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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事•与新中国同行

历史深处

百姓故事

□陈炜

一

中原地广，人烟稠密。那村庄名虽
五花八门，却有规律，或以姓氏打头，如
李家村、高老庄、黄村营；或以显著地理
或行当为名，如三丈坡、油坊砦、牌坊里；
也有稀奇古怪者，一探究，就走进了历史
的深处，名气大得很呐。

十几年前，随朋友去他豫北博爱的
老家。正是孟夏，东南风来，麦浪滚滚，
大野里青黄接天。布谷声声里，我们穿
过麦田，走进了那个中原村庄，抬头看见
一个别致的名字：寨卜昌。

下意识地从右往左念：昌—卜—
寨，朋友纠正：寨—卜—昌。说话间就
看见了寨墙，黄褐夯土堆筑，凛凛然宽
厚十几步，平地拔起三四丈，杂树丛生，
野鸟翻飞。近前端详，却是风蚀雨打
貌，岁月沧桑样。可惜寨子已不完整，
围不住村庄，残存的寨墙像个困顿老
者，无可奈何地看着年轻人在寨外起屋
盖楼。

作为防御的象征，和平年代里，寨
子的含义，只剩下地理意义了。

二

先有卜昌还是先有寨？当然卜昌
在先了。卜昌之名，得从 3000 多年前
的一场战争说起。当时，殷纣王荒淫无
道，民生凋敝，周武王会盟八百诸侯，替
天行道，举兵讨伐。大军自孟津东行，
来到太行山南麓一个地界时，天漏雨而
三日不歇。一片白茫茫中，大军偃旗息
鼓，武王心泛疑虑，纣王已近在咫尺，莫
非天不灭商？何去何从，看天意！随行
的姜子牙取出龟甲一片，以火炙烤，见

那龟壳在蓝色火焰中哔啵开裂，呈现
吉祥图案。昌！姜太公把占卜的结果
告诉武王，卜昌的消息风一样传遍大
军，群情振奋。武王乘势挥师，在牧野
大败纣王守军，殷纣自焚。自此，中国
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武王伐纣落
下帷幕，而那个占卜曰昌的地方，被叫
作卜昌。

斗转星移，两千多年过去了，卜昌已
成膏腴之地，百姓繁衍，聚落棋布，有了
药王卜昌、油王卜昌、乔卜昌、侯卜昌等
八个“卜昌”。且说药王卜昌的王家自明
末经营怀药，日渐发达，清康熙年间，药
王第七代传人华丽转身，转做铁锅生意，
将经营怀药的商号“怀昌合”改为“泰顺
硕”，人称“泰顺号”。真锅铁打，泰顺锅
俏。一时间，药王卜昌闻名遐迩，也常被
那强人惦记。清同治年间，为绝匪患，药
王卜昌联手油王卜昌和乔卜昌，高筑墙，
广积粮，起寨子，将三个卜昌紧紧围了。
大寨大户大气派，人们就把那“寨”字提
拔，取名寨卜昌。

三

新成的寨墙，以石奠基，石灰与黏
土构筑，巍峨雄伟，恰如平地起长城，其
蜿蜒五里，首尾相接，将个村庄紧紧环
抱，自成一体，固若金汤。寨墙顶宽丈
余，可行车马，敌楼箭垛，环伺御敌。
东、西、南、北开四门楼，门楼额上青石
勒字：纳春融、挹秋浆、揽荣光、迎叠
翠。城墙内外，景色怡人，好一派田园
风光！

日进斗金的泰顺王，背手行走在寨
墙之上，极目远眺，但见北面太行巍巍，
峰峦叠翠，南面绿野泛金，麦浪翻滚；俯
瞰脚下，寨外城壕绿水漾波，寨内却是
屋宇轩敞，街道平旷，车马穿梭，炊烟袅
袅，一派富庶祥和景象。自明末起步，
药王泰顺生意兴隆通四海，财源茂盛达
三江，眼下生意安保一切妥当，他禁不
住微微一笑，笑意里，露出一丝谁与争
锋的霸气。

果然是固若金汤。六七十年过去，
寨卜昌安乐祥和，正是：忠厚传家久，诗
书继世长。

四

俗话说，国是千万家，家是最小
国。覆巢之下，安有完卵！

转眼到了 1938 年，日本人占领博
爱城。4月的一天，两个日本兵骑着高
头大马，在寨卜昌北门外举枪叫嚣，要
进村搜查。

这明媚的春日因这两个侵略者而
蒙上血色的阴影。很快，寨卜昌血流成
河，半个村几成焦土。

关于这段历史，我是在2004年 5月
第一次走进寨卜昌时，在古槐树下听92
岁的王老汉讲的。他用浓重的方言讲述
着当年的经历：那俩日本鬼哗啦啦上了
枪栓，瞄准寨上头：开门的干活！寨上年
轻人先下手为强，砰砰两枪，撂倒一个，
打伤一个，受伤的打马逃走，撂倒的被掼
入粪井。第二天，伤兵带着一队日本鬼
子炮轰古寨，血洗寨卜昌，一把火点燃了
矗立了数百年的大宅高屋……

