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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晨 4时，蛙鸣聒噪。潢川县黄寺岗
乡白鹭河村的水田阡陌间，人影幢幢。

踩着湿漉漉的田埂，弯腰一拽，一个
长长的虾笼从水田里被拖了出来，打开手
电一照，马耀海的声音中透着笑意，“不
赖，有四五斤。”

马耀海打理着近 30亩水田。逐块水
田这样“弯腰一拽”，活蹦乱跳的小龙虾便
装满了 5大桶。笑声直接杂在了他的话
语里，“值三四千块哩！”

深腰胶鞋的鞋底满是泥巴和青草，衣

裤上也沾了不少泥，疲惫还写在脸上，马
耀海却不在意这些。清晨 6时，他出现在
人声鼎沸的小龙虾交易市场。

看到马耀海，刚脱贫的许平江快步上
前，“马老师，多亏您啊！才卖半个月小龙
虾，我都赚五千多块了呢！”

53岁的马耀海，是当地稻田养殖小龙
虾的“土专家”。白鹭河村 212户贫困户
里，170多户在稻田养小龙虾脱了贫，176
人退出了“低保”。这种“稻虾共作”模式，
还吸引着周边几个县的农民……

□王剑

唐朝时，黄河岸边的韦城村，有一户姓韦
的人家，父子三人同朝为官，先后位居宰相，这
就是中国历史上罕见的“一门三相”。

父子三人中的父亲叫韦思谦，阳武（今原
阳）人。唐高宗时，他担任监察御史，负责各级
官吏的政绩考察。韦思谦为人刚正，敢于直
言。他曾经对人说：“御史走出国都，如果不能
震慑州县，动摇一方，就是最大的失职。”

有一次，韦思谦在例行考察中，发现中书
令褚遂良利用职务之便，低价购买田地。其
时，褚遂良是朝廷重臣，树大根深，而韦思谦只
是小小的御史，他们根本不在一个重量级上。
然而，韦思谦竟冒着极大的风险，毅然上书弹
劾褚遂良。因为证据确凿，褚遂良被调出京
城，降为同州刺史。

过了一段时间，褚遂良又被重新起用，恢
复了中书令的官职。褚遂良存心要报复韦思
谦，就随便找了个理由，把他贬到外地，降为县
令。有人同情韦思谦的遭遇，私下找到他，奉
劝他以后应当圆滑一些。不料，韦思谦并不领
情，高声说道：“大丈夫身居刚正之位，必须明
目张胆地来报答国恩，岂能碌碌无为，只图保
全妻子儿女？”

唐高宗非常欣赏韦思谦，多次召他进宫谈
话。遇到案情不明、一时难于判决的疑难案
件，高宗皇帝也都邀请韦思谦参与裁决。

有一次，将军田仁会因与御史张仁炜不
合，就蓄意捏造罪名，诬告张仁炜。唐高宗亲
自过问此案，在朝堂上公开询问张仁炜。张仁
炜十分害怕，结结巴巴，回答得语无伦次。韦
思谦见状，挺身而出说：“臣与张仁炜曾是同
僚，相当了解这件事的缘由。张仁炜为人懦
弱，不能为自己申辩，但不能因为这个，就让他
获罪。我请求让张仁炜和田仁会当堂对证。”
韦思谦言辞流利，思路鲜明畅达，最终，唐高宗

采纳了他的意见，宣布张仁炜无罪。
武则天执政后，韦思谦调任肃政大夫。他

十分注意同王公大臣们交往的分寸，每次见到
王公贵族，从不行跪拜之礼。有人好心劝他，
他义正辞严地回答：“雕、鹗、鹰、鹯等猛禽，怎
能与那些家禽为伴？我们做御史的，为什么要
用跪拜之礼来讨好别人呢？况且身为谏官，本
来就应该特立独行。”他在任职期间，大刀阔斧
地整顿纲纪，朝廷上下风清气正，一派肃然。
垂拱元年（685年），韦思谦因表现突出，升任凤
阁鸾台三品，官居宰相。

韦思谦的儿子韦承庆，颇有乃父之风。武
则天称帝后，韦承庆先后三次掌管天官选事。
他选拔人才公平公正公允，深受朝野上下好
评。后来，他又升为凤阁侍郎，同凤阁鸾台平
章事，担任宰相之职，兼修国史。

韦承庆非常关注民生，他深入民间视察
后，在谏书中写道：“千里有劳于馈粮，三农不
惶于稼穑。”认为民以食为天，如果朝廷不恤民
情，而让从事耕种的农民纷纷逃荒保命，那么
谁还有时间从事农业？

韦嗣立是韦承庆的异母兄弟，其忠孝与才
干不在父兄之下。武则天时期，韦嗣立接任韦
承庆的职位，位居宰相。他积极上书谏言，针
砭时弊，大胆指出朝廷任用酷吏的弊端，要求
教育改革和刑法改革。

