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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刘向东 本报通讯员 刘奕昕

郑州市迎宾路上那家老年公寓，每周六
都会有一些公益演出。傍晚的夏蝉鸣唱，远
没有舞台上热闹。杨华瑞搀扶着王善朴刚来
到舞台边，就有人玩笑：“恁‘母子俩’来一段
儿？”

“院里的人都知道我是银环妈，他是拴
保。”杨华瑞笑着说。

有一段日子了，他们“三头跑”，要么回
家小住，要么在另一个养老院和这个老年公
寓间奔波——在养老院，他们已住了 20年；
在老年公寓，他们也住了 1年多。“不管在哪
儿，大家都不想让俺俩走啊。”

这一次，两位耄耋老人已在公寓里住了
一个多星期。

这一天，他们再次登上舞台，演绎经典
豫剧《朝阳沟》——

“我要在农村干它一百年……”
“ 亲 家 母 咱 都 坐 下 ，咱 们 随 便 拉 一

拉……”
91岁的他，仍是拴保；88岁的她，仍是银

环妈……

台上的母子

“60 多年前，是豫剧《小二黑结婚》为
我俩牵的红线。”在这个剧中，杨华瑞演的
是二黑妈，王善朴扮的是小二黑。按照编
导杨兰春提出的“演员要培养角色感情”的
要求，他们需要培养“母子情”。一次排练
中，她看他穿得单薄，被冻得瑟瑟发抖，就
脱下自己的大衣给他披上。没想到，这件

“他不愿还回来”的大衣成了他俩的定情
物。“彼此心里都有了朦朦胧胧的情感，但
都羞于启齿啊！最终是他鼓足勇气向我表
白了心迹……”

身为共产党员的王善朴向组织汇报了
自己的想法，组织上很快同意了他们的恋
爱。于是，他们每天早晨相约到公园里练
声，练基本功。随着草长莺飞，他俩的感情
日渐加深，有情人终成眷属。

沉浸在幸福中的杨华瑞，话语忽然被王
善朴笑着打断了：“生活中我们成了夫妻，舞

台上我却吃了她一辈子亏——她演啥都比
我长一辈儿！”

《小二黑结婚》，他演二黑，她扮二黑妈；
《朝阳沟》和《朝阳沟内传》，他演拴保，她扮
银环妈；《野火春风斗古城》，他演地下工作
者杨晓东，杨华瑞则演杨晓东的妈……“她
净给我当妈了！人们都说我俩是‘台上的母
子，台下的夫妻'哩。”

为 了 塑 造 好 人 物 ，他 们 力 求 形 神 俱
备。当年北京电影制片厂筹拍《刘胡兰》
时，王善朴演解放军连长。由于他体形瘦
弱，不符合角色要求，导演要求他加强锻
炼，增加饮食，争取在短期内接近角色形
体。几十天后，他的体重从 50 多公斤变
成了 65 公斤，可随后长春电影制片厂拍
《朝阳沟》时，他又“胖”得不符合拴保形
象。为了把戏演好，他在节食的同时，每
天加大运动量，练三场功，爬三次楼梯，每
次 200 阶，硬是用三个月时间，把体重降
回 50 多公斤……

同样是《朝阳沟》，心地善良、为人热诚的
杨华瑞无论如何也演不出银环妈的刁蛮凶狠
劲儿。为塑造好人物形象，她走街串巷观察
街头做小买卖的妇女们的言行，“她们都是最
普通的劳动者，但为了维持生计，不得不斤斤
计较，吵起架来特别凶。”杨华瑞笑着说，就是
在她们身上，她找到了银环妈的感觉，形成了
那个让人过目不忘、至今津津乐道的角色形
象……

60 多年前，豫剧《朝阳沟》风靡大江南
北。人们熟知了拴保、银环妈等剧中人物，
也唱响了“前腿弓，后腿蹬”等经典唱词。随
后，他们又主演了《刘胡兰》《李双双》《人欢
马叫》《朝阳沟内传》等几十部优秀剧目。

台下的夫妻

舞台上，他们多扮演母子。生活中，又是
什么样子呢？“别看舞台上是我压制着他，生活
中全是我照顾着他呢！”杨华瑞说，当年王善朴
除了演出，还是剧团领导。繁重的工作让他的
身体每况愈下，“平时在家，我尽量不让他累
着。”

