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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沟里走出的举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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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代人的公交情

历史深处·乡贤

□张柳媛

70年光阴，对于历史长河来说，只是沧海一粟；
而对一个家庭来说，却延续了三代人对公交事业的
深厚感情。

听我奶奶讲，她小时候的郑州街头人很少，自行
车基本见不到。人们要行远路，常见的交通工具是
毛驴拉的平板车。

1954 年 2月，郑州公交正式投入运营，我奶奶
成了一名 1路公交车的售票员。当第一辆 1路公交
车从二七广场驶出时，许多人从四面八方赶过来，
只为一睹这个“铁家伙”。从那天起，我奶奶身上背
着绿色的挎包，开始了手拿车票盒穿梭于车厢内的
生活。

30多年间，她每天都会熟练地为乘客划站、撕
票、找零，并和司机默契配合，疏导乘客上下车，预
报下一站的站名，一心一意地为乘客服务。

也许是常被奶奶带到车上的缘故，我父亲从小
就喜欢上了公交车。每当他听到公交车发动的声
音，就特别兴奋。他不止一次地对我说，他那时的梦
想就是有朝一日能自己开上公交车。

改革开放之初，父亲从部队转业回来后，如愿以
偿地进入了郑州公交公司，成为一名 2路公交车司
机。冬日里，为了保证第一班车能准时发出，我父亲
头一天下班时，都会将水箱里的水倒掉，避免上冻。
第二天早上四五点钟再摸黑赶到单位给车加水。至
今，他还常提及他那时的样子：接上 10公斤左右的
温水，举过头顶注入水箱，如此重复三四趟，加满了
水箱，赶紧发动车。三伏天，驾驶室犹如蒸笼，温度
常常高达四五十摄氏度。父亲每天上班都带着条毛
巾和一个大水壶，下班回来时，汗渍总会在他衣服后
背印上朵朵“白云”。不过，我记忆最深的还是：哪天

父亲下班回来早了，他就会把我扛在肩上，
带我去买水果糖。剥开糖纸，丢一颗晶莹
的糖果在我嘴里，能甜到我心里。

1980年，18岁的姑姑经过严格选拔，
成为102路电车的女司机，被选中那天，她
高兴得整晚上都没睡好觉。女司机大多天
生有亲和力，还有着服务细心、耐心的优
势，正因如此，姑姑所在的102路很快就与
乘客建立起深厚的感情，成了当年行业内
名声响当当的女子线路。

作为 85后年轻人，郑州这座城市伴着
我成长，也在日新月异变化着：一条条土路
变身沥青路，一幢幢大楼拔地而起。晨光
熹微的街头，夜静更阑的巷尾，奔跑的公交
车也见证着这座城市的繁华，更承载着人
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行驶在路上——
1995年，郑州公交将领票分段计价改为全
程一票制，开始推行无人售票；随着科技的
发展，2001年郑州街头出现了装有空调的
公交车，同年还推出了公交 IC卡；转眼到
了 2009年，快捷舒适的快速公交诞生了，
让人们眼前一亮……

父辈们对公交事业的深情直接影响
了我的择业观。2012 年，我成为一名公
交点钞员，更加深切地感受到了郑州公交
一天天发生的新变化。特别是近几年，每当看到奔
跑在城市各个角落的绿色环保新能源公交车时，我
的内心总有一种油然而生的感动。

如今，GPS定位系统方便乘客用一部智能手机实
现找线路、查看车辆位置信息等需求，而社区巴士的
出现打通了地铁到家门口的最后一公里，手机扫码乘
车全面上线，更是给大家带来了全新的乘车体验。

岁月如梭，在新中国成立 70周年之际，郑州公
交也65岁了。从无到有，从弱到强，从当年3条路线
6 台车 17 名职工，发展到今天拥有 300 多条线路
6000多台车辆上万名职工的企业，我与我的同事们
一起，继承发扬几代公交人自强不息、艰苦奋斗的精
神，在公交事业的各个岗位上，用心守候着城市的发
展，守候着人们回家路上的幸福。8

□朱晓路

时至今日，在禹州市提起逝世于 1935年的清末
举人王棽林，仍有不少人津津乐道——

年近九旬的当地学者教之忠，摩挲着厚重的民
国版《禹县志》，感叹说：“他（王棽林）主编的这本县
志不仅冠绝明清两代县志，即使在整个河南地方志
层面，也是一颗明珠。”

