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胡心洁 本报通讯员 宋跃伟

晨曦透过山峦间的薄雾，洒向乡间小路时，抑扬顿挫的唱戏声
也从登封市大冶镇朝阳沟村传了出来。

每到周末，这个戏声悠扬的小山村，还会迎来络绎不绝的游
人。他们带着对“朝阳沟”的记忆，漫步在朝阳沟村蜿蜒曲折的小道
上，或走进杨兰春文化园，找寻豫剧《朝阳沟》六十载经久不衰的奥
秘；或围在村里老艺人的身边，聆听，甚至是咿咿呀呀学上几腔……

一个小村，两部大戏

村口处，一座大理石牌坊映入眼帘，
“朝阳沟”三个红彤彤的大字熠熠生辉，“朝
阳沟好地方，名不虚传……”熟悉的旋律便
在脑海里不由自主响亮出来。

走进村子，现代豫剧《朝阳沟》里的劳
动场景墙绘图画随处可见。不远处，一幅
平仄并不规正的“昔日曹家湾，今天朝阳
沟”对联，格外引人注目。

“别小看俺这巴掌大的地方，出过两部
经典大戏哩！一部曲剧《卷席筒》，一部豫
剧《朝阳沟》。一个村子出两部大戏，这在
戏曲史上可是独一家。”村里的朝阳沟戏曲
文化研究会会长赵海辰自豪地说。

朝阳沟，原名曹家湾，当地人习惯上叫
它曹村。曲剧《卷席筒》的故事就发生在这
里。主人公小苍娃那句唱词“我家住登封
小县，离城二十五里曹家湾”，说的正是此
地。

“朝阳沟村这个名字，就是从现代豫剧
的扛鼎之作《朝阳沟》而来。”村党支部副书
记赵遂辰说，“没有杨兰春，就没有豫剧《朝
阳沟》，也不会有这个村名。”

已经离世10年的杨兰春，对朝阳沟村
有着深厚感情。这里，曾是他战斗过的地
方。解放战争期间，他的 5名战友牺牲在
了这里。同样，朝阳沟的村民们，对杨兰春
也有着特殊情感。

1957年，杨兰春随他所在的省豫剧三
团来这里体验生活时，这里人的新风新貌，
激发了他的创作激情，才有了日后风靡大
江南北的经典豫剧《朝阳沟》。

曹村，也在1976年改名为朝阳沟村。
“老杨就是在这间屋子里写出了《朝阳

沟》。”70多岁的村民赵长运指着一处不足
10平方米、几近坍塌的房屋，用着当年村

民们对杨兰春的称呼，念想着当年的情景，
“俺和老杨住隔壁儿。白天他下地和俺们
一起干活儿，晚上或下雨天，他会把一个小
收音机挂在房檐下，让乡亲们都来听。”

如今的村子人，手机铃声设置最多的
是《朝阳沟》里的经典唱段。因“朝阳沟”名
声在外而产生的骄傲和自豪，也写在他们
的脸上。走在紧临“二大娘”家屋后的水泥
路上，赵海辰得意洋洋地说：“戏里的很多
情景，包括生活细节，都是俺村以前的生活
写照。”

1964 年元旦，《朝阳沟》进京为毛泽
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演出时，博得了满堂
喝彩。《朝阳沟》成为豫剧现代戏的经典之
作，杨兰春也因此被称为“朝阳沟之父”。

2009年，89岁高龄的杨兰春不幸逝
世。为感念这位让“朝阳沟”闻名遐迩的

“老杨”，当地政府在朝阳沟村西北建了杨
兰春文化园。按照“老杨”的遗嘱，他的部
分骨灰也安放在了这里。

杨兰春文化园里，“老杨”伏案疾书的
塑像精神矍铄、炯炯有神。园里有碑一
通，上有学者李铁城的撰文：“综观中外戏
剧史，一戏之出，城乡传唱家喻户晓数十
年久演不衰，两省之村争以戏名为名，一
人逝争迎遗骸归葬，可谓举世无双。此戏
乃《朝阳沟》，此人乃《朝阳沟》编导杨君兰
春也。”