1986年，王善朴因病离休。忙惯了的他

并没有闲下来，应老家清丰县戏校之邀，出
任校长并亲自授课教徒。“我们老了，但还能
再为社会做点贡献，那就是多教几个学生。”

习惯上，不少观众喜欢把演员和他所扮
演的角色画等号。事实上，实际生活中的杨
华瑞和她的“演员性格”完全相反。“她在生
活中是绝对的大好人，对我的关心可以说是
无微不至。”坐在轮椅上，王善朴含情脉脉地
看着杨华瑞，由衷地说。

1979年的一天，王善朴两眼一黑摔倒在
省文联门前，被人救起送到医院，诊断为高血
压、脑血栓。虽经抢救保住了性命，但身体一
侧瘫痪，只能躺在床上。由于儿女都在外地，
护理他的重担全落在杨华瑞身上。每天的吃
穿住不说，为了加强他的康复锻炼，她每天都
搀扶着他在省体育场一圈一圈地走，天天如
此……

几年前，王善朴再次患上了偏瘫，不少
人认为他将终身与轮椅为伴。但在老伴的
精心护理下，他又站了起来，还经常和杨华
瑞一起出现在舞台上，和观众共忆当年的
《朝阳沟》……“我自己也希望能够经常外出
表演，因为我的身份就是演员啊！”

“我希望我们都能再唱一百年！”10岁开
始学戏的王善朴老人，深情地看着和他共同
生活60多年的杨华瑞老人，说：“我们夫妻商
量了四句话：演好现代戏，唱响主旋律，歌颂
新时代，舞动复兴旗。”

同样深情地望着自己的丈夫，杨华瑞老
人说：“唱戏就是我们这辈子的精神支撑。
我们能够有今天的荣誉和晚年的幸福生活，
都得益于政府和观众。所以呢，我们也要为
人民唱好戏啊！”

如今，91岁的王善朴老人，在每天坚持
康复锻炼的同时，也在不断练声；88 岁的
杨华瑞老人，经常会外出参加一些公益演
出活动。条件许可时，她也会带着他一起
到外地登台献艺，“量力奉献余热，笑对人
生晚年。”1

□王有震 吉红霞

“替天下儿女尽孝，帮世上老人解
难。”为建养老院，卖掉经营多年的珠宝行
和房子的泌阳县古城街道办东关小区的
张海燕，荣登今年 7月助人为乐类“中国
好人榜”。

52岁的张海燕，自幼丧母，是在街坊
邻居的帮助下长大的。父亲离他而去
时，还是街坊邻居的热心接济帮他挺过
了难关。因此，他心里一直有着回报社
会的想法。

婚后，张海燕和妻子在县城经营起了
珠宝行。他们的生意红红火火，还在县城
购买了两套房子。2013年，张海燕偶然
了解到当地不少老人养老成了问题，为了
帮助这些留守独居老人和孤寡老人，张海
燕和妻子决定转让珠宝行，并忍痛卖掉两
套房子，筹措资金，建成了一家民营养老
院。

“在外工作的儿子想接我回去住，但
我在电话里跟他说，我在这每星期吃4回

肉，3个月免费体检 1次。院子里有好多
健身器材，屋里还有空调、电视、卫生间，
还有很多伴儿，我在这里吃得好睡得好心
情也好，就住这儿好了。”刚在养老院生活
几个月的赵大爷已经“乐不思蜀”了。

88 岁的老寇是个全身瘫痪、不会说
话的中风病人，张海燕经常亲自给他煎药
喂饭，打扫卫生；76 岁的偏瘫老人焦大
娘，由于两个儿子都在服刑，她入住 6年
间，家属基本没结算过伙食费和护理费，
但张海燕一如既往地精心照护着她的饮
食起居，焦大娘逢人就感激地说：“海燕待
我比亲儿子还亲哩！”

虽然养老院是民营性质的，可在这里
入住的大部分老人的家庭多多少少有些
困难，张海燕也一直不忍心提高收费标
准。一名入住已半年的老人，儿女们给她
交了 1个月护理费后，就再没露面，但张
海燕依然把她当作亲人一样照料着。

6年来，虽然年年赔钱亏损，但张海
燕还是选择了坚持。为了降低经营成
本，除保证一线护理人员的数量外，其

他的事情都是大家一起动手。当员工
们忙着给一些行动不便的老人送餐、喂
饭时，张海燕和妻子则开始“打杂”。白
天，他们为老人们做饭、打饭、洗衣服；
晚上，他俩得夜起好几次，到各个房间
查看老人们是否睡了，屋里的电视、门
窗是否关了……

