10
多人分工协作。

2006年 7月 19日。时隔 13年了，村民

们仍准确地记着这个日子——头道沟村合
闸通电。夜晚，灯光照亮深山小村，20多个
村民欢呼雀跃。

此后 13年间，黄五成、闫明法、闫亚彬
先后成为这个片区的电工。

今年 58岁的黄五成，是常村镇本地人，
做电工已 19年了。闫明法、闫亚彬则是一
对父子。按照规定，他们每季度巡检一次
线路，事实上，他们每月至少两次结伴巡一
次线。因此，他们也成了山村里最常见的

“外人”。
“进山线路的情况比较特殊，比如被树

枝挂住线了、被鸟弄串联了，随时都可能出
故障。”黄五成说，有一次刚下完大雪去巡
线，他不小心掉进了一个两米多深的雪坑。
同行的闫明法、闫亚彬费了好大劲才把他拽
出来……

“线路下面根本就没有路，但有时候不
夜巡还不行。”黄五成说，尤其是夏天，有些
线路会发红、冒火，只有晚上才能看得见。
而往往这个时候，又是蛇、野猪等野兽出没
的时候……

地处伏牛山脉腹地的头道沟村，是柴巴
村的一个自然村。生活在大山褶皱里的村
民，早年因为没路、没电、缺水，生活不便。
种田、砍柴、打猎、采药，他们的日常生活用
品，是他们背着积攒的山货，走几十公里崎
岖山路，到镇上卖钱换取的。

在当地政府的帮助下，一些人陆续搬出
了大山，到 2006 年，原本有 11户人家的村
庄，只剩了3户。

54岁的胡昌从小生活在这里。由于家
里穷，四兄弟中的三个“倒插门”离开了这
里。30多岁才娶上媳妇的胡昌，随着儿子和
女儿相继出生，他就执着一个梦想：把孩子
送到山外上学。如今，胡昌以每月 300元的
租金在县城租了房，让妻子专门在那儿照顾
上高一的儿子和八年级的女儿。

曾当过兵的胡昌不怕吃苦。他从 10年
前开始养牛，从最初的两头到现在的 14头，
胡昌成了地地道道的“牛倌儿”。

“过两天，老婆孩子都该回来过年了！”
胡昌每天和牛做伴。早上六点半起床喂牛,
一直忙碌到晚上九点左右才能休息。睡着
前，他盘算着：到哪儿再买点麦秸、花生秧给
牛做饲料呢？

胡国住在胡昌家不远的地方。沿着石
板拾级而上，就是胡国的院子。

一大摞证书被胡国摆在木桌上，这些都
是他父亲生前因养殖获得的荣誉。其中一
本，是老人 1982年被评为省农业劳动模范
的证书。胡国初中毕业就开始跟父亲一起
养牛，随着父亲年纪越来越大，病越来越多，
胡国借了不少钱却没能医治好父亲。2012
年，因病致贫的胡国家，被确定为建档立卡
贫困户。

2018 年年底，叶县脱贫攻坚精准识别
过程中，胡国的房子被确定为危房。按照有
关政策，政府补贴给他一笔钱，并找来建筑
队为他盖起了四间宽敞明亮的水泥砖构平
房。“就差通电入住了！”胡国憧憬着。正是
因为扶贫政策，他妻子还在镇上的幼儿园找
到一份做饭的工作，并照顾着一年级的女
儿。儿子毕业后也到镇上打工时，镇里鼓励
他调整种植结构，试种的两亩艾草收益不
错，也让他有了新打算：“开春儿也买几头牛
饲养，早点儿摘掉贫困户的帽子。”

胡国家往西，是 70 多岁的许宗敏家。
老人今冬没在家居住，她的三个儿子都在
平顶山市区工作。老伴去世后，孩子们不
放心她独自在家，便接她到市区生活。可
在大山里生活一辈子的她，在城市住不惯，
天暖和时，她就会回山里，喂几只鸡鸭，种
几畦菜地……

在胡昌家，黄五成仔细检查着线路。觉
得一个固定进户线的瓷头有些异常，搬着凳
子上去用电笔敲了一下，瓷头竟裂开了，他
便用绝缘胶带缠结实了。黄五成说：“不好
意思啊福来，一般我们出来都不带这个，过
了节我就给你换个新的。”

“中中。多少钱？我给你。”胡昌连不迭
地说。

瓷头、灯泡、开关，包括进户线，这些差
不多都是三个电工自掏腰包给三户村民购
买的。黄五成说，毕竟他们都有固定收入，
而山里仅剩的三户人家九口人，日子过得都
不容易。“不光这。平时他们来俺这儿检查
线路，还常给俺们买些方便面、米和油哩！”
胡昌说。

三个电工实在，村民们也没把他们当外
人。山里的野山药、葡萄、核桃收获了，他们
都会请几个电工尝鲜。山货攒够了量，他们
也都会托电工们带出去帮忙卖了，换些生活
必需品。有时，巡检线路晚了，胡昌、胡国还
会留三个电工在家里吃饭、住宿。日子久
了，电工和村民俨然就是亲戚。

2018 年 9月 26日，胡国用脱粒机打玉
米时突然断电，几番倒腾仍束手无策，便跑
到半山腰给黄五成打电话。接到电话，黄五
成和闫明法二话不说带上工具包就往村里
赶……

检修线路、宣传安全用电知识、更换灯
泡……三个电工用脚一步步踩出了“路”，而
且，越是风霜雨雪天气，越是需要他们丈量
的步伐。

这三户村民每年的电费总和不超过
1000元。“这是国家政策带来的温暖，不能
简单用成本来计算。”供电所年轻的 80后所
长张磊说，他来这个所时间虽不长，但他每
月都会和片区电工进趟山，帮山里的村民挑
水、扛柴……

和三户村民结成“亲戚”的又何止这三
个电工呢？采访中，记者了解到，随着脱贫
攻坚的深入推进，头道沟村不仅通了电，山
路也从原来的“羊肠小道”拓宽到近两米的
大道；有关部门还拿出专项资金为三户村民
每家修建了水窖；去年，村里还装上了大喇
叭，各类新闻也“飞”进了村民的耳朵里……

柴巴村驻村干部李锋招还告诉记者，通
往头道沟自然村的公路项目已经立项公示，
春节过后，长2.8公里的公路就会开工建设。

面对闭塞的交通，面对曾经贫困和充
满梦想的日子，记者问胡昌和胡国为什么
不愿搬出大山。“山就是我的家啊！”胡昌
说，他和胡国有着同样的憧憬：电通了、水
有了、广播响了，过了年水泥路修通了，跟
着再把旅游项目开发了，“好日子还会远
吗？”1

□本报记者 刘向东 本报通讯员 乔培珠 王玉峰

腊月二十三，传统的“小年”。上午9点，叶县常村镇供电所的

电工黄五成、闫明法收拾好检修工具，驱车向山里出发。

半小时后，检修车停在了柴巴村村委会。背扛着工具，黄五成

招呼记者沿盘山小道向山里步行时说：“按我们平时的速度，到头

道沟村得半个小时。”

山路十八弯。空旷寂寥的大山在寒冷的冬季里，没有往时的

青翠，偶见几丛山竹，才让灰褐色的大山有了些绿意。山路上，密

密麻麻的是硌脚的石子。作为这条路上的常客，黄五成走得不急

不躁，还回头提醒记者：“这儿石子滑，踩有草的地方。”

如果没有特殊情况，这一趟，是春节前黄五成他们最后一次进

山了。

三个电工

三家亲戚

不喜华靡司马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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