“两省之村”，是指杨兰春的出生地河
北省武安县朝阳沟村和杨兰春战斗过的
地方河南省登封市朝阳沟村。正所谓：

“好戏久唱六十秋，代代相传誓不休，聆听
激起奋斗志，谁人不识《朝阳沟》。”

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一古一今，两部戏曲经久不衰地传唱
着，丰富了朝阳沟村的文化底蕴。特别是

现代豫剧《朝阳沟》，其通俗易懂的唱词、
脍炙人口的唱腔、鲜明欢快的旋律，半个
多世纪以来唱红了大江南北，教育和影响
了一代又一代青年人扎根“广阔天地”，为
了祖国的明天“大有作为”。

在周边十里八村的乡亲们眼里，朝阳
沟村就是“老戏窝儿”。他们送给了爱唱
戏的朝阳沟人这样的顺口溜：“曹村敲敲
洗脸盆儿，前村后庄都锁门儿；不是哪儿
人随便说，只因曹村‘老戏窝儿’。”

“走一道岭来翻一架山，山沟里空气
好，实在新鲜……”漫步朝阳沟村的街巷、
阡陌，不时能听到《朝阳沟》的经典唱段。

“在俺村随便找个人都能哼上一段
《朝阳沟》，‘老戏骨’更是层出不穷。”赵海
辰说，朝阳沟的戏曲文化，不仅是展示朝
阳沟人文化内涵的一张亮丽名片，更是推
动朝阳沟村持续发展的重要力量。

这个“老戏窝儿”，这个《朝阳沟》剧中
男主角拴保满怀豪情要“干上一百年”的
地方，近些年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朝阳沟西北山坡上，一座亭子格外耀
眼。“当年剧团里的‘银环’和其他人员下
乡体验生活时，干活干累了，就是在这个
亭子里休息的，所以我们就把它叫作‘银
环亭’”。赵海辰指着亭子说。

站在亭子里环顾四周，整个朝阳沟被
掩饰在郁郁葱葱的树木丛中。不远处的
水库，碧波荡漾、水鸟游弋。赵遂辰介绍
说，为了恢复朝阳沟的自然风貌，大冶镇
先后投资 5000多万元，建成了一个绿化
面积4000余亩的“朝阳沟森林公园”。随
后，村里又投巨资对村容村貌进行了绿化、
美化和亮化，尤其是以《朝阳沟》里的故事
为背景，着力打造文化氛围，再现了“朝阳
沟好地方名不虚传，一辈子我也住不烦”的
佳话。

近期，他们还成功引进了旅游开发项
目，立足朝阳沟戏曲文化特色，积极打造饱
含豫剧文化的戏曲文化小镇。“朝阳沟越来
越美了。这不仅是老杨的《朝阳沟》给我们
带来了机遇，更多的还是美丽乡村的建设
步伐，让文化在村民们眼里变得看得见、摸
得着了。”赵海辰说。

夕阳西下，晚风吹拂。朝阳沟的村民
们，三三两两来到了村委的广场上。“祖国
的大建设一日千里，看不完数不尽胜利的
消息……”美妙的戏曲声随着微风，响彻在
朝阳沟的角角落落。8

□王新立

“扫盲”特指扫除文盲。这个词，对
今天许多年轻人来说，真是陌生。新中
国成立 70年来，我国曾开展过两次大规
模“扫盲”。

资料显示，1952年，全国文盲率高达
80%。这年 5月起，党和政府在全国开展
了第一次大范围的扫盲运动。据1964年
的一份调查结果显示：当时全国15岁以上
人口的文盲率已下降到了 52%。1983年
10月，为了防止新文盲产生，中共中央、国
务院发布《关于加强和改革农村学校教育
若干问题的通知》，要求农村小学把没有读
过或没有读完小学的15岁以下少年儿童
吸收到学校，采取全日制教学，让他们尽快
学完小学主要课程。同时，对青壮年文盲，
也要组织他们继续学习……

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我成了一
个扫盲教师。我清楚地记得，1983年冬，
一个白雪皑皑的早晨，村支书踩着厚厚的
积雪来到我家，拖着长腔喊着我父亲的名
字说：“听说咱家孩子高中毕业几个月了，
闲在家里也没事儿。这不，上面号召要在
农村开展扫盲教育哩，咱大队要办一个成
年人扫盲班，就让孩子去教扫盲班吧……”