6年间，已有 300多个老人在这里入
住。“替天下儿女尽孝，帮世上老人解难，
这是我创办养老院的宗旨，也是我这些年
来一直坚持的事情。”张海燕说。

平凡的人，平凡的事。张海燕倾心敬
老爱老的事迹，也赢得了党和政府的肯定
及群众的广泛赞扬。近两年，泌阳县相关
部门得知他的实际困难后，给予了他大力
的支持。特别是社会上的爱心人士，隔三
岔五会送些衣物、米面肉，并经常陪老人
们聊天，给他们洗头、洗脚……

“有了社会的力量，我相信所有困难
都是能够克服的。下一步，我准备尝试把
养老和医疗结合起来，让入住的老人在我
这儿得到更好的照顾。”张海燕说。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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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台上下

他10岁开始唱戏，有着“豫剧现代戏第一
个小生”的美誉，她从艺 60多年，至今仍奔走
各地献艺；他们是豫剧《朝阳沟》《刘胡兰》《小
二黑结婚》里的搭档，更是生活中相濡以沫的
伉俪——

□王峰

“赵去秦亡岁月长，盟台空自委斜
阳。高堆影倒暮山紫，虚址光回秋草黄。
归鸟争巢喧雉堞，牧童横笛下牛羊。英雄
一代知何处，怀古令人空断肠。”

在渑池县八大风景之一的“盟台夕
照”，有这样一首配诗，它的作者便是明
朝监察御史戴珙。

戴珙，渑池县南村乡北仁村人。明代
宗景泰元年（1450年）考中举人，景泰五年
又中进士，授监察御史，为都察院收属官。
其父戴振，系名儒、理学家曹端的弟子，明
成祖永乐十六年（1420年）举人，曾任福建
道监察御史。其弟戴琰，景泰元年和其兄
同时考中举人，这是渑池历史上前所未有，
县上专门为戴珙、戴琰兄弟立了“兄弟联
芳”牌坊。

作 为 监 察 御 史 ，戴 珙 虽 然 只 是 都
察 院 收 属 官 ，位 居 正 七 品 ，职 低 但 责
大，他手上掌握着纠劾有司、辨明冤枉

的大权。
明英宗天顺年间，戴珙在真定（今河

北正定）巡查时，发现总兵石彪依仗权势，
飞扬跋扈，掌握了石彪不法事实后，他直
接向朝廷弹劾石彪。可石彪的叔叔是拥
戴明英宗复辟的大将石亨，收到弹劾奏章
后，朝廷虽对石彪做的坏事有所耳闻，却
投鼠忌器，反而把戴珙贬为知县。

戴珙被贬不久，皇宫里便遭遇了一
场罕见的大风，一时飞沙走石、云遮雾
罩，弄得皇宫大白天跟黑夜差不多。“这
明明就是神灵在发怒嘛！”迷信的明英宗
很是恐慌，立即召来大臣问缘由。有正
直的大臣趁机上书说：皇上斥贬戴珙，犯
了“天怒”。英宗一听，心知肚明。当即
下令将戴珙召还，官复原职……

当时的兵营军士，多为在京的权要
们非法役使，护卫京城的力量，反而成了
私人的保镖，造成兵营纪律松弛，兵士凭
势，多有犯法的事情发生。英宗命戴珙
整顿北京的兵营。接受任务后，戴珙经

过详细调查，查明了在京城拱卫的三千
兵营中被权要役占的兵士，全部如实上
奏皇帝明令禁止。严肃了军纪，大大提
升了部队的战斗力。

因为敢作敢为敢担当，戴珙深得朝
廷信赖，官职不断升迁，最后官至山东左
布政使，成为一方大员。

戴珙在工作几年后，以年老致仕为
由请辞还乡，回到了渑池老家，县内为其
立“方伯廉宪”牌坊。

戴珙去世后，入渑池乡贤祠。戴珙
之子戴銮，明宪宗成化二十二年（1486
年）举人；孙子戴楩，明世宗嘉靖十三年
（1534年）举人、嘉靖十七年（1538年）进
士，任山西道监察御史，官至广西都指挥
司佥事，去世后也被祭祀于渑池乡贤祠。