永昌元年（689年）9月，韦思谦在家中去
世，享年78岁。

“子承父业不绝后，一门三相史无前。品
学兼优古今事，教子有方当思谦。”一千多年
来，韦思谦刚正不阿的故事，一直在河南原阳
世代流传。

从原阳县陡门乡政府驻地东行 4公里，我
们可以看到一个砖木结构的院落。院子有山
门，有两厢，有大殿。虽然墙壁斑驳破败，但厅
堂内高悬的“文魁”“进士”两方古匾，依旧熠熠
生辉。8 本版插图/王伟宾

□张增峰

一大早，民权县双塔镇常东村的一位
普通家庭妇女庞振歌就起来了。和往常一
样，她先是费力地给“植物人”丈夫翻身体，
再给他换洗尿布、温水洗脸和收拾床铺，随
后开始做饭、收拾家务……这样的“规定动
作”，庞振歌已日复一日地重复了多年。

时光追溯到 30多年前，青春靓丽的庞
振歌和身为青年乡村教师的丈夫黄好彬新
婚燕尔，夫妻二人相敬如宾，家庭和睦幸
福。后来，他们有了一双儿女。看着孩子
们一天天长大，夫妻俩对这美好的生活感
到无比的满足。然而，天有不测风云，人有
旦夕祸福。2004 年的一天，不幸突然降
临，正在课堂上讲课的黄好彬因罹患脑积
水，意识全无不省人事，就这样，他们一家
平静祥和的生活被彻底打碎了。

从这时起，庞振歌就开始带着丈夫南
下北上四处求医，他们跑遍了北京和郑州
等地的大医院，20多万元的治疗费用让这
个本来就不富裕的家庭债台高筑、一贫如
洗，丈夫却依然不能生活自理。

庞振歌没有放弃、没有绝望，她擦干眼
泪，挺起脊梁，为罹患重病的丈夫和一双儿
女撑起了爱心之伞。除了每天给丈夫用鼻
饲管喂饭、换衣、翻身，她还坚持给丈夫做理

疗按摩，每天把丈夫抱到轮椅上推着到外面
走走、晒晒太阳，再苦再累从没抱怨过……

年复一年，寒来暑往。坚守着自己的
那份爱，庞振歌无怨无悔地照顾着自己的
丈夫。她唯一的信念，就是等着他“醒”
来。在地里劳作时，她怕他口渴，怕他饥
饿，怕他从床上摔下来，她从家里和田地来
回往返，一天下来要来回跑十几趟；寒风凛
冽的冬季，她一天要给丈夫换十几次尿布；
炎热的夏天，她怕丈夫生褥疮，每隔两三个
小时就帮他翻一下身，每天还要给他擦两
三次身，丈夫卧床时间久了，经常便秘，她
就用手指一点一点往外抠……

人间有大爱，真心筑真情。庞振歌用
平凡的真情，谱写了一曲不离不弃、患难与
共、相伴一生的感人篇章。她对丈夫的爱，
也激励着儿女穷且益坚、发愤图强。女儿
黄卫红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中央民族大学
硕士研究生，她牢记母亲的谆谆教诲，在学
校里刻苦学习，多次获得学校的奖学金和
助学金；儿子为了给母亲减轻负担，高中一
毕业就去了苏州务工以补贴家用……

“哪怕经历再多的艰难，我也要把家庭
照顾好，把孩子培养成才回报大家的关
怀！”前不久，当地政府和爱心公益组织再
次前来看望庞振歌一家，并送去慰问品时，
庞振歌真诚地说。8

□李修乐 赵铭源

“人之初，性本善……”当耳熟能详的《三
字经》从一位117岁高龄的老人嘴里背出来
时，你是否感到惊讶？在郏县姚庄乡小张
村，就有这样一位老人，他叫张学礼。

身份证显示 1902年出生的张学礼，是
远近闻名的“老寿星”。

“别看俺爹年纪大，眼不花，耳不聋，思
维清晰，生活还基本能自理哩！”老人古稀之
年的小女儿张院依偎在端坐在沙发上衣着干
净、精神矍铄的老人身边说，老人不仅喜欢背
诵《三字经》，还喜欢写繁体字书法。

在村里人眼里，张学礼就是一个老好
人，谁家有红白事儿，他都要过去义务给人
家帮忙，写写画画。“老人一辈子好脾气，不
喜欢跟人计较得失，也从没见他跟谁红过
脸。”张院还说了这样一件事儿：前年，村里
想征用她家一块闲置的宅基地建广场，她不
同意，但老人却一再跟她说，让她不要计较，
还劝她多考虑村里的利益。最后，“我们同
意了他的意见，把宅基地给了村里。”