村支书的这番话，听起来简直就像来
自天边的春雷，我最直接的感觉是周身发
热，心跳加快，激动得半天说不出话。对
于我的这番感情变化，没经历过那个时代
的人是体会不到的。1983 年，农村土地
联产承包责任制已全面展开了，但那个时
代的农村青年依然没有明确的出路，除了
上学、参军，便是一头扎进地垄沟里，步着
先辈的后尘，从事传统的农事耕作，娶妻
生子，终老一生。高考落榜憋在家里已经
半年的我，每天百无聊赖。村支书的话，
无疑为我打开了一扇通往希望与追求的
大门。就这样，在告别高中校园生活半年
后，我再次走进自己小学就读的村小学校
园，成为一名扫盲教师。

上任的第一件事，是配合乡里派下
来的扫盲工作组开展扫盲宣传。宣传形
式以刷写、张贴标语为主。10多天时间
里，我把村里大街小巷的土坯墙上，贴满
了以“扫除文盲”为内容的标语。同时，
我还带领学校的孩子们排着队，拿着红、

黄、绿等颜色的三角小旗，上面用毛笔写
着扫除文盲的内容，走在村里的大街小
巷上，边高高地举着小旗，边整齐地喊着

“扫除文盲”的口号，努力营造宣传氛围。
为了让扫盲教育深入人心，我根据

村里老百姓屋墙墙面的光滑程度，凡是
能写字的地方，我都要在上面写上拼音，
拼音下面标上汉字，并在一边配上富有
创意的漫画。这样一来，村上的人无论
下地劳动还是收工回家，无论赶集上店
还是走亲访友，走在村子里的大街小巷，
都会情不自禁地驻足拼音认字，不经意
间就认识了很多汉字和拼音。

在我们村扫盲班的教室里，摆放着
20多张摇摇晃晃的木制课桌凳。按照上
级的扫盲标准，招收了 30多位青壮年文
盲学员，都是二三十岁的青年女性。由于
她们大部分与我同村，论起辈分来，差不
多都是我的“嫂子”。平时，她们在村里没
事儿就爱凑热闹。统一把她们集中起来
学习识字，对她们来说，不啻是一件悠闲
且快乐的事情。尤其看见我这样一位年
纪不到 20岁的小青年站在讲台上，给她
们一笔一画地传授写字要领，她们根本不
把我放在眼里，一个个坐在讲台下，一边
打着毛线衣，一边纳着鞋底，一边叽叽嘎
嘎说笑着。我看在眼里，急在心中，就想
着法子帮她们提高对扫盲的认识。

我结合平时听到的个别村民因为不
识字而闹出的笑话，连夜编了一段顺口
溜：不识字，真为难，拿着钞票花错钱。

十块票子当一块，半月伙食搭赔完。进
城市，更难办，男女厕所难分辨。见厕
所，就想钻，男女见面把脸翻。打官司，
到法院，不当流氓当流窜，起因就是不识
字，您看难看不难看……

当我把顺口溜念给台下的学员听时，
引得她们哄堂大笑。但笑过之后，她们又
变得沉默起来。其中一个叫狗臭的大嫂主
动站起来，用真诚的声音大声说：“姐妹们，
咱兄弟说得对，不识字就是太为难。我们
得趁这个机会，跟咱兄弟认识几个字，大家
说中不中？”“中！”台下20多位大嫂齐声回
答。当时，我真没想到，自己的一个小智
慧，竟会收到这么出奇好的效果。

此后的两个多月里，我和那帮“嫂子
学员”，硬是把上级教育部门下发的《农村
扫盲教材》一书，从头至尾学习了一遍。

在做好集中扫盲教学的同时，我还
为那些大字不识一个的典型文盲开起
了“小灶”。还是那位狗臭大嫂，每天都
是忙了地里忙家里，忙得手脚不停歇，
就是抽不出时间来学文化。见此情景，
我就利用午饭时，到她家里教她学拼
音、识汉字。我初次到她家里时，一家
人刚吃完饭，碗没洗，锅没刷。为了抓
紧时间学文化，尽早把她的文盲帽子摘
掉，我先帮她洗碗刷锅，再教她学拼音，
写汉字。我的这番举动，深深感动了狗
臭嫂子，在以后的学习中，她表现得十
分认真，一个多小时时间，她能学会 10
多个字。为了巩固学习成果，她会像小
学生那样趴在家里的饭桌上，一笔一画
地在本子上学写刚学会的字……

