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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刘向东
本报通讯员 张旭长 李向平

初春的平顶山市湛河区梁李村，冷日当空，
街静人稀。小巷里处一个普通农家院内，琴声
袅袅，暖意融融。

小楼三层的窗前，一名 30岁出头的清瘦女
子端坐着，双手轻抚古琴，和着节拍低吟浅唱。
她的身旁，一个满头斑白的老者闭目静坐，一脸
安详陶醉在不绝如缕的琴音中。

他们是一对父女。父亲黄建青，女儿黄静
一。16年来，父亲手工制作了一把又一把古琴，
女儿免费教授了一批又一批学员。他们父女配
合，让舒缓人心的古琴音飘进了寻常百姓家……

破茧成蝶

58岁的黄建青，年轻时曾拜本村一位老木
匠为师。老木匠方圆几十里赫赫有名，学徒上
百，但斫制古琴的手艺，只传给了他最后一个徒
弟黄建青。“那时候乡下没人玩这乐器，师傅也
是怕斫琴手艺失传了。”黄建青说，斫琴看似手
艺活儿，却要通音律有悟性，更要有特殊的体质
和吃苦耐劳的劲头儿。

“手工斫出的琴，音质直到现在都是机械制
琴无法相比的。”黄建青说，单就古琴上漆这一
项，琴面至少要漆八遍的天然漆。而这八遍漆
上下来，至少还要在阴凉处晾半年以上。

早几年，斫琴用的漆，都是黄建青自己到深
山里几两几两收回来的，“一棵漆树经常十天半
月也流不出一斤漆。”而且，很多人遇到新鲜的
天然漆会皮肤过敏，浑身奇痒。只有经过至少
三个月的“亲密接触”，体内产生抗体后，才会慢
慢适应天然漆。那些年，黄建青的双手经常一
烂就是大半年。

“这也是我众多师哥不愿学斫琴的主要原
因。”黄建青说，当年他学斫琴时，老木匠已年过
七旬，不能再亲自操持工具劳作了。

黄建青斫的第一把古琴，用了整整三年时
间。在涂漆时，由于皮肤过敏，他全身长满了红
斑，痒疼难忍。为了防止抓破皮肤，他每天晚上
睡觉都要戴着手套。有一天，他正在给琴面上
漆时家里来了客人，他没来得及换衣服就忙着
去招呼客人。谁知，客人闻到他身上的天然漆
味后，竟当场晕了过去。这件事，也让黄建青纠
结了很长时间。尤其是每到晚上身上痒疼得无
法入睡时，他就想放弃传承古琴技艺，但每当天
亮看到年迈的师傅期待的眼神后，他又决心咬
咬牙再坚持一下，“毕竟师傅把传承古琴斫制技

艺的全部希望都寄托在了我身上。”
半年后，黄建青浑身上下蜕了一层厚厚的

干皮，才渐渐对天然漆产生了抗体，再接触时身
体的异样反应就没那么强烈了。黄建青说，这
十多年他把所有的心思都用在了斫古琴上，家
里每天都会有来赏曲、购琴的人。

助父圆梦

黄静一是黄建青唯一的女儿。她在父亲的
古琴声中长大，自小特别喜欢侍弄古琴。在她
10岁那年，黄建青出现了听力障碍，无法再为古
琴正音了，父女俩的“合作”也由此开始。

“如果不过分追求音色和音质，我虽然听力
出现了障碍，斫琴没问题。但我喜欢追求完
美。”感觉到自己的听力出问题后，黄建青不愿
再斫古琴了。

那些日子，看着父亲面无表情地谢绝了一
个又一个来访者，还把几把未完工的古琴配件
装入木箱束之高阁，黄静一知道此时任何语言
都无法劝慰父亲，更知道唯一能解开父亲心结
的办法，就是自己帮父亲斫琴。

