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盆爻集市上，张克研绝对是“名人”。三乡五里的
人知道他，还都愿意把鞋、衣服拿来让他修。

“大娘，你来了，你的鞋哪儿坏了？”
“叔，钥匙配好了，3块钱。没有就算了，没钱我也给你

配。”
“这衣服拉链是2.5型号的，我这儿没有。实在对

不起啊大婶，您下个集再来吧，我一定想办法弄到。”
忙活着，带着笑容和身边人聊着。每个下午到傍

晚，他总能有三五十元的收入。“人都有梦想，我也有，
而且还是两个。”他说他的第一个梦想是，有钱了，就
开一个百货铺，和母亲一起管理铺子。到了那时，就
再不用在风雨中跑来跑去了。

他需要钱，却不贪财。2014年 2月 4日傍晚，他
去一个叔家聊天回来时，拾到一个钱包。打开一看，

里边厚厚一沓，9800 多元。当时，他蒙了。四周阒
静，他想到了这笔钱是他养多少只鸡、多少只羊、多少
头猪的收入，更想到了丢钱的人这一夜的难眠。第二
天一大早，他就把电话打到了当地电视台……两天
后，失主找到了。赶来的失主非要给他1000元酬劳，
他坚拒了：“那是你辛苦挣的钱，我凭啥要？”

这件事，成了母亲一直以来的骄傲。看到有人给
她儿子照相，她都会拿出一面“锦旗”跟儿子一起合
影。锦旗上写着：车轮男孩拾金不昧风格高。

那么，他的第二个“梦想”是什么呢？“我希望早点
找到女朋友！”说了这句，张克研，这个29岁的大男孩
腼腆地笑了，笑靥灿烂。

他坚信，在不久的将来，他的两个“梦想”都会成
为现实的。1

□王剑

一

新莽天凤年间，京城长安的朱雀大
街上，走过几个太学生。他们一边游览
街景，一边兴致勃勃地谈论着。忽然，一
阵纷乱的马蹄声由远而近。为首的头领
金盔金甲，骑着高头大马。左右随从前
呼后拥，威风八面。见到如此豪华的阵
势，几个太学生看得呆了。其中一个20
岁左右的年轻人脱口而出：“仕宦当为执
金吾，娶妻当得阴丽华！”

他的话音刚落，同行的一个50多岁
的长者摇头道：“兄弟，时势造英雄。大
丈夫行世，不能把目标定得这么低啊！”
这个年轻人就是刘秀，而长者则是严光。

严光，字子陵，少年成名，博学多才，
精通历史。他经常在太学里设坛论辩，
逻辑缜密而奇诡，眼界高远而不同凡
响。每次论辩会，听者云集坛下，盛况更
胜于博士授课。刘秀丰神俊朗，聪明好
学，关心时政，尤其崇拜见解独到、特立
独行的严光。很快，两个人成了无话不
谈的好朋友。

然而，好景不长。几年后，天下纷
乱，太学零落。刘秀和严光、邓禹、强华
等人不得不含泪揖别长安，自谋生路。

二

建武元年（公元25年），刘秀历经艰
险，荡平四海，做了皇帝。这就是历史上
鼎鼎有名的汉光武帝。

刘秀一登基，当年和刘秀一起在太
学读书的同学，如邓禹、强华、侯霸等人，
都做了高官。邓禹位居云台二十八将之
首，侯霸位居三公。唯独严光改了名字，
归隐林薮。

有一天，刘秀忽然想起了老同学严
光。他思贤念旧，就凭着自己的记忆，向
画师描述了严光的容貌，然后派人拿着

严光的画像“按图索骥”，在全国四处查
访。而严光呢，身影飘忽不定，刚听说他
在河南汝州隐居，等特使匆匆赶过去，他
却又出现在浙江会稽。行踪如此诡秘，
让人大伤脑筋。

过了一段时间，有人向光武帝汇报
说，在齐地发现了一个与严光十分相似
的人，每天披着一件羊皮外衣在湖边垂
钓。刘秀认定这就是严光，立刻命人驾
着豪华的马车，带着重礼去拜访他。使
者往返了三次，才请到了严光。

严光到了京都洛阳后，刘秀非常高
兴，立即安排他在城北的宾馆住下，并派
专人伺候。司徒侯霸听说严光来了，便派
属下去请严光。严光躺在床上，懒洋洋地
给来人口述了一封回信，大意说：位至三
公，很好。如果能身怀仁德，辅佐正义，
天下人就会喜悦。如果一味地阿谀奉
承，终究会身首异处。

