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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城县冯店乡封门山下，烤龙河畔的

一处两层小楼，是潘永江的新家。然而，12

年了，他每年至少有一半时间住在封门山

白云寨的简易房里，还有一些夜晚，他会住

在山窝里他那只有十几户人家的老家白岩

村的三间破瓦房里。

12 年间，他历尽艰辛，但更有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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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海修

一

小时候，我夏天最喜欢穿的鞋
叫“透风鞋”。那可是名副其实四面
透风的凉鞋，塑料底塑料帮，一次压
模成型，鞋面和鞋跟布满了对称的
窟窿眼儿。晴天，太阳毒辣辣地晒
着，身上燥热难耐，这个时候，从缸
里舀瓢水，照着那双透风鞋，“哗”地
浇上去，那凉水“刷”地从透风鞋窟
窿眼里灌进去，双脚会瞬间冰凉，浑
身顿感清爽。

下雨了，地上到处是水坑，好多
小伙伴掂着布鞋，赤着脚在泥泞的
路上走。可我不怕，因为我有透风
鞋，不用担心把鞋弄湿，不必担心碎
玻璃扎脚，尽可放心在水坑遍布的
泥路上大胆走。

塑料透风鞋穿着舒服，但不结
实，不是鞋襻断了，就是鞋后跟裂
了，要维持鞋的完整，只能自己动
手。午饭后，我把烙馍用的“翻馍批
儿”（铁制的长条形铁片）伸进煤火
炉里把铁片头儿烧红，伸进鞋后跟
裂开处，一阵白烟冒起，塑料熔化，
赶忙抽出铁片，用力捏紧，裂缝消失
了。要想修复断开的鞋襻，则要准
备一块旧塑料，把它覆盖在鞋襻断
裂处，再用烧红的铁片插进两块塑
料之间，一股刺鼻的味儿冒出来后，
抽出铁片，将两块塑料上下一捏，鞋
襻就黏合结实了。

这样的“焊接”伴随我整个夏
天，由于透风鞋经常开裂，鞋上便补
丁摞补丁，直到那双鞋成为敝屣而
弃之。

二

其实，我穿得更多的是母亲做
的布鞋，夏天单布鞋，冬天棉布鞋。
母亲做的布鞋，被叫作“千层底”，拿
在手上沉甸甸的，手摸上去，有种朴
素亲切的厚实感。

我见过母亲在窑洞煤油灯下
做布鞋。做布鞋先要裱“袼褙”，
把 一 块 块 白 色 蓝 色 黑 色 的 老 粗
布，用面糊粘起来晾干。再将袼
褙剪成鞋样，然后用细棉绳一针
一 线 地 纳 鞋 底 。 纳 好 一 双 布 鞋
底，需要密密麻麻钉上两千多针，
母 亲 要 费 上 十 多 个 夜 晚 才 能 做
好。母亲右手中指上戴着一枚铜
顶针，针头吃进布底后，再用顶针
去顶针尾，针头露出来，再用牙齿

把针头扯出来。两千多个针脚，
需 要 这 样 重 复 两 千 多 次 。 做 鞋
帮，也是按照鞋样剪出袼褙，再用
黑布罩面，白布合边。记得家里
有一本红旗杂志，里面夹有好多
大小不一用牛皮纸剪好的鞋底样
儿鞋帮样儿，很是精致好看。

初中时的一个冬天，我穿上母
亲新做的棉布鞋，冒着雪随学校排
队进偃师县城电影院看电影《闪闪
的红星》。踏着邙山上的积雪，下
五里长的北窑坡，过陇海铁路时，
雪已开始融化，到处是泥泞的雪
水。等走进电影院，棉鞋已经湿
透，双脚冰凉。看完电影到父亲工
作的水泵厂吃饭时，那双来时还崭
新的棉靴，此时已经又湿又脏变了
形，双脚也冻得通红。父亲心疼得
不行，既心疼我的冻脚，也心疼母
亲辛苦的劳作。