“在我们这里，从古到今恐怕找不出第二个
女木匠。”黄静一笑着说，为了不让父亲伤心，那
段日子她悄悄将父亲送她的古琴收藏了起来。
在学校，她一有空闲就向音乐教师请教，刻苦练
习声乐，回到家，她没事儿就在父亲的“工棚”里
学习用刨、拉锯。

黄建青看着奇怪，却也渐渐明白了女儿的
心思。虽然他纠结要不要教女儿成为一个“女
木匠”，但他也明白，女儿肯定不只是要当个“女
木匠”那么简单……

打听到附近山里有一个道长善弹古琴，黄静
一瞒着父亲利用假期跟着道长潜心学习了三年多
古琴演奏技艺后，忽然有一天，她把收藏多年的古
琴拿了出来，当着黄建青的面即兴演奏起来……

虽然听不清古琴发出的乐声，但女儿娴熟
的指法让黄建青甚是惊讶。一曲过后，黄静一
来到父亲身旁，用笔写的方式告诉父亲，自己愿
做他的耳朵，为古琴正音，圆他的古琴传承梦。

那一刻，黄建青老泪纵横。当天，他打开尘
封多年的木箱，搬出了那些尚未完工的古琴。一
度沉寂的小院，清新流畅的琴声又飞了出来……

父女携手

在黄建青家院子的工棚里，整齐地叠放着
三堆两米见方的老木材。四五百年的木材纹脉
依稀可辨，六百年以上的木材纹脉已是浑然一

体。这些木材，都是这些年黄建青和女儿四处
奔波在山里寻来的。

“古琴取材非常关键。”黄建青说，年代越久
远的老木料，品质越稳定，质地越松透，声色也
越美。为了寻访古木，他经常在女儿的陪同下，
一外出就是几个月。父女俩在安徽、湖北、山西
等省的深山老林里遍访古宅、老庙，四处打听有
没有扒旧房淘汰下来的桐木老料。

“那些被淘汰下来的木料都不贵，但运回来
却麻烦得很。”黄建青说，有一年他花了 200多
元在福建的深山老庙里购得几根桐木梁，光运
费就花了他五六千元。

为了心中的梦想，现在的黄建青整日在家
中摆弄着各种刻划、雕琢工具，砍、刨、锉、磨，反
反复复。女儿则对每一段古木都要用手指反复
敲打一遍，侧耳倾听木材的发音是否均匀，鉴别
音色是否上乘。然后，父女俩用他们之间特有
的手势和语言进行沟通，并由女儿指导父亲对
琴面进行反复雕琢。

“一把古琴从选材到造型到槽腹到最终上
弦，要经过十三道工序。每一道工序里，还有很
多道小工序。”黄建青说，尤其是晾灰胎和刷天
然漆，不仅要把握好温度和湿度，还必须晾够一
定时间，才能保证漆面不会发泡或脱落。

随着现代工艺技术的进步，批量生产的机
制古琴往往一天就能完成组装和上漆。但在黄
建青这里，他一年斫出的古琴不超过20把。

随着一把把古琴问世，很多慕名者踏进了
这个农家小院。在家人的精心调理下，黄建青
的听力也在知天命之年恢复了不少，但他已习
惯了和女儿相伴，每把古琴的正音和调试，仍由
女儿来完成。

为了古琴斫制工艺的传承，黄建青近年来
一直在公开义务收徒。而今，他收过的徒弟有
七八十个，但能够过“天然漆”这一关的却寥寥
无几。所以，至今跟在他身边的徒弟，除了女
儿，只有两人。“我女儿也过不了天然漆那一
关。实际上能上天然漆的还是我一个人。”黄建
青不无遗憾地说。