老人每天的生活很规律：早上 7 点起
床，先喝一杯茶，然后吃早餐；上午、下午分
别小睡一会儿，吃饭也从不挑三拣四。一直
跟老人在一起生活的老人的小女婿说，老人
没有不良嗜好，就是爱喝茶。“附近三郞庙水
好茶好，以前他几乎天天去喝茶。后来走不
动了，我就三天两头骑着车送他去喝。”

如今，老人家里已五世同堂，大大小小

60多口人，“能把院子都站满了，他也能准
确叫出每个人的名字。”

在老人眼里，他这一生最满意的日子就
是现在。“不愁吃不愁穿，孩子们也都孝顺。
逢年过节，县乡的领导来看我不说，政府每
个月还给我发三百块养老钱哩！”

今年年初，北京一家老年学会专程派人
到郏县，对老人的实际年龄进行多方认证
后，为他颁发了“中国健康长寿老人之最”的
牌匾。郏县民政部门的数据显示，2017年
郏县被评为“长寿之乡”后，全县目前健在的
百岁老人有62位，最年长的就是张学礼。

在离张学礼家不远处，还有一位年过百
岁的老人，她就是101岁的李白妮。虽然李
白妮也有着喝茶的喜好，但她性格却与张学
礼截然相反：脾气急，直到前几年还在家里
家外说一不二。

30多年前，她害眼疾看不清东西后，脾
气更急躁了，直接导致了双目失明。不过，
双目失明后的老人依旧是讲究人，一个人做
饭、炒菜、烙饼，什么活儿都能干。而且，她
还摸索着把她屋里的地上、床上打扫得干干
净净，被子也叠得整整齐齐。在她的床边，
一直放有一把小扫帚，每天起床和睡前，她
都会仔细地把床上扫一扫。

老人还有一个特点，喜欢吃肉。“我们想
着她年纪大了，怕她吃肉多不好消化，但时
间长了，一直没发现有事儿，所以只要她想
吃，我就做给她吃。现在，她还是每天都要
吃上一点儿肉哩。”老人的儿媳说。虽然老

人耳朵有点聋，且行走有些不方便，但每天
她的重孙子快放学时，她都会早早拄着拐站
在门口等着……

“儿孙孝顺，肯定是老人长寿的一个重要
条件。”李白妮老人的女儿说，老人的几个孙
子在外地，但他们会三天两头打电话给奶奶，
虽然老人很可能听不清他们到底说了些什
么，但一接到电话，她都会开心地笑个不停。

“她的二孙子上高中时，曾有一次用一个月节
省下来的饭钱，为老人买回一只烤鸭，可把老
人高兴坏了。她和小辈儿之间亲着哩！”8

脱贫光荣户

白鹭河村 5800亩田地，3200多亩是
水田；村里 1246 户，曾有 212 户贫困户。
马耀海通过在稻田养虾这种“稻虾共作”
模式脱贫了，可他毕竟连流转的稻田也只
有不到 30亩。要想让村里 212户贫困户
都脱贫，能不能借鉴这种模式呢？

驻村第一书记告诉记者，马耀海还没
摘掉脱贫户帽子时，他们就开始考虑这样
一个问题了：这种简单实用且基本没有风
险，而且因为虾、稻共生共养，减少了稻田
化肥施用量的种养模式，如果能在全村推
广，肯定能带动更多人走上脱贫致富之路。

2016年，当地县委、县政府先后出台
一系列政策，推进“稻虾共作”模式。县水
产局、农业局举办的培训班上，“授课专
家”经常是连初中也没上完的马耀海。

此时的马耀海，春风得意。“能脱贫
了，新房盖了，小儿子媳妇也娶上了！”

2018年年底，马耀海戴上了“脱贫之
星”的大红花，还获得了“新型职业农民”
的称号。而且，在他家新盖的院门一侧，
他亲手把“脱贫光荣户”的标牌钉在了墙
上。“政府帮得了咱一时，帮不了咱一世。
自力更生，才是脱贫致富的正道儿。”在村
里召开的“小龙虾扶贫”经验推广会上，马
耀海的这一番话，引得台下掌声响亮。

“耀海脱贫了，咱看着眼气。想跟着
学，可又怕学不来技术养不好。人家耀海
仗义着哩！”村民马耀兵说，当马耀海知道
他也要在稻田养虾时，主动找到他当起了

技术顾问。
“养虾不要本，只要抽点水。”如今的

马耀海，不仅是稻田养殖小龙虾的“土专
家”，经常为本县农民传授养殖经验，他还
积极为周边几个县的农民传授养殖技术。

“他一个种田的老农民，电话费套餐
是 118元的，月月都不够用哩！”快言快语
的马耀海的妻子说，每天向马耀海咨询养
殖技术的人络绎不绝，她曾问他：你把技
术都教会别人了，养虾的人多了，你就不
怕被人抢了生意么？