就这样，通过半年的辛勤努力，我们
村 30多位扫盲对象全部脱盲。1984年，
县里组织扫盲验收时，我们村被评为全
县脱盲工作先进村，我也被评为了先进
个人。

这场扫盲运动一直持续到 2000年，
中国正式对外宣布：中国已经实现了“基
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基本扫除青壮年
文盲”的战略目标，全国成人文盲率降至
9.08%，青壮年文盲率降至 4%以下……

许多年过去了，每每回想起那场旷
日持久的扫盲运动，我的心里便会升起
隐隐的感动，因为，我是共和国那场文化
普及运动的亲历者！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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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鞋垫的老人

往事•与新中国同行

□王有震 赵世群

闲暇无事，平舆县高杨店乡刘砦村的刘秋杰，总爱听《军人的妻
子》那首歌，而且还常听得泪流满面：“这些年的不容易，我怎能告诉
你？真正的男儿，你选择了军旅。痴心的女儿，我才苦苦相依……”

几年前，在大学就读的刘秋杰结识了泌阳县马谷田镇单亲家
庭的现役军人邓博文。出于对军人的崇拜和军人对知识女性的
倾慕，两个年轻人通过手机开始了相互学习、相互了解的过程。

刘秋杰大学毕业后，正式开始了他们的异地恋。2018年春
天，他们携手走进了婚姻殿堂。

刘秋杰和邓博文相识之初，就积极支持鼓励他立志军营，献
身国防。高中毕业就主动参军报效祖国的邓博文更是把爱情当
作动力，勤奋学习，刻苦练兵。服役9年里，他多次被授予“优秀
士兵”“优秀士官”等荣誉，并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晋升为三
级士官。“我在部队上的每一个进步都离不开爱妻的支持与鼓
励！”邓博文常说。

在他们的婚假还没有结束时，邓博文就接到了“立即归队”的命
令。这对于两个新婚燕尔的年轻人来说，是意志和品质的考验。刘
秋杰虽然早有思想准备，但事到临头，还是让她有些措手不及。

“到部队安心工作！”“嗯！”“不要想家！”“知道。你要照顾好
自己！”送别的场面让旁观者无不动容。

新婚丈夫归队后，年近花甲的公公也外出务工，只留下了刘秋
杰和空荡荡的家。按照部队纪律，两地分居的小夫妻不能随时互
通电话、互发信息，只能在规定时间内匆匆打个电话，互道“珍重”。

每逢节假日，回到娘家的刘秋杰便会风尘仆仆地从驻马店乘
车辗转赶回马谷田家中照顾八旬的婆家奶奶，米面、香油、鸡蛋、
水果等及日用品自不必说，临走还不忘三百五百地给奶奶留些零
花钱。奶奶更是逢人就夸：“俺秋杰孝顺啊，比亲孙女待俺都亲！”

去年秋天，年迈体弱的奶奶不幸患了脑梗塞，虽经及时抢救保
住了性命，但留下了半身不遂的后遗症。此后的刘秋杰更是三天
两头赶到婆家，精心照护着奶奶的生活。空闲时，她会陪着奶奶聊
天拉家常，给奶奶梳头、洗衣、拆洗被褥，搀扶她晒太阳、逛庙会，想
方设法逗奶奶开心。街坊邻居们都夸：“刘秋杰这丫头孝敬老人！”

“博文娶了个好媳妇！”
为了更好地照顾奶奶，刘秋杰还毅然辞去了幼儿园老师的工

作。然而就在这时，刘秋杰突然发现自己怀孕了。这个消息让她
又惊又喜，也让远在军营里的丈夫激动不已。正当他们期待宝宝
快些出生时，一个晴天霹雳，将他们的美好梦想击得粉碎：胎儿发
育异常，必须终止妊娠。

兴奋过后是绝望，震惊之余是痛苦。丈夫不在身边，又没有婆
婆照顾，在医院检查，手术及术后调养，多亏了娘家妈的全程护
理。当丈夫请假从部队匆忙赶回站到病床前时，刘秋杰忍不住失
声痛哭。