不过，随着女儿黄静一在家里办起了古琴
培训班，免费传授古琴演奏技艺，他家的小院每
天都热热闹闹。

对于那些喜欢古琴的音乐爱好者，黄建青
父女常将古琴无偿借给他们，供他们长期练习
使用。遇到了知音，父女俩甚至还会将古琴拱
手相赠……

“古琴是咱老祖先传下来的好东西，俺和女
儿有责任让更多的人了解它、喜欢它，共同把它
传承下去。”黄建青说。1

□郭小红

偃师市邙岭镇丁门口村的王遂高，是
“全国模范人民调解员”。40多年来，经他
调解成功的案子不胜枚举。

今年64岁的老王，从20岁担任村团支
书开始，就经常有人因琐事找他评理。“好管
闲事儿”的他，也经常主动为村民化解矛盾
纠纷，慢慢地，他喜欢上了这个行当。后来，
他还当过镇司法所所长、镇信访办主任。从
年轻小伙儿到花甲老者，老王练就了一身调
解真功夫，也赢得了村民的信任。去年夏天
的一天，一个家住洛阳的老人找到老王，说
他多年前在偃师做生意时，一个晚辈亲戚欠
了他几千元货款一直不还，也不照面儿。老
王就把他俩叫到一起，时而严肃地讲法律法
规，时而笑容满面地拉家常，声情并茂，有理
有据，“你一个年轻人欠老人家这么一点钱
不还，弄得亲戚做不成了不说，传出去就不
怕丢人吗？”说得欠钱者面红耳赤，当场表示
要还本付息。老人激动地拉着老王的手说：

“没想到来了一趟就把拖了多年的货款要回
来了，太感谢你了！”

老王接手的麻缠事儿着实不少。某公
司一名女工在操作机械时意外身亡，死者丈
夫向该公司索要赔偿金时，双方就赔偿问题
一直达不成协议。死者家属情绪激动，双方
剑拔弩张，周围群众议论纷纷。 接案后，老
王一刻也不敢耽搁，他先是用通俗的语言把
相关法律法规讲给双方当事人听，随后分别
带他们到法院咨询法官，了解如果打官司后
会怎么判，让当事人意识到，一味推诿责任
或胡搅蛮缠对事情的解决没有任何好处。

经过长达 21天的辛苦调解，双方各退
一步达成了赔偿协议。谁知，就在该公司
负责人送赔偿金时，双方又出现了矛盾：死
者家属怀疑现金中有假钱不收，该公司负
责人一生气，拿着钱就想一走了之。眼看
多天的努力要付之东流，老王当机立断自
己收下钱，把钱存进银行后马上转账给死

者家属……随后，又经过 14天的调解，商
定了死者的后事办理事宜。至此，老王终
于将这件麻缠事儿给了结了。

“‘调’由‘言’和‘周’组成，‘言’是说话、
商量，‘周’是周全、周到。”老王说，调解时说
话一定要柔和周到，因为处在矛盾中的当事
人大多情绪不稳，一句话说错就可能会激怒
对方导致调解失败。“‘解’是拿刀杀牛，刀小
牛大，意味着调解成功得下大功夫。”

前不久，李某找到老王说，他与妻子已
达成了离婚协议，要老王帮他调解离婚。
按理说，既然双方已达成协议，老王可以轻
松快速地让两人签字画押，案结了事。可
老王总觉得这起协议离婚案有些不对劲
儿——有了两个孩子的农村妇女，一般不
会轻易离婚，况且双方也并没有多大矛盾。

带着疑惑，老王找到了李某的妻子王某
细问究竟。果不其然，王某无奈地说，是算
命先生告诉她，如果不离婚儿子会有血光之
灾，为了儿子，她不情愿地选择了离婚。

事有蹊跷，老王索性当起了侦探。他
几经辗转找到了给王某算命的算卦先生讲
明了利害。终于，算卦先生说了实话：李某
给了他300元钱，让他告诉王某，她儿子有
血光之灾，只有离婚才能破解，他照做了。
老王彻底明白了，原来这是李某为了离婚
利用妻子迷信精心演的一出戏。

随即，老王找到李某，郑重其事地告诉
他要追究他的法律责任。这时，李某也不
情愿地说出了事情的真相：原来，李某新结
识了个女朋友，想离婚。他知道妻子不会
同意，就想出这么个馊主意。对李某一番
严厉批评教育后，老王叫来了他的妻子王
某，对夫妻二人又进行了一番耐心细致的
劝说，夫妻二人破镜重圆。