侯霸收到回信，封好后转呈给皇
上。刘秀看了哈哈大笑：“没错，还是从
前的那个严子陵！”刘秀当天就来到严光
居住的馆驿。严光躺在床上装睡，不起
来。刘秀径直走进他的卧室，把手伸进
被窝，摸着严光的肚皮说：“好你个严光，
我费尽周折把你请来，竟得不到你一点
帮助吗？”严光侧过身来看了刘秀好一会
儿，说：“人各有志，为什么非要逼着人家
做官呢？”刘秀叹了口气，说：“子陵，随你
吧，我不勉强你！”又在严光的床边坐了
一会儿，便上车回宫去了。

又过了几天，刘秀有点不甘心，就把
严光请进宫中。两人推杯换盏，把酒叙
旧，说了好多知心话。谈至深夜，二人同
卧于龙榻之上。严光鼾声如雷，熟睡之
际还把一条腿压在了刘秀的肚子上。

后来，刘秀几次三番地挽留严光，都
被婉言谢绝了。刘秀想封严光为谏议大
夫，严光也坚决不从。不久，严光离开洛
阳，到富春山下（今浙江桐庐县境内）耕

读垂钓去了。
建武十七年（公元41年），光武帝再

次下诏请严光进京，又被他拒绝了。严
光在富春江畔一直活到80岁，无疾而终。

三

严光一生未曾出仕，然而，他“禄位
终不屈”的隐士之名，却流传了将近两千
年。一代名臣、文学大家范仲淹为严光
修建祠堂，作歌颂曰：“云山苍苍，江水泱
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也有人讥讽严光沽名钓誉：“一着羊
裘便有心，虚名留得到如今。当时若着
蓑衣去，烟水茫茫何处寻？”

歌赞也好，讥讽也罢，横贯桐庐、富
阳两县的富春江，依然澄明秀丽。

“青山束寒滩，溅浪惊素鸥。以之为
朋亲，安慕乘华輈？”如今，站在富春江
边，我们依然能从梅尧臣的诗句里，隐约
看到严光当年江边垂钓的笃定和悠闲。

河南汝州蟒川乡十字路村南，也
有一座富春山（东山），山下有一条清
澈的河流，名叫严子河。严子河东岸
的山脚下，有一个严子洞，高、宽约 3
米，深约 4 米。这里岭峦对峙，树木葱
郁，人迹稀少，据说也是严光的隐居
处。山下河边的小山，就是他的钓鱼
台。只不过，河南汝州的富春山的名
气，比不上浙江的富春山而已。对此，
有人写诗愤愤不平：“大泽羊裘狎隐
沦，钓台片石尚嶙峋。客星一去桐江
水，终古高名属富春。”

古往今来，刘秀和严光的故事，已成
为一段千古佳话。人们欣赏严光，探访
严光，除了心存敬意之外，就是想沾沾他
的好运气。

“君为名利隐，我为名利来，羞见先
生面，夜半过钓台。”在名利面前，严光永
远是一个标杆，始终散发着洞穿时空的
清辉。8

□屈效东 张志宇

宁陵县程楼乡朱庄村，出了一位女
“大总”（方言，指农村红白喜事管事的
人）。每遇村里谁家有了红白事儿，她都
会主动站出来照应操办，费神费心。

陶云，一位年过半百之人。她不去
过安稳的日子，不去享清福求清闲，为啥
要当大总呢？说来也有缘故——

有着五六十户人家的朱庄村，别看
人不太多，可每年都有男子结婚，女儿出
嫁，老人西去的事儿发生。有了事儿，总
该有人料理操办，不能搁置不是？可是这
些年，村里的男子多在外打工，走不出村
的男人不是老就是病，或者是没啥办事能
力。各家各户遇到红白大事儿，不是去东
庄请“刘铁嘴”，就是到西庄邀“百事通”。
这俩人儿，嗨，不论谁进了朱庄村，要吃要
吸还要喝，事儿办完临走时，还会向事主
提出送烟送酒送红包的要求。

当过村干部的陶云，有着很强的
办事能力。看着这俩“大总”恁么地折
腾本村百姓，坐不住了，就有了自己站
出来当“大总”的念想。可家人要么
说，这“大总”可不是啥好干的差使，办
砸了咋办；要么劝她，女人干这事儿能
知道啥礼数？一旦丢了路数，后果不
堪设想。