吃过饭后，父亲领我到县百货
楼买了一双塑胶底的黑色棉靴。我
这是因冻得福，更是第一次穿这么
好的鞋子。穿着新靴走在路上，我
趾高气扬，到了学校在伙伴面前更
是烧包得不行。

三

上世纪 70年代后期，我上了高
中。那时我们那里还没有实行联产
承包责任制，母亲的勤劳和父亲的
工资养活不了一家人，也不可能再
给我买棉靴穿，春秋天倒是有耐穿
的解放鞋，但怎么过冬呢？父亲便
把同事穿破的棉靴拿到宿舍，鞋底
薄了，钉上鞋掌，鞋帮有洞了，他找
块皮子缝上。就这样，我和弟弟穿
上父亲带回家的靴子，挺暖和，也没
觉得难看。

大学预考前，在父亲的安排下，
十七岁的我曾随四婶到巩县表叔家

“相亲”，穿的就是母亲做的新布鞋
和一双溅了墨水的白色袜子。因为
穿着新鞋，走路的样子很局促，又因
为是第一次“相亲”，我只看了那女
孩一眼，觉得很漂亮，便再也没敢抬
头。

1981 年，我考上了河南大学。
没多久，村里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
任制，地分到家里了，还分了一头
老黄牛。吃不愁了，穿的压力也小
多了。不过，我仍然穿的是布鞋，
是母亲，还有姑姑、表姐亲手为我
缝制的胶底布鞋，很耐穿。到了大
二那年的国庆节，我拿出省吃俭用
的十元钱，在开封马道街小商品市

场买了一双黑色的猪皮皮鞋，穿在
脚上光鲜了很久。

四

大学毕业后，我先是当了八年
老师，后又当了二十年公务员，如
今是从业六年多的新闻工作者，无
论何种岗位，我穿的基本上都是有
牌子的牛皮皮鞋或皮靴。清晰记
得第一次买牛皮鞋的情景，那是大
学毕业后在洛阳市涧西区上海市
场百货大楼的三楼柜台，货架上摆
放了男女式样的鞋子，我挑了双 41
码的，试了试怪好，付了约一个月
的工资买下。穿着新皮鞋回到单
身宿舍，脱下又穿上，穿上又脱下，
反复观赏，心满意足。那时，每天
到学校上班前我总要把它擦得锃
亮。穿的时间久了，鞋面难免布满
褶痕，有的地方还开了线，前掌磨
得稀薄，后跟磨损过半，我就到郑
州路的修鞋铺，把开线处缝紧，在
鞋底钉上鞋掌，在那鞋跟磨损最厉
害的左右边缘，师傅还给各钉上了
月牙样的铸铁片，穿上这双重又武
装的皮鞋，走在柏油路上，铿锵作
响，气派非凡；走在教室的水泥地

上，“咣咣”有声，气宇轩昂。只要
我的脚步声响起，学生们便会安静
异常，埋头学习，连值日的学生，也
会分外勤快起来。后来，这双皮鞋
一直穿到我结婚。

成家后，这种开了线的皮鞋倒
是再也没有穿过，但鞋跟补块皮垫
钉块铁掌还是常有的。母亲闲不
住，一直到八十岁还坚持做布鞋，只
是父亲和我们这些子女很少再穿它
了，因为老家偃师早已发展成为全
国有名的布鞋制造基地，就连我表
姐表弟家都开起了鞋厂，各种时尚
鞋品应有尽有，且物美价廉，母亲的
布鞋，也就随着记忆变成了年少时
的青春见证。

“永愿如履綦，双行复双止。”
“人只履犹双，何曾得相似？”白居易
在《感情》诗文中，由鞋思人，由鞋喻
人，睹物生情，倾注了“今朝一惆怅，
反覆看未已”的情愫。

人这一生，自直立行走始，鞋忠
实荷载着你，丈量着你的旅途，记录
着你的足迹，自然，它也用或铿锵或
踢踏的脚步声，为世事更替、为时代
变迁、为人类进化伴奏。

我的这“履历”，既是个人的，也
是时代的。1

我的“履历”