老人说，他死里逃生，远走他乡，直
到新中国成立，他才回到了自己的家。

五

那棵古槐，立于王家祠堂门前，龙
干虬枝，气象不凡。它是寨卜昌兴衰的
见证者，曾骄傲过村子的骄傲，也痛苦
过村子的痛苦。它检阅过富甲一方的
昌盛，迎请过道光皇帝的圣旨，欣赏过
朝廷重臣的墨宝，罹患过日寇横行的苦
难，聆听过晋冀鲁豫野战军第九纵队成
立的铿锵锣鼓，更欣赏过寨卜昌人非同
凡响的西皮二黄。

中原戏曲多，豫剧、曲剧、大平调，
道情、宛梆、二夹弦，东西南北，各美其
美，腔腔不同，美美与共。有道是十里
不同云，五里不同雨，寨卜昌人偏爱那
京戏。街巷里顺手拉一个，无论男女，
不管长幼，十有八九会有板有眼地唱上
几句。每至夜晚，锣鼓咚咚锵锵敲起
来，胡琴吱吱呀呀拉起来，那一声低回
峭拔嗓就在明清老街的廊间檐下荡起，
正 宗 西 皮 流 水 版 ，原 是 程 派《锁 麟
囊》——吃饱喝足，寨卜昌人开唱了；天
不早了，狗不咬了，月明星稀下露水了，
寨卜昌人才心满意足地蹒跚回家——
该睡觉了。

寨卜昌唱京戏有年头了。先是经
商的老板在京城捧角儿，又请大腕儿来
寨卜昌唱大戏，台上人的确不是凡人，
举手投足、一颦一笑让寨子的人大开眼

界，着迷不止。从此，寨卜昌响起了京
胡声。

一耄耋老者告诉我，他年轻时听过
谭富英唱戏。谭老板一嗓子亮起，他面
前茶碗里的香茶就荡起涟漪，有细小珠
链跳将起来。他眯着眼，回到过去：绕
梁不绝啊！

那一年麦收时节，我看见一老人领
着一群少年，在一处明末老院子里摆开
教场。老先生从城里京剧团退休，回村
教孩子们京戏。他慈爱的目光里，孩子
们劈叉压腿翻跟头，一腔一调吊嗓子。
说话间，一个卷着裤腿、头粘麦秸的粗
壮汉子走进来，大伙说，那谁，你上来弄
一段！弄一段就弄一段！只见他挺直
身子，捏了个诀，倏忽间眉梢吊起，星目
朗润，开口一嗓，竟是脆生生的花旦腔，
惊得我一愣一愣的。

2005年麦天，赴河南演出的中国京
剧院三团一行 20多人，慕名来到寨卜
昌，与村民进行了一场亲密互动。上台
的，有国家知名演员，也有村子草根百
姓；乐队的伴奏者，有响当当的名琴名
弦，也有意气风发的少年儿郎。那个时
刻，寨卜昌韵味十足。

六

寨卜昌藏龙卧虎，从寨子不同凡响
的明清建筑就能看出端倪。走在大街
上，俯仰间目之所及，都是景致。街巷
青石漫地，溜光水滑，街两旁高屋大舍
廊檐轩敞，青砖黛瓦，五脊六兽。其砖
雕石刻，栩栩如生；压窗石上，浮雕历
历，要么松鹤延年、福禄满堂，要么五福
临门、荣华富贵，尽是那吉祥如意词；廊
舍间雕龙画栋，屋门前青石麟麟，大墙
上开着拴马鼻儿，台阶下垫着上马石。
抬头看，对联夺目：门外拥珠旗报国曾
持三尺剑，庭前罗玉树传家唯有五车
书。好一副家国情怀！

去年又去寨卜昌。但见大街小巷、
老屋石坊正大兴土木，却是国家文化扶
持，修旧如旧，寨卜昌这个全国重点文
物保护单位，要建成中原文化旅游的重
要目的地。

随朋友走进一处老宅。跨过高高
的门槛，老屋空空，被岁月浸透、烟火熏
染的乌黑房梁上，垂下一截锈蚀铁丝，
拴着一个像“对号”般的木钩，钩子的底
部，被磨成一个深深的窝儿。这是当年
挂馍篮的东西，一可防鼠儿偷食，二可
防孩童馋嘴，可有些年岁了。朋友说，
这玩意再也用不着了，送给你，留个念
想吧！于是，我的行囊里多了一个收藏
了寨卜昌岁月的木头馍钩。