就在陶云犹豫的时候，遇到了这样
一件事儿：村里一朱姓人家要给老人过
三周年，三请“刘铁嘴”不到，两请“百事
通”不来。原因是他俩都嫌朱姓人家节
俭办事儿太小气。

就在朱姓人家一筹莫展时，陶云站
了出来，她还这样给朱姓人家、也给自己
打气：“红白‘大总’不就是个主持人么？
人家庞晓戈能主持‘梨园春’，陈琨能主

持‘华豫之门’，我为啥就不能主持咱村
的红白大事儿！”

陶云一拍胸膛站出来了，把朱家的
活动主持得得劲得体。而且，随后一段
日子里，她又打发了张家的姑娘出了嫁，
刘家的小子娶来亲，王家的病亡者入了
土……而且这些事，她都办得俭朴热闹，
赢得了村民的满意。

不过这样一来，弄得“刘铁嘴”和“百
事通”在朱庄村没“市场”了，更没面子
了。于是，二人就风言风语，还当着陶云
的面儿挑起刺儿来了。

“陶大总，你办事少规矩。比如张家
的闺女在出嫁上花车时，本该要两三万
上车礼的，可你没让对方出分文这是啥
道理呀？”

“喜事新办，移风易俗，社会新风正
在提倡，这事儿我办得不差！”听“刘铁
嘴”质问，陶云响亮亮地回答。

“陶大总，刘家的小子迎亲时为十全
十美要出 10辆迎亲车，可你只让叫4辆
车这是咋回事呀？”

“多用车就需多掏钱，谁的钱都不是
好挣的！节约俭朴办婚事，全村百姓都
满意，这事我做得也不差！”听“百事通”
质问，陶云又声高气昂地回答。

王家老人病故后，殡埋日挑在当月二
十九，你为啥改到二十八。这疤疤拉拉的
日子好吗？听“刘铁嘴”“百事通”共同发
问，陶云一笑回答说：“当月二十九，村里
要开大会表扬致富发家典型，我才改动殡
埋的日期。现在我要反问你俩，请你们讲
讲：这些费时俗套的老规矩写在啥条例
上？订在哪条规章制度里？总之，我为村
民操办红白事儿图个简便易行，不给事主
添麻烦，你俩凭啥来挑刺儿？”

一个“刘铁嘴”，一个“百事通”，听了
陶云一番硬邦邦的话，又见围着的众人
都投来了鄙视的目光，只得灰溜溜地离
开了……

现在，朱庄村的红白事儿，就全靠陶
云这个“大总”了！而且，周边一些村落
有了红白事儿，也常有人慕名前来请她
去主持哩！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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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双腿没有我们的那般灵活，脸上却有着

乐观的笑意。6岁起，他开始用架子车的两个

轱辘艰难代步；29 岁的他，用自己勤劳的双

手和母亲快乐地生活着……

穿羊裘的垂钓者
29年前。大山里张庄村一户农家有了大喜：一个

男孩降生了。在人烟稀少的山区，家添男丁，那可是
大喜事儿。笑容在全家人脸上还没完全绽放，母亲一
声惊叫，把大家都吓愣了：男孩脊椎尾骨上长着一个
肉瘤。

咋回事儿？请来的大夫说了这样一番话：这个瘤
会随着孩子的生长而生长，长到一定程度还会危及生
命。

五雷轰顶。这家人抱着孩子跑了县里、市里的医
院，昂贵的医疗费让他们承受不起。父母相对而泣。
希望，被一个邻居激活了：他知道一家医院能治这种
病，且费用不高。

手术相当成功，但有遗憾：孩子的命能保住，却要
一生承受站立不起来的现实。回到家，父亲为这孩子
取了个乡间不多见的名字：张克研。

少儿时，他也像其他男孩一样淘气：别的孩子蹦
跳着在外面玩儿，他就爬来爬去跟那些顽皮的孩子一
起嬉戏。

父母的看管，挡不住他的好奇。爬出去了，他一
次次两腿磨得皮开肉绽。父亲心痛，母亲心疼，又不
能用绳把他拴在裤腰上。当他伤情稍微好些，就又开
始淘气了……

6岁的一天，他看到街坊一个竖着的架子车轱辘，
觉得好奇，就把它推倒放平，爬上爬下来回玩儿。两
个轱辘中间的那个轴，离地半尺多高，正好够他爬上
去。轴是旋转的，他爬上去掉下来了，再爬上去又掉
下来了。终于有一天，他能够保持平衡，娴熟地坐在
上面了！而且还能双手扒拉着两边的车轱辘，在地上
转圈儿。