□孙勇

扶沟县包屯镇的天空一云不
挂，田野的麦苗与天空的瓦蓝，无缝
隙地衔接在一起。甄权，这个隋唐
时期的针灸名家，似乎正从麦田深
处的一座墓茔中，向我走来。

南朝梁大同七年（541年），梁武
帝正忙着平定南方战乱。甄权，就
于这兵荒马乱的时候，在古商周遗
址附近的甄家村问世了。

甄权学医，竟然与母亲的身体
健康状况有关。

甄母长期病魔缠身，少年甄权
曾眼睁睁看着母亲被病魔折磨，十
分痛心，他与弟弟甄立言商议：一起
学医。一开始，兄弟二人详细观察
给母亲看病时医生针灸及用药情

况，在配合医生给母亲看病的同时，
谨慎地向医生讨教一些简单的针灸
及用药医术，渐渐地，甄权就掌握了
一些针灸医术和用药事宜。从此，
他得空就寻找一些方家名医传抄下
来的医学书籍，精读细研。

一个寒冷的冬天，为了给病痛
中的母亲增加营养，甄氏兄弟一起
到田野里给母亲寻找“野味”，一只
瘦弱的棕色野兔被甄权兄弟抓住。
弟弟仔细观察野兔，断言野兔不是
饿瘦的而是肚子里生有虫子，带回
家后，弟弟以雄黄灌喂，野兔挣扎药
撒，甄权施以针灸，兄弟俩药灸并
进，野兔拉出虫子，不几日病体痊
愈，甄氏兄弟为野兔治病的消息传
遍乡里，闻讯前来看病的村民及官
员围权三层。

患偏风病的安平公李德林听闻
此事后驱车来到甄家村，甄权为李
德林诊断后治以防风汤，兼针刺风
池、肩骨禺、曲池，支沟、阳陵泉、五
枢、巨虚下兼七穴。服药九剂，针刺
九次，安平公李德林十日后痊愈。

患有严重风痹症的鲁州刺史库
狄嵚闻听甄权医术后，觉得民间小
医不成风流，但两手不能随意活动，
更不能拉弓射箭的他，请了许多医
生治疗都没有效果，痛苦难忍的他，
抱着久病乱投医的态度，叫家人请
来了甄权。甄权仔细诊查病情后，
对库狄嵚说，你只管拿起弓箭，对准
箭靶，只需一针，保你应时能射。听
到甄权如此有把握治好自己的病，
库狄嵚虽半信半疑，也只好哭笑不
得硬撑着疼痛的手臂拿起弓箭，拼

尽体力挽弓呈射箭状，豆大的汗珠
从库狄嵚的额头直往下流淌。甄权
即针刺他肩隅一穴位，针到病除，库
狄嵚顿觉一身轻松，挽弓射箭，正中
靶心，众人喝彩。库狄嵚竟忘记自
己已经病痛数日，竖起大拇指连说
民间真有方士。

由于朝廷官员的参与，甄家风
光起来嘹亮起来，甄权的名字在隋
唐的天空飘着麦香。这股“麦香”四
处蔓延，在皇帝的办公桌上如薰香
飘荡。

公元 621年，李世民平定河南，
命李袭誉“出镇潞州”，当朝廷征招
甄权为前线志愿者时，甄权没有退
缩，随军行医。在冷兵器随时都会
铲掉脖子的战场上，甄权一边恪守
本分医伤，一边继续以秦承祖所绘
针灸图为蓝本，并对《甲乙经》等著
作对秦图进行校订，发现了许多错
误，因而，甄权在纠正和补充秦图的
基础上，钻研绘制了《明堂人形经络
图》（简称《明堂人形图》）。当敌军
首领得知对方随军有神医时，多次
偷袭李袭誉部，想方设法争取得到
甄权。李袭誉虽然安排重兵保护甄
权，但不懂医术的李袭誉根本没有
拿《明堂人形图》当回事，如果不是
得知深州刺史成君绰的大病被甄权
医愈，李袭誉也不会重视并亲手把
《明堂人形图》绘本呈送皇帝御览，
于是，甄权和他的《明堂人形图》在
当朝名声大噪。