前几日再去寨卜昌。朋友领着我看
修复如初的老街和古建筑，满眼厚朴乡
村貌，酽酽乡土味道醇，此情此景，恍若
隔世。朋友说：寨卜昌的春天来了！8

□黄海涛

进入 6月，22头公鹿陆续长出了初
生茸，赵沛阳事儿更多了。割鹿茸、取
鹿茸血、泡鹿茸酒……忙不过来，他还
从村里聘了3个贫困乡邻来帮忙。“既能
拿工资又能学技术。”乡邻们都乐意干，
还都盼着鹿场发展壮大。

养梅花鹿，这在沈丘县卞路口乡赵
庄村可是头一份，周围十里八乡都鲜

见。“少见才能走俏市场，物以稀为贵
嘛！”32岁的赵沛阳是名返乡大学生，刚
毕业那会儿，在海尔集团干过几年，可他
不甘寻常。看到一些注重养生的人常用
鹿茸煲汤，“一打听，价格贵着呢！我就
萌生了养鹿创业的念头。”

“家乡遍布河流、水草丰美，租地成
本也不高，县里又出台政策，鼓励返乡创
业，对特色养殖更是扶持，不但简化手
续，还有技术指导。”赵沛阳盘算了几遍，

最终下定了决心。租土地、建圈舍、围铁
丝网……2018年，当首批46头鹿千里迢
迢运到场子时，赵沛阳已投了近 100万
元，花光了打工多年的积蓄，还在当地政
府帮助下，从银行贷了几十万。“化压力
为动力，不留退路才会有出路！”赵沛阳
常这样自我勉励。

为了掌握鹿的习性，赵沛阳恨不得
睡在鹿圈里。“别看它们平时胆小温驯，
到了繁殖期，脾气暴着呢！啥时候要是
一直盯着你，两耳直立，鹿蹄不停刨地，
你就得避开了。”赵沛阳说，刚开始他不
懂，只知道跟鹿亲热，被踢伤了好几次。

梅花鹿养殖是个精细活，喂料、降
温、防疫、圈舍打扫，哪样都不能小瞧。

“就拿配料来说吧！我给它们喂的主要
是玉米秸秆，经过青贮的，富含乳酸菌，
再搭配些青草、树叶、麦麸、豆壳，鹿特
别爱吃。”赵沛阳得空就研究养殖技术，
再加上有实践经验，俨然成了半个专
家。

鹿养得好，鹿茸卖得也好。“每公斤
2000 多元，没割之前就有客户下订单
了。割上一茬就能挣十多万。”赵沛阳
从说，鹿养得好，繁殖得也快。仅今年，
他的场子里就添了11头小鹿仔，还有几
头母鹿正挺着大肚子。

规模扩大了，怎么降低成本呢？在
村委会帮助下，赵沛阳以每亩每年 800
元的价格，流转了 200 多亩地种植玉
米。一只鹿一天能吃掉三四公斤秸秆，
经过青贮处理后，成本节省了一大半。
最重要的是，全村的秸秆都有了好去
处，过去焚烧污染环境，现在有鹿场收
购，谁还舍得烧呢？

眼瞅着赵沛阳养鹿“一举多得”走
上了致富路，有村民也想试试。赵沛阳
马上热心地给他们当起了技术指导：

“选种鹿时，抓一把粗饲料来试探鹿的
进食，吃草不挑食的是好鹿；采鹿茸时，
先用吹管将公鹿麻醉，用麻绳系活扣勒
住根部，预防大出血；咱们这儿夏天热，
注意给鹿圈降温……大伙喂好了，我负
责回收销售。”

如今，赵沛阳成立了养殖专业合作
社，乡邻们对他返乡养鹿也越来越认
可：流转土地得租金、基地打工拿薪金、
秸秆里也能淘到金。

“还有一金呢！”赵沛阳说，如果村
民谁愿意投资入股，认领梅花鹿后，交
给基地统一饲养、统一管理、统一销售，
每年还能分股金。“把大家伙儿拧成一
股绳，要不了多久，俺们赵庄村随处都
能听到呦呦鹿鸣声！”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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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丽星

昏黄的煤油灯光下，一个女人弯腰勾头，头发几乎挨住了火
苗。她往左边看一眼书，用笔在本子上写一下。一张纸正面写
完了，反面再写。写出的字歪歪扭扭，却一笔一画写得认真……