常有人问老王调解有啥高招，老王总
是乐呵呵地说，调解时要以法制人，以理服
人，以情动人，做到了这些，其实调解案件
也没有啥高招，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锣鼓
听音儿，说话听声儿，啥人啥打发！”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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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樊迪

早晨 6点，内乡县灌涨镇刘营村的贫
困户刘连柱便套上义肢来到了新盖好的猪
舍里打扫卫生。收拾妥当，他按下手机上
的“1”键，不一会儿，便传来了他的叔伯哥，
也是联户组长刘连基熟悉的声音：“柱子，
恁早打电话，出啥事了？”“没啥大事儿哥，
就是想让你过来帮俺谋划谋划。俺这新猪
舍还想再添些家当，再买上两头老母猪。”
刘连柱有些不好意思地挠了挠头皮。

今年 48岁的刘连柱，肢体残疾。他的
妻子智障，女儿上大学，儿子上小学，一家
人挤在上世纪 70年代盖的土坯房里。前
些年，他常自嘲他的家：“外面大下，里面小
下；外面不下，里面滴答。”

生活的窘迫，没少让刘连柱背地里抹
眼泪。供养孩子完成学业、住上新房子，一
直是他的两大心愿。

变化，从 2016年开始的。被识别为建
档立卡贫困户的刘连柱，享受到了多项扶
贫政策。易地搬迁，让他不花一分钱就住
进了两室一厅的新居；残疾人补贴、教育补
贴、低保等多项扶贫政策，让面临辍学的女
儿重拾信心考上了理想的大学，也让儿子
学习的劲头更足了。刘连柱的生活不再捉
襟见肘、两个心愿也完成时，当地政府对他
帮扶脱贫的脚步并没有停止。

当刘连柱得知自己的叔伯哥刘连基成
为他的联户组长时，开心得不得了。2017
年以来，内乡县推行的联户组——由“党员
干部、社会能人、致富能手”带动、以五户为
一组——成为脱贫攻坚的有力抓手。“帮扶
俺的是亲叔伯哥，亲上加亲咧！”有一段日
子，刘连柱逢人就说。

17岁时在砖厂干活被挤断右脚的刘连
柱，当年在郑州治疗、安装义肢，都是刘连
基帮的忙。前些年，他也一直没少给刘连
基找麻烦。

“柱子，依你这情况干不了力气活儿。
依我看，你不如把咱已去世的大哥家的院
子拾掇一下，趁着现在猪肉价格还可以，先
逮两头老母猪养养，一下猪娃儿就能卖
钱。”刘连基帮着刘连柱找穷根，定规划，缺
啥补啥。

“中，俺听你的！”说干就干。刘连柱坐
着刘连基的三轮车，俩人直奔附近的养猪
场。议价、订猪，买饲料、拾掇猪圈……在
刘连基的帮助下，经过两天的辛苦，两头母
猪“搬”进了刘连柱的新家。

帮扶帮到位。“致富靠自己，不能等靠
要。不会技术学技术，有了俺哥当后盾，再
加上县里的技术培训，俺一定能脱贫致
富！”在刘连基的帮扶下，刘连柱勤学钻研，
渐渐地，他还成了养猪的“土专家”，才一年
多的时间，他就卖出了 42个猪娃儿，挣了
近两万元……“俺这日子是越过越有盼头
了！”刘连柱越来越开心，越来越自信。

现在，刘连柱每天都要接到好几个电
话，这都是一些贫困户想请他这个“土专家”
赶去现场答疑解惑的。眼下，刘连柱成了大
忙人，他除带动了本村和周边村 20余户贫
困户发展了养猪业，还不断向一些慕名咨询
养猪技术的群众耐心说自己的养猪心得。