由于《明堂人形图》通过承务郎
司马德逸、太医令谢季卿、太常丞甄
立言等人配合甄权加以校订，结束

了两晋、南北朝、隋唐初期腧穴出现
的纷杂局面，使经络腧穴理论进一
步得到了充实和发展，为启发后人，
开办针灸教育，推广针灸医学都做
出了卓著的医学贡献。

当李世民从《明堂人形图》这本
书中发现人体背部为五脏经络孔穴
集中之处时，联想到唐律中笞刑要
鞭打罪人的后背，就下旨命令刑部
免去笞刑中鞭笞罪犯的背部这一环
节。这一举动，恐怕是唐律中第一
次人性化的“皇帝令”了。

得到实惠的还有孙思邈。他根
据甄权绘制的《明堂人形图》进一步
发扬光大，制作出了彩色的更加直
观的《侧人明堂人形图》，为针灸医
学的传播传承，推波助澜。除《明堂
人形图》外，甄权还著有《药性论》四
卷，《针经钞》三卷，《针方》《脉诀赋》
各一卷。这些著作均已佚失，部分
内容可见于《备急千金要方》《千金
方》《外台秘要》等著作。

贞观十七年，李世民东巡，亲临
甄家，甄权高谈阔论养生之道，主张
吐故纳新，说饮食清素可使胃气调
和，精气增长；人体吸入清气而呼出
浊气，使肺气清肃而不生肺病；食不
必甘美，以素餐菜根，自能增长津液
而少秽浊，使胃气调和而不生胃
病。并把《药性论》四卷呈报太宗李
世民，太宗任命他为朝散大夫，赐几
杖、衣服。赞叹曰：朝散大夫术有
神，素餐菜根寿无伦。明堂人形脉
决赋，吐故纳新益火金。太宗李世
民看望的当年（643年），甄权去世，
享年103岁。8

医者甄权

其实，直到今天仍有很多人对潘永
江放弃生意承包荒山的事情不理解。
镇上不少人都说，以潘永江当年在生意
场上的精明，坚持做下去，现在肯定是
另一番模样。

“我一直有一个情结，那是为国家
为人民奉献了青春和热血的老军人给
我的。”潘永江说，年轻时，他曾在乡敬
老院干了18年。“我20多岁就当上乡敬
老院院长了。”

在那个有 20 多位老人的敬老院
里，除了老红军就是抗美援朝的老战
士。“他们经常给我讲英雄的故事，我对
他们很崇拜。”

那 18 年，潘永江一直把老人们当
亲生父母一样照顾得无微不至，老人们
也把潘永江当成自己的孩子，无话不
说。2003年，老战士们相继离世，他才
离开了那里。

“和老英雄相处的 18年，对我一生
影响很大。从他们身上，我实实在在感
受到了家国情怀。”潘永江说，他把弟弟
送去当兵后，10多年前自己的二女儿也
嫁给了军人；2010 年，他的儿子毕业
时，他极力动员他考取了军校。“他们保
家卫国，我绿化祖国。他们有他们的任
务，我有我的梦想，我们都要做对国家
有贡献的人！”1

□本报记者 刘向东 本报通讯员 曹良刚

绿色梦想

白云寨海拔 600 多米。站在空地
上放眼望去，漫山遍野的油茶树郁郁葱
葱，成片的杉树棵棵笔直，500 余亩竹
海随风涌动……目力所及，生机勃勃。

“12年前，这里全是杂草丛生的荒
山秃岭。”指着眼前绿色的景致，潘永江
说，曾经有一个时期，树木几乎被砍光
伐净了；为了积“土肥”，这里的山曾一
年一小烧，两年一大烧。