很多年了，我脑中总清晰地出现这个画面。这是我小时候，
我的母亲为我抄书的情景。记得那年，有位同学买了本数学题
集，母亲就借来为我一页一页地抄。因为要早点还给人家，她几
乎是连夜在抄。夜里我迷迷糊糊睁开眼时，看到的就是母亲在
昏黄的灯光下一笔一画抄写的情景。

这次抄书之前，我一直不知道母亲识字。因为我每天看到
的是母亲去地里干活，在家里做家务，从没看到过她读书或写
字。当我告诉她有位同学买了本数学题集，我也想要时，母亲
说，家里没钱买，我帮你抄。我将信将疑。直到看她写着歪扭的
字，比葫芦画瓢似的抄完，我才惊讶地问母亲是否上过学。

母亲说她上过学，高小。她说的高小，就是现在的小学。她
说，新中国刚成立那会儿，她七八岁，村里来了个扫盲员，动员小
孩子家上学。那时强调男女平等，女孩子也能上学，姥姥就让她
上了。但乡里只有小学，小学毕业就算上到了头。即便这样，母
亲也成了村中有文化的人，因为有些父母不让女孩上学，不管怎
么做工作，也觉得上学没用。后来，母亲还做了几年村里的记分
员。因为母亲上过学，她就很重视姐姐和我的学习。只要看到
我们看书，她就什么都不让我们干。而且，我们家里的女孩和男
孩一样，只要想上，不管再困难，母亲都一直供应到底，不像当时
农村的某些家长，女孩上到小学或初中就让回家干活儿，甚至为
了供应男孩上学，不让女孩读书。

母亲常说，她能上学，除了姥姥开明外，更重要的是赶上了
好时候。

虽然只上了小学，对母亲的影响却是一生的。她一生重视
文化，虽然那时的她并不知道读书能干什么，有什么出路，但她
仍坚持让我们上学。她每天很累，却没有让她的两个女儿辍学
帮她做衣服做鞋做饭，或者去地里干活儿。而且，母亲晚年时，
还学会了用手机，跟上了时代步伐……

姐姐和我到了上学年龄时，村里有了小学，还有了初中。姐
姐比我大几岁，既聪明又勤奋，小学和初中成绩都很好，一直是
班里的前三名。但姐姐只上完初中就不能再上了，因为那时的
高中是推荐上的。尽管姐姐喜欢学习且成绩很好，尽管母亲也
找管事的人说了，但最终姐姐没能上成高中。记得那天姐姐在
家哭时，母亲陪着她一边流泪，一边劝说：“这是命，没法。”

姐姐不上学后，总在我写作业时默默地坐在我身边看着我
写作业，还不时指导我。很多时候，我说我自己会做，但她还是
忍不住凑过来说几句。

我上初中二年级时，学制改成了初中三年，高中三年，而且，
上高中改成了考试录取制。那一年，我们公社要先收一个初三
班，我就考了进去，成了我们村唯一考进去的人。

高中三年，光阴荏苒。考大学时需要先预选，预选上才有资
格考大学。我顺利通过了预选，高考分数下来时，我上了大专
线。那时，觉得只要能考上中专，就已经是大学生了。我考上了
大专，成为我们村唯一一个考上大学的人。好多年后，村里人见
到了我，都还说我是鸡窝里飞出的金凤凰。

我报的是师范。接到录取通知书时，母亲高兴得在村子里
转了好几圈。每次放假回去，母亲总是说村里在外面工作的人
回来时，都会绕道到我们家看看。尤其是来了外人时，村里就指
着我家向别人说，这家出了一个大学生……而母亲，每次同时看
到出嫁的姐姐和上大学的我时，总会心酸地说：“这就是命。”我
也常想：是啊，如果姐姐晚出生几年，以她的成绩，肯定也会考上
大学的。

转眼间20多年过去了，我女儿上学时，上学真的容易多了：
九年义务教育，国家不会让一个孩子辍学。小学毕业考初中不
再是选拔赛，高中比以前多多了，考大学也不再很难，难的是很
多学生选择考名牌大学……我女儿上的虽不是名牌大学，但她
后来上了研究生。我常想，在这个时代，再也不会有因为是女孩
不让上学或被迫辍学的事发生了。

新中国成立 70年来，国家的变化真快，真大啊！不仅表现
在衣食住行上，还有文化上、精神上、思想上。我一直觉得，母
亲所说的“命”，其实就是时代。一个人的命运总和时代紧密
相连。现在，我们正处于最好的时代，国家对教育重视，对文
化重视，社会更公平公正，人民的生活更富裕，生活得更幸
福。我相信，随着祖国的更加繁荣昌盛，我们每个人的“命”，也
会越来越好。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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