在当地三峰山，煤炭系统的张工程师指着矿区
说：“王棽林不仅是文人，也是提倡实业兴国的企业
家，他在20世纪初就率众创办了煤矿公司。”

在王棽林的老家——方岗镇栗子沟村，当地老
农回忆起王棽林说：“恁说的是王举人啊，他修的大
水塘俺们现在还在用。王举人修路、修水塘、教娃娃
读书……办哩好事可多啦。”

一个去世近百年的前清举人，能在一方土地留
下这样的名声，他究竟是怎样一个人呢？

少年霸才，读书救国

王棽林生于清同治二年（1863年），今禹州市方
岗镇栗子沟村人,其家世代务农。王棽林天资聪颖，
被乡亲称为“神童”。22岁时，他赴开封参加府试，以
第一名考中举人。考官胡嗣芬称其为“中原霸才”。
少年王棽林亦以范仲淹为偶像，立志读书救国。

然而时运蹉跎。在内忧外患愈加恶化的晚清，
王棽林科举接连遇挫，及至 20世纪初科举制废除，
个人命运如面对断崖。同时，禹州灾害频繁：颍水泛
滥、西北部大水、春大饥、持续干旱……平均每三年
就有一个灾荒年。

面对这样的山河破碎，风雨飘摇，王棽林痛感为
宦之途不能有益于世，便转向“兴办实业”。

实业救国，开启民智

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王棽林游学日本。
考察学习了日本的变法经验归来后，王棽林广交志

友，与当时禹州社会名流杜希春、陈嘉桓等从事民主
革命活动。其间，组织妇女放脚，破除封建迷信，拆
扒乡村庙宇。因此，受到当地封建守旧势力的不满
和攻击，王棽林却毫不畏惧。

在王棽林的支持下，禹州知州曹广权开办了融
中西方教育于一体的颍滨经舍，地点就在今禹州城
东、颍河东岸的张良洞。这是戊戌变法后禹州的第
一所新式学校，在教学内容上，由过去教授“四书五
经”改为教授天算（自然、数学）、格致（物理、化学），
并广购书籍，确立学约。

同时，王棽林还支持禹州知州曹广权开办了三峰
煤矿公司……然而在民国军阀混战、刀兵四起的乱局
之中，官商合办的三峰山煤矿一直面对重重困窘。十
余年间，历经种种艰难维持，王棽林回天乏术，煤矿倒
闭，其亦负债累累。他在《癸卯秋三峰山矿务公司时
忧亏闭漫歌》中说：“倒倾杖头钱已罄，叩尽囊底智已
竭……此错难铸六州铁。坐念前途总茫然。”

回乡隐居，著述行善

历经从政、实业的惨淡经营后，王棽
林似乎熬干了他最后一份精力。晚年的
王棽林回到故乡栗子沟村，效仿孔孟、老
庄，以读书、著述为主。

这期间，他著作了《民史传》《角山文
集》《畏秋楼诗稿》《认字实在易》和《家
训》等作品。其中的《民史传》，全书共130
卷，专为历代从事礼、乐、御、射、书、数六艺
之人立传，是一部十分珍贵的历史文献。

书楼创作之余，书生的血终究不曾
凉透。说是不再理尘俗事，可王棽林见
家乡干旱，村民取水困难；山路崎岖，通
行艰难；山区闭塞，教育困缺……王棽林
仍旧拼着一头白发，牵头修建了供全村
饮水的水利工程“瓢海”。“瓢海”就是像
瓢一样的海，长宽约50米，蓄水截流，至
今村人还在使用。其他如修桥补路、教

育当地子弟读书等善举，凡此种种，数不胜数。
在人生的最后十余年，王棽林又主笔修《禹县

志》。在编写《禹县志》期间，全体编修人员受食而不
受薪，义务修志，历时 16年，终于于 1935年成书 30
卷，40余万字。该志文笔优美，条理清晰，又增编了
大事记，新辟了学校、物产、谣俗、宗教等门类。被称
为“开一代学风之先的史料”。