可惜这些牌坊和乡贤祠，皆毁于上
世纪六七十年代，戴氏世代生活的家园
也被小浪底水库淹没。戴氏家族虽移民
各地，然而戴珙一门三御史的故事，至今
仍被传为佳话。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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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王铮 摄

□薛金山

我是祖国大家庭里的一名普通乡村小学
教师。每天我做着同样的工作：教书育人。

我出生在上世纪 60年代初期，1978 年
在本村参加工作，当时是民办教师。回想41
年前刚步入课堂当上教师，那初为人师的生
活给我留下了永远难忘的瞬间和刻骨铭心的
记忆。

1978年高考后，我没有实现理想，本来
想再复习一年备战来年再考的，可大队支书
找到我说，村里需要民办教师，我正好高中毕
业了，希望我能当一名教师。那个时候高中
生很少，虽然民办教师本身就是农民，但大队
支书说的“一年按365天记满勤，麦秋两个农
忙假回生产队劳动还可以另外记工”，让我兴
奋不已。

我们村小学的条件非常简陋，校舍是过
去地主留下的老式瓦房，典型的四合院，没有
操场。整个学校面积只有几百平方米那么
大，一块几十平方米的空地就算是操场了，没
有任何体育器材。

学校里 5 个班每天有 200 多名学生上
课，9位教师在这里哺育着祖国的花朵，也挤
在一间不足 20平方米的办公室里备课。年
轻的我抱着满腔热情投入了工作。

我首先请教老教师，他们教我怎样备课，
怎样上课。那时候没有示范课、公开课、优质
课，更多的是靠自己努力钻研业务。记得初
为人师的日子里，心头涌动的是不尽的新鲜
感和兴奋感。我购买了教学设计等方面的书
籍，像蜜蜂采百花酿蜜一样，努力汲取百家之
长。无论在课堂还是在课外，我都喜欢与学
生平等交流，当班里学生有什么不开心时，我
就会像好伙伴一样安慰他，真诚地和他交流，
尽量不让一个学生掉队。

当时农村小学上下课，提示音大多是使
用树上挂的大钟。我父亲给我买了一块上海
牌机械手表，让我记准时间，它伴我走过了十
余年时光，至今我还收藏着。由于是青年教
师，我就和另外一名教师担任敲钟任务，预备
钟声是连续三下三下地敲，上课钟声是连续
两下两下地敲，下课钟声则是一下一下地敲。

“当当，当当……”上课钟声敲响后，我抱
着教科书走进教室时，同学们都规规矩矩地
坐着，很安静。

每天早上五点半，我还会带着孩子们迈着
整齐的步子，喊着一二三四的号子开始跑步。
操场太小转不成圈儿，我就领着他们到大街上
跑圈儿。泥土地上，孩子们刚开始跑便会尘土
飞扬，跑过之后，人人都是灰头土脸的；早自习
时间过后，七点钟下课回家吃饭。除了上午下
午的课程，晚上还有两节自习课，人人都带着
煤油灯，或者是孩子自己用白菜疙瘩做的柴油
灯，一个晚上下来，鼻孔里都是黑乎乎的。

教语文的我当时带的是五年级学生，班里
有50多人。当我第一次走上讲台，立刻，我成
了50多双眼睛的焦点，100多只耳朵的音源。
我一提问，一只只小手举了起来，一双双明亮
的眼睛转动着，争相回答。面对一双双渴求知
识的眼睛和一声声悦耳、齐整的呼唤，我觉得
自己仿佛就是一轮明月，但心底却扑通扑通地
乱跳，生怕点不亮那一盏盏幼小的灯。

当时，在教师眼里，我是小孩；在小孩眼
里，我是老师；在我眼里，我是一个需要锻炼的
新园丁，肩负着沉重的担子，一头挑着家长的
信任，一头挑着学生的前途命运。现在我还依
稀记得，上课之初，有个叫薛书平的学生，一上
课就报告说笔丢了。正好校长给我发的一支
金星钢笔还挂在衣兜上，那支钢笔刚加完墨
水，我还没来得及用呢，就让他拿去用了。谁
知，下午到校后，薛书平却说回家的路上把我
的钢笔跑丢了。我那个气啊，心说校长给老师
发的工具还没用呢，让你先用了，你却……

后来我发现，薛书平学习很努力，才渐渐
释怀的。

40多年弹指一挥间。在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之际，我要说，我相信通过一代又一代教

育工作者的辛勤努
力，我们的孩子会越
来越茁壮。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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