邓博文也抹了一把泪，安慰妻子说：“对不起，我回部队就打
报告复员，再也不离开你了！”谁知刘秋杰一听，火了：“谁让你复
员了？你不当兵，他不当兵，谁去保卫国家？”

“你放心，你只管守卫祖国，我来守卫家！”刘秋杰的这句话，
让邓博文愣了片刻，一下子拥妻入怀，给爱人以长久的拥抱……

“既然我当初选择了当一名军人的妻子，这就意味着会有太
多太多的付出、承担与牺牲。”刘秋杰说，这是她对“军嫂”的理解，
也是她作为一名“军嫂”的无悔选择。8

军嫂的选择

□李向平

“201 双 、202 双 、
203双……”炎热的夏日
里，平顶山市湛河区沁
园社区的和香老人，开
心地数着自己为附近驻
军官兵做的绣花鞋垫。

今年 91 岁高龄的
和香老人，已亲手做了
几千双绣花鞋垫送给子
弟兵，官兵们都亲切地
称她为“鞋垫奶奶”。

早在10年前，和香
老人到北京看望参军的
孙子时，发现不少战士
穿的训练鞋没有鞋垫，
心想这些孩子如果脚底
磨 伤 ，肯 定 会 影 响 训
练。从北京回来后，她就开始天天纳鞋垫，用自己朴实的行动拥
军爱兵。从那时到现在，她从未间断，除给北京的孙子所在部队
送过绣花鞋垫，她家附近的驻平部队、武警等，她都去送过。

和香老人说，自己才开始是糊鞋垫，后来，她买来鞋垫当样
坯，学着纳鞋垫，四周用粗线，垫面用细线，一针一针地将厚厚几
层鞋布缝实，一双鞋垫要纳上数千针。

在鞋垫上绣花最费功夫。和香老人先用圆珠笔在纳好的鞋
垫上画上自己喜欢的花鸟虫鱼，然后再开始一针一线地绣。“小时
候我就喜欢写写画画，现在画起来也不费吹灰之力。”老人笑着
说，绣花时，先要把图案轮廓用色线勾勒出来，再用色线填充图案
内部，每只鞋垫至少要用5种以上颜色的棉线。绣花线颜色的搭
配以及针缝纹路，一点儿也不能马虎，鞋垫才显得光滑平整。

最初，老人一周才能做出一双绣花鞋垫。熟练后，她用的时
间越来越短。现在，她两天就能做一双绣花鞋垫。

看着老人每天不停地制作鞋垫，儿女们担心她的身体受不了，
但随着时间推移，他们发现母亲身体更健康了，心情也舒畅了。于
是，他们转而支持起了老人：儿子们给她买材料，女儿和儿媳们则
常常给她打下手、按摩肩膀……四世同堂的家里暖意浓浓。

别看老人已是 91岁高龄，但走路稳健，吐字清晰，耳朵好
使。“早上我一般六点多起来就开始坐下来纳鞋垫，一天起码要
纳6个小时。”老人说，10年来，她从未间断过，而且一天不做鞋
垫就感觉缺了些什么。

长期的针线活儿使老人的右手大拇指指甲裂开了，她就用
胶布粘住继续纳；老人患有白内障，医生劝她动手术，但她却一
推再推，想赶时间再做几双鞋垫。

“奶奶，用您的鞋垫舒适，耐磨、吸汗，还治好了我的脚气
呢！”老人惟妙惟肖地学了一个战士的话后，笑着又说，每次她去
部队，听到战士们亲切的叫声和夸奖，她的心都是甜的。

“战士们都喜欢我母亲的绣花鞋垫，有的还舍不得垫进鞋
里，直接收藏了起来。”经常陪着老人去军营的儿子乔国强说，很
多战士收到一针一线做出来的绣花鞋垫，都爱不释手，不仅不愿
意垫在脚下，还把它当成工艺品来欣赏。

“只要身体条件允许，我会一直做下去。”老人说，她也希望
更多的人能够加入拥军爱兵的活动中来，“不管谁来学，我保证
都教会。”8

昔日曹家湾
今天朝阳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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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姓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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