《禹县志》完稿刚几个月，王棽林就因编志呕心沥
血、心力交瘁，病故于栗子
沟家中，终年 72
岁。8

□王玉华

“大侠”真名邢红霞。做事风风火火的她，乐善好
施，三天两头帮助他人，人们就给她起了这么个绰号。

今年 46岁的邢大侠，是虞城县火车站南边一家
药房的老板。这些年，她做的好事还真不少哩！

“霞这闺女心眼好，一直像亲闺女一样孝敬我！”
75 岁的老苗，因为是盲人且家贫，一直没有成家。
20多年前，头脑灵活的他被推举为县盲人协会会长

后，在火车站旁边一家企业落了脚，并认识了开药店
的邢大侠。邢大侠见他是个盲人，就多方接济他。
头疼脑热时免费给他药品不说，还常给他些零花钱，
逢年过节给他买礼品、衣服之类的用品。一二十年
来，邢大侠对他的关爱从未间断过……

家住城郊的老付，也是一辈子没成家。邢大侠
像接济老苗一样接济着他，不同的是，她看老付身体
不错，就常给老付介绍些零活儿干……

在虞城县城，邢大侠的好心肠、热心肠是出了名
的。有一天，邢大侠对来店里买东西的一个熟人说：

“大嫂，你要菜不？俺给你兜点儿。”“你家啥时候种
菜啦？”熟人问。“她家哪种菜啦，是买别人的！”旁边
另一熟人解释道。这个故事，得从前年冬天说起
——有一天天寒地冻，冷风刺骨，邢大侠在街上碰到
一位骑三轮车卖菜的老人，她看着老人瑟瑟发抖的
样子，顿生怜悯之心，就把老人的菜全部买下。老人
感激地说：“俺可碰见好人了！”从此以后，她就经常
把老人的菜买下来，免费送给熟人。

“大爷，恁晚了您还在这儿坐着，有啥事？”前几
天夜里 10点多钟，邢大侠正准备关店门时，忽然发

现对面黑影里坐着个人，就上前询问。原来，这是一
个进城的农民没能赶上回家的车。邢大侠忙返回店
内给老人拿来了面包和卤鸡蛋，还掏出 50元钱让老
人找个旅店住下……

乐善好施、助人为乐……虽然邢大侠干的“都是
小事儿”，可她乐此不疲。有位老人来抓中药，一服
24.4 元，总共抓 10服。可付款时，老人说身上只装
了 30来块钱，能不能先把药拿走，让孩子把欠下来
的钱随后送来。邢大侠笑着就答应了。前不久，有
位老汉一大早来抓了6服中药。将近中午，这位老汉
又回来了，他说买的药不知啥时候弄丢了，能不能再
包6服先赊给他。邢大侠看看老人的打扮，又想到老
人回家后可能遇到的尴尬，忙又给老人包了 6服，一
声“这药俺送您了”，让老人的眼泪下来了。

一个偶然的机会，邢大侠了解到李老家乡崔老
家村图书室建好了却存书不多，于是自费买了不少
书籍送去；听说该村将兴建民俗馆，又把自家收藏的
古董木质橱柜和古代寨门捐赠出来……

“做人、做事，捧出一颗心来，自己的心情也舒
畅！”面对他人的夸奖，好人邢大侠这样说。8

□本报记者 刘向东
本报通讯员 韩静 黄权辉

燠热的周五下午，临颍县杜曲镇三
中校门口附近，驶来一辆车窗上标着“雷
锋车”的小型电动汽车。几个孩子跑了
过来，开车的张国珍笑着说：“都别急，一
趟只能拉四个，剩下的等下一趟啊。”

杜曲镇到邓庙村十几里地，傍晚只
有一趟客车，赶不上客车的孩子只能步
行回家。

近年来，每周五都要开着“雷锋车”
专门送孩子们回家的张国珍，并不是看
到了“商机”，而是这条路上曾出过一件
让人心疼不已的事：一个花季少女放学
回家的路上被残忍杀害……

张国珍决定买电动汽车送赶不上车
的孩子回家时，几乎跑遍了县城所有车

行，“人家见是我自己要开，都不想卖给我。”
91岁，是张国珍的年龄。耄耊之年的他，经历颇丰：退伍后

入职县政府，经历了贸易公司、盐业公司、百货公司等工作。1976
年，临颍县成立 110千伏输变电工程指挥部，张国珍成为一名电
力员工，参与了临颍首座 110千伏变电站的建设，开始为临颍电
力事业发展奔波，直到退休回到家乡杜曲镇河董村。

匆匆 70 余年，张国珍说，这期间有两件事一直铭记在心：
1950年开始上扫盲班和“速成中学”，成了识文断字的人，让他有
了一辈子的自豪；1960年因技术革新成为省劳模并于 5月在郑
州、10月在北京，两次受到毛主席接见，还登上了天安门城楼，让
他有了一辈子的骄傲。