架子车轱辘成了童年的乐趣，也成了他走出家门
去上学的交通工具。学校离家近四公里地，中间还有
一段山路。他就是凭借双手拨动车轱辘，上山下山，
上学下学。

那些年，他是快乐的。因为车轱辘跑得比其他孩
子双腿要快，他坐在横轴上，就像一位稳坐战车的指
挥官。

他没有一点自卑。虽然他是一个双腿毫无知觉
的人，但“车轮”所到之处，总有人上前帮忙——进不
了教室，就会有同学抬着、架着帮他坐上座位……就
这样，一直上到小学四年级，轮胎被他磨破了好几条，
他的手也长出了厚厚老茧，但他始终是快乐的。

19岁。长大成人的他感受到了压力：不少同学都
去打工了，我该怎样挣钱糊口？

有一天，邻县一个老板找到了他，“来来，随便唱
首歌听听。”他是山里的孩子，在空旷里他也喜欢吼。
吼着吼着，就会了唱歌。一首还没唱完，老板打断了
他：跟我到外面唱歌挣钱吧？他犹豫。后来，老板又
找上门说，同去的还有几个和他情况差不多的人。

随后的四个月，他们到过山东、浙江、安徽、河北，
唱过《离家的孩子》《流浪》《别故乡》《愁啊愁》等悲情歌
曲。每天收工，他们也总会收获善良的人们给的钢镚
块钞。

这四个月光阴，是快乐的时光。这期间，那老板
为了他出行方便，给他买了一个小孩子坐的摇摆车，

“就是在这个时候，我有了新的交通工具。我发现有
了这个摇摆车，连上下火车都很方便哩！”

快乐的时光，怎么四个月就结束了？“那毕竟不是
长久之计，我得回家。家里有我妈哩，我想她啊！”

回到家的张克研，依偎在了母亲怀里。可看着母
亲白发一天天多起来，他坐不住了。

在家门口怎样挣钱呢？上山的路，依旧靠的是
车轱辘。停在高高的地方，他四处望去，绿的山，青
的水。他忽然就想到了养鸡，不能外出打工，不能
像正常人那样挣钱，为什么不能利用山地空间，散
养一群鸡呢？

之前的他在山上养过驴，那是为了自己出行方
便。后来的他觉得驴太高，上下一次不容易，他就养
一群羊，“羊奶可以喝，羊大了能换钱花，可美！”

这一次，他养了 300只鸡。阴历四月进小鸡，八
月十五就卖了个好价钱——比圈养的鸡多卖几倍
的钱。四年过去了，每年除生活费用，能净挣好几
千块。后来，老村拆迁了，全村人搬进了社区。社
区的条件好，可不能养鸡。不能养鸡干什么？这一
次，是乡镇干部给他指的路：去那个废弃的石料场

吧，不影响你养殖，也不妨碍他人生活……
养了三只羊，挣几千块。他又开始了养猪。门前

空地上垒了猪圈，他最多时养过5头猪。现在，为了保
护“生命种子”，他把那头刚下过崽的母猪圈进了自己
屋里仍不放心，还在猪圈旁用粉笔写了几个字：“请不
要喂母猪西瓜皮！！！”

除了养殖挣钱，他似乎还有使不完的力气：四处
打听着，想学点技术，“多学一点儿手艺，将来不管遇
到啥事儿，都会少求一点人哩！”

他跟一个师傅学过修家电，但感觉太吃力，“只读
过四年书，能不吃力吗？”他改学了修锁、配钥匙，修
鞋、换拉链。几个月后，他出师了。所以，每天下午，
就会准时去“赶集”……

同去的卫辉市残联工作人员故意问他：“你说，你
享受着政府对残疾人的补贴，咋还这么拼哩？”

他笑着说：“我有我的梦想啊！”

□本报记者 刘向东 本报通讯员 李娟

初秋的阳光灿烂着。卫辉市唐庄乡一处废弃石料场的几间破屋
前，张克研像个孩子似的坐在他的“车轮”上。他的脸上，也一样灿烂。

猪圈里，七八头刚满月的猪崽叽叽咛咛；空地上，几只鹅嘎嘎哦哦
追逐嬉戏。

“想问我啥抓紧时间问，吃了午饭我还要去赶集哩！”看见记者，张
克研这样笑着招呼。

赶集就那么重要？“不是哩，我还得到集上修拉锁、修鞋哩！”

女“大总”新风尚

历史深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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