“好端端的山都成了荒山，我心里
失落啊！”从小生活在大山里的潘永江，
回忆着过去。他曾每天翻山越岭三四
个小时到镇里上学，那时的山路两侧，
青翠伴着鸟鸣溪流，伴着他无忧无虑的
童年和少年。可当他可以成为“城里
人”时，家乡却满目疮痍。

在县城做中药材生意有了积蓄，
潘永江把自己想回家“包山”的想法告
诉妻子时，妻子极力反对。“我做梦都
想把老家搞好，却没有过多考虑我的
经济能力。”那一年，潘永江投入 6万元
承包了 500亩林地，第五年时，因不断
加大的垦荒、植树投入，负债 200多万
元。“我老婆责怪我说家里还有三个孩
子上学，缺油少盐，连吃饭都成问题，
你瞎折腾啥啊？我咬咬牙，还是认定
要干下去。”

白云寨名为“寨”，其实就是一片空
地。有五六年的样子，每天晚上潘永江
就在临时搭建的塑料棚里，裹一些枯草

睡觉；植树到了哪里，他就在哪里挖个
地坑烧火做饭，经常吃了上顿不知道下
顿在哪里。“我常在山上挖野菜吃。每
天早上天一亮就开始干活儿，一直干到
天黑。”

2008年 7月的一天，潘永江突然发
起了高烧，因为怕耽误干活，他半夜爬
起来打着手电挖草药熬水喝。第二天
中午，他躺倒在地上怎么也起不来了，
是几个跟着他干活的村民用竹子做了
副单架把他抬到了乡卫生院输水……
然而，当天晚上，他就又独自跌跌撞撞
回到了山里。

“既然决定包地绿化，就得让它真
的绿起来。”2008 年年末时，潘永江通
过山地流转，已种植了 1700余亩油茶
树。此时的他，已经明白以自己的经济
实力，远远跟不上绿化荒山后期的投资
需要，但他咬牙坚持着。“不是没想过放
弃，不甘心哪！男子汉做事就不能半途
而废！”潘永江说，在困难时期，支撑他
坚持下去的，是那些跟他朝夕相处的村
民……

功夫不负有心人。2013 年，随着
1700 多亩油茶树进入盛果期，潘永江
承包的山地终于有了效益。然而，他
并没有因此满足，而是把赚来的钱用
于修路，用于流转更多的荒山……“有
生之年，我一定要看好这片林，守好这
片绿！”

54岁的潘永江，兄弟姐妹六人。排
行老大的他，因为家庭经济条件差，小
学时就在假期里砍柴卖柴赚学费。他
高中一毕业就扛起了家庭的重担，种过
白木耳、中草药，在采石场干过苦力，也
曾在商海打拼过，“只要能赚钱，我啥都
干。”

正因为过惯了苦日子，当他稍有积
蓄时，就有了这样的梦想：改变家乡的
贫困面貌，让乡亲们不愁吃不愁穿。

逐渐富裕起来的潘永江，没有忘记
他的乡邻。如今在他承包的4200多亩
荒山上干活的人中，有一大半是贫困人口
和附近的留守老人。油茶采摘的季节，他
每天要用工近200人，人均每天工钱200
元以上。而对于他承包的荒山区里的20
户贫困人口，他更是格外照顾。“逢年过节

时，只要是贫困户，家里缺猪肉给猪肉，缺
粮食给粮食，缺钱给钱，直接送到他们家
中。”潘永江笑着说。

残疾人管及云已在潘永江承包的
山上干了 12年活儿。很多夜晚，他就
和潘永江挨着铺睡。前两年，潘永江为
了照顾他，特意在半山腰建了一个饲养
场，让他和贫困户潘永西一起干些喂养
牲畜的活儿。

“俺比别人干的活儿轻省，工钱却
比别人每天多十块，怪不好意思的。”看
着几个扛着电锯和铁锹的工友从身边
走过，管及云说。

“有啥不好意思的？整个国家都在
帮扶贫困户啊！”潘永江介绍，每当有人来
到他承包的荒山务工时，他都会主动声明
他的“扶贫政策”，“大伙儿都理解。”

共同富裕

家国情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