骄傲和自豪着的张国珍家的堂屋里，醒目处摆放着两样东
西：残破后拼凑起来的由时任省长吴芝圃签章的奖状，县关工委
发给他的“关爱下一代先进个人”奖牌。

1989年，张国珍退休。赋闲在家的他曾自办过涂料厂，但两
年后关门了。原因是“我不会欠账，更不会要账。张不开口啊，想
想还是算了吧，每月有退休工资，每年还有省总工会发的补助，钱
够花了”。

“钱够花”的张国珍却经常捉襟见肘。他的钱，不少是这样开
支的——

孤寡老人董菊妮的家里，几乎每天都会出现张国珍的身影，
他和老伴一起给老人买吃买穿，帮老人洗衣服做饭。每当老人因
病卧床不起时，他还会把老人接到自己家里吃住一段日子，直到
她能生活自理。除了平时给患有哮喘病的窦老八买药添衣，寒冬
腊月见他舍不得买煤取暖，张国珍就把几千块蜂窝煤和炉子直接
送到他家里……像这样的老人，张国珍在退休后的30年间，长年
照顾了4个。

不仅照顾孤寡老人，张国珍还常年资助着十几个失学孩子。
“不是老张，我儿子就上不了大学。”村民董振书说，他的两个

儿子同年考上大学。那一年，他东挪西借只凑够了一个儿子的学
费。无奈，只得让两个儿子抓阄决定谁去上学。就在失去上学机
会的二儿子以泪洗面、不吃不喝懊恼时，张国珍拿着一叠钱来到
了他们家里……

年仅 9岁的小颍峰的父亲车祸身亡后，母亲改嫁他乡，小颍
峰与年老多病的爷爷相依为命，濒临辍学。张国珍听说后，领着
小颍峰买齐了学习用品，再三叮嘱他好好学习，“只要我活着，我
就一直供你到读完大学”。只要听说附近有特困生考上大学，他
都会送去5000元学费。儿童节前夕，他还和一个年仅10岁的小
女孩结成了“帮扶对子”……

“每次帮助别人，我心里就很快乐，甚至能连续高兴好几天。”
张国珍说。退休后的他不吸烟、不喝酒，也从不跟人打牌娱乐，

“我就是想把钱省下来，实实在在为父老乡亲做点事情。因为能
够快乐地帮助别人，也能让我健康长寿。”

近十多年来，张国珍老人无论春夏秋冬，刮风下雨，每天早晨
都会坚持在自家小院里楼上楼下跑三四百级台阶。平时在村里
走动，经常也是一溜小跑，看不出丁点蹒跚。“眼不花，耳不聋。坐
如钟，站如松，背不驼，腿不疼。走起路来一阵风，赛过当年老黄
忠。”在河董村，有着这样一个形容他的顺口溜。

“有了好身体，才能多干好事、善事。”张国珍说，早在1992年
秋天时，连绵的阴雨天让他家附近的街道泥泞不堪，眼瞅着不时
有老人和上学的孩子摔倒在路边的水坑里，他就萌生了为孩子们
修一条“育才路”的想法。从这年 10月份起，他用了近一年半时
间，独自用架子车拉来煤渣填平了路边的大水坑，又用了两年半
时间拉来砖渣重新铺出一条400多米长的路基后，他又起了把这
条路铺成柏油路的念头。于是，他向在北京工作的儿子和在深圳
做生意的女儿写信求助……

张国珍老人的善举，也感动了村里的父老乡亲。一时间，大
家纷纷捐款捐物相助，村民窦安民捐出 6吨石灰，村党支部副书
记开来了自家的拖拉机、压路机……在大家齐心协力帮助下，“育
才路”终于修好了。

“人的生命是有限的，而为人民服务是无限的，我要把有限的
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中去！”《雷锋日记》里的这段话，也
是几十年来张国珍老人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他说，他6岁时
没了父亲，11岁失去了母亲，成了饱尝人间苦难的孤儿。是好心
人的收留让他活了下来，是党和国家给了他工作和荣誉，让他有
了幸福的家庭和快乐的生活，“我除了感恩，就是要用做好事、做
善事来报答！”2

百姓故事

“大侠”本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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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 年，他被评为河南省劳动
模范。今天，91 岁的他仍初心不
改。他说：我从小失去了父母，没有
党和国家、没有好心人，就没有我的
今天。我要积极工作，多做好事、善
事，报答恩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