马耀海的回答是：都是吃过苦受过罪
的人。能让别人都赚到钱，是件好事嘛！

也有人劝他：要是咱这地方都成养小
龙虾的人了，你就不怕价格下来吗？

马耀海笑了：当年我开始卖小龙虾
时，几块钱一斤。现在你看，不都卖三四
十元了么？再说，现在的小龙虾不仅能
吃，还能从它们身上提炼精华制作化妆品
呢！你说，这个市场会有多大啊？

如今，在白鹭河村全部实现“稻虾共作”
的3200多亩水田里，田块与田块之间，没有
任何“隔离”措施。每到夜晚，小龙虾可以自
由“串门儿”，从没谁说自己家的虾跑到别人
的田地里给自己造成了损失……“这其实是
好事儿。让它们互相串串门儿，小龙虾的繁
殖质量也能提高呢。”马耀海说。

212户贫困户中，170户贫困户通过
养殖小龙虾实现了脱贫，176人退出了“低
保”，马耀海是其中之一。2

马耀海家新盖的院门一侧，钉着“脱
贫光荣户”的标牌。指着这个标牌，马耀
海神情激动——

11年前，他做了脾脏切除手术，再不
能干重体力活儿了。打小高度近视的他，
隔着厚厚的眼镜片，看着两个正上学的儿
子直发愁：靠10亩洼田，咋养活一家人啊？

因为发愁，因为妻子长吁短叹，马耀
海夜不能寐。有天半夜，他独自来到水田
边，蹲在田埂上想着愁人的心事儿时，忽
然几只小龙虾从附近池塘爬进了他家的
水田。一激灵间，他想到了一件事儿：这
些虾既然肯爬过来，肯定也会在稻田里繁
殖……

10元钱买来一个虾笼，傍晚时，马耀
海把虾笼放进了自己的水田里，次日一大
早拽起放了一夜的虾笼一看，嚯，两三斤
活蹦乱跳的小龙虾呢！

此后的日子，马耀海傍晚下笼，清晨
起笼网，每年春夏两季，居然每天都有几
十元收入……

2014年，两个儿子都考上了大学，马
耀海家拮据的日子更加艰难。恰此时，村
里按有关政策开始识别贫困户。马耀海的
家庭因贫困和疾病，成了贫困户、低保户。

“有钱男子汉，没钱汉子难啊！”第一
次领到补贴时，马耀海羞愧不已。身边的
亲朋好友用劳动赚来的钱盖起了砖房，开
上了汽车，他却常被人嘲笑只知道逮鱼摸
虾，赚不了几个钱，还“不走正道儿”。

秋天收获时，算上流转来的近20亩稻
田，马耀海备足两个儿子的生活费，手头所
剩无几。那个夜晚，辗转反侧的他有了这
样的想法：靠别人家的小龙虾爬到我家田

里繁殖毕竟不是长久之计，要是我主动投
放，岂不是能改变“靠天吃饭”的窘境？

“咱不傻不笨，只要勤劳肯干，咋也能
过上好日子！”马耀海买来 15公斤虾苗，
投放进了两亩稻田里……

期盼着，期盼着。2015年春节刚过，
马耀海居然在自家稻田里捕获了近 200
公斤小龙虾。而且，个头比池塘养殖的大
了许多。拿到市场一卖，净赚2000多元。

“有发财门路了！”仿佛抓住了风中摇
曳的救命稻草，当年秋收后，马耀海又买来
150公斤虾苗，投放在了10亩稻田里。“想
一想三百斤起码能换来三千斤收获，心里
别提多美气了！”马耀海心里盘算着，脸上
乐开了花。

现实却给马耀海上了沉重一课：虾苗
投放不久，陆续死掉不少。看着稻田水面
浮起的死虾，妻子的责怪不绝于耳，马耀
海欲哭无泪：买虾苗的钱是卖稻米的钱
啊！就这样被糟践了，往后日子咋过啊？

令马耀海想不到的是，几个村干部看
到了他家稻田成片的死虾后，立马赶来了
解情况。随后，他们又联系到稻虾养殖基
地的专家，专程来给他讲解养殖技巧……

“‘科学养殖’这四个字，字字千金
啊！”没读过多少书的马耀海说，在专家和
村干部的鼓励支持下，他开始不断学习和
取经，杂交优势、养殖密度、沟田管理，清
塘、晒地、消毒……一个个科学名词在脑
海里萦绕着，他又把每个名词所代表的科
学技术一一实施在水田里。

终于，马耀海迎来了一次又一次“丰
收”，也成了远近闻名的稻田养虾“土专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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