看着刘连柱的生活越来越好，刘连基
又为他制定出了新的、更高的目标：成立合
作社养猪，让更多贫困户在脱贫路上不再
单打独斗。“柱子，就算你自己脱贫了，还得
学会抱团取暖，给更多贫困户做个榜样，让
更多的人跟你一起致富。”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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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效东

花甲老人陈孟琴不爱吃，不爱穿，
但爱那些在乡里飞来飞去的鸟儿。

5 年 前 ，陈 孟 琴 的 丈 夫 不 幸 病
逝。此时，她的女儿早已远嫁他乡，
儿子也早和她分门另居。孤独的她
就经常和飞落在她家院子里那些树
上的鸟儿说话。她说，这些小鸟能给
她解闷儿。

陈孟琴老人所居住的宁陵县阳驿
乡焦林坡村，村西头是大沙河。近年
来，大沙河经过多次清淤淘底后，流水
潺潺，鸭游鱼跃，两岸种植的柳树、杨
树甚至白蜡条儿，都已是绿树成荫。
陈孟琴老人的家里也栽着梧桐、楝树、
榆树和桑槐。每到春天，那些喜鹊、斑
鸠、布谷鸟，就在她家的梧桐树上栖
息，在老榆树上啄榆钱儿；夏天，这些
鸟儿又来她家叼桑椹；秋天，鸟儿们来
她家啄楝豆。它们叽叽喳喳地叫着，
唱着。每每听到这如歌的鸟叫声，老
人说，这是小鸟在给她唱欢乐的歌哩！

冬天，候鸟都南迁了，可花喜鹊、
野斑鸠、布谷鸟、麻扑棱、叽叽棍这些
鸟南迁不得。它们就在大沙河两岸的
大树上支起了窝，每天还四处寻找过
冬的食物……这些年，对于这些小鸟
的生活习惯，陈孟琴老人了解得可透，
知道得可清。老人常对村民们絮絮叨
叨地说，这些小鸟大多爱吃对庄稼、树
木有害的虫子，它们是人类的朋友，所
以人们都应该好好爱护它们，不能让
它们白白丧生……

老人爱鸟儿的故事，有好多好多
哩——

焦林坡村后有个梨园，一到秋天
果压枝头，摇摇欲坠。梨园主人为了
防止小鸟叨梨果，在四周支起了大
网。一天，陈孟琴老人看见两只花喜
鹊闯到网上被吊了起来，她连忙呼唤
儿子搬来梯子把两只鸟救下来放生
了。她还坐在小板凳上给梨园主人讲
了半天的“爱鸟课”，梨园主人被感动
了，他就每天几次巡看，每遇到有小鸟
触网，就赶紧救下来放生……

秋末的一天，陈孟琴老人去地里
干活儿，忽然看见邻村两个小青年在
田间捉了两只野鸡。看着他们兴高
采烈要掂回家吃野味儿时，陈孟琴老
人忙过去阻拦。老人笑着说：“野鸡
身上太瘦没有多少肉，干脆送给我，
我给你们 20块钱买斤猪头肉回去吃
吧？”俩小青年听了她的，刚一倒手，
老人随手就把两只野鸡放飞了。俩
小青年脸红了，咋也不好意思再要老
人的钱了……

严冬是小鸟们最难熬的日子。
今年春节前后，豫东大地大雪、中雪、
小雪，一场场不停地下，小鸟吃什么、
靠啥来生活，成了陈孟琴老人最关心
的大事儿。每到雪停之后，她都在院
里扫出一片地，然后铺上一块棚布，
在上面撒上捣碎的玉米粒儿。她说，
小鸟们都精灵、通人性。果然，每天
都有不少小鸟飞过来叼食这些玉米
粒儿。

小鸟吃饱了肚子，扑扑棱棱飞上
她家的大树，扇动着翅膀叽叽喳喳地
叫着。听到这叫声，陈孟琴老人美滋
滋地笑了，她说，这是这些鸟儿在对她
唱歌，向她致敬哩!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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