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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刘向东 本报通讯员 刘奕昕

198平方米的 4室 2厅里，除了一间屋里有
一张双人床外，映入眼帘的都是陈列柜。柜里摆
着书和瓷器，地面上摞着纸箱。纸箱里，仍是书
和瓷器。在楼下的储藏室和车库里，更多。

65岁的陈志全，高中毕业后入伍。他的收
藏爱好，就是从部队开始的。“农村的苦孩子嘛，
唱着《我爱北京天安门》和《东方红》长大的，始终
对党和新社会充满了感情，再经部队一教育，总
想为社会做点什么，我就想到了收藏党史文献和
实物。”

复员回到地方，工作单位不错：金矿。机遇
更好：几年后被省黄金管理部门调到了省会工
作，一家四口还分了一套 76平方米的公房，“想
都不敢想啊，我老陈这辈子咋有这命呢？”好时候
也被赶上了，政策允许停薪留职。老陈跟人下海
做起了生意。改革开放的春风，让老陈的生意顺
风顺水。

“都说赚钱是为了享受，可我现在还常被人
叫‘神经货’。”老陈嘴角浮起一丝苦笑，随手指指身边那些陈列柜，“喜
欢上了收藏，干别的就没心情了。”

老陈的收藏，不是简单的书和瓷器，用他自己的话说，是红色收藏。
他把自己的收藏定位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的党史文献和瓷器。“这些
也是党领导人民不断前进的历史见证啊！”

打开一个书柜，里面塑料封套装着的发黄书籍整齐地码着。一摞
摞的书旁边还有一个个分类书签：长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社会主义
建设、改革开放……

打开一个瓷器柜，排列整齐的陶瓷塑像有草原英雄小姐妹、铁人王
进喜、南京路上好八连……

打开一个纸箱，里面满当当的居然是私人日记——这些，是老陈收
藏的“隐私物品”，但有主题：战地日记。从红军长征开始，到解放战争、
抗美援朝……问他怎么得来这些日记，老陈说大部分是旧货市场和藏
家手里收来的，其中长征和抗美援朝时期的就有10多本。他每次翻出
来让人看，都会有一番牢骚：“这些该是子孙后代珍藏的，却被当废品卖
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我得把这些东西好好收藏起来。”

收藏文献，意味着要有经济支持。有一年，他在北京看到一套
1944年版的第一版《毛泽东选集》。如果没有这套书，则意味着老陈的
收藏链条有所缺失。老陈说，他一问价，4万元，舍不得，又不是一个喜
欢跟人缠磨着讨价还价的人，走了；再来，涨到了6万元，更舍不得……
几年后，当他最终买到这套书时，价格已是16万元。

本世纪初，16万元是什么概念呢？“我就没想这些，反正我有钱时，
就是想多收集些。不过，拿这套书时我赊了近10万元的账。”老陈笑着
说，人们叫他“神经货”或许是有些道理的，比如：经常为得到一件藏品，
他会搭飞机赶去，钱货两清了，再匆匆搭飞机回来。因为收藏，他跑遍
了全国各地。

老陈并不喜欢旅游，但还是认真地旅游过一次——独自一人从瑞
金出发，重走长征路。“我既然把自己的藏品定位为红色收藏，哪能不亲
身感受一下长征的艰辛啊！”

事实上，老陈真正意义上的收藏是从 2003年开始的。那时候，他
因为经商手头有了些积蓄。别人都劝他再投资赚更多的钱，可他却始
终爱着自己的收藏。“我从来不把收藏当成投资，就是想多搜集一些红
色文献和物品。因为我挚爱着我们的党和国家。”

他收藏有上世纪30年代中国出版的《共产党宣言》，也收藏有英文
第一版《红星照耀中国》，更收藏有改革开放40年来的一些重要文献的
不同版本。

夫妻双双退休后，妻子跟着孩子生活去了，“孤家寡人”的老陈总是
时间不够用，除了周六周日去古玩市场、旧书摊“淘宝”，日常他只做两
件事：要账、整理文物。整理文物是他每天最快乐的事情，经常从梦中
醒来，他会趿上拖鞋到地下储藏室抱上来几摞书。每每这时，一定是他
忽然有了新想法，比如把五次反“围剿”的有关文献再细分一下……

两个儿子那里老陈几乎不去，孙子孙女的生日，老陈统统说不上来，“我
天天哪有那闲心啊？很多藏品的年代我都没记住呢！”

有人说：老陈，你收藏再多再值钱，生不带来死不带去，你到底图个
啥？老陈嘿嘿一笑。

一直不会用电脑的老陈几年前学会了用手机微信，他通过微信群找
藏品更容易了。他有一个原则，只进不出。“若是实在没钱花的时候，无
非是自己生活拮据些。”

老陈并不避谈他那些藏品的价值，“肯定都升值了。”
那么，老陈收藏这些到底为什么呢？最近几年，老陈特意去了延

安、遵义和井冈山等地，他想给他的藏品找个最终出路，比如建个红色
收藏博物馆。然而，至今他的梦想仍没实现。他说，等他把那些年他做
企业时外面欠他的钱要回来时，他就回家乡自己建一个博物馆。

老陈更有憧憬：有一天，他的红色博物馆建好了，他就坐在自己的
馆子里，喝喝茶，给来参观的人讲讲长征、讲讲抗日战争，讲讲社会主义
建设，讲讲改革开放的成就……1

出身寒门的高遐昌，童年是不幸的。母亲早逝，让他更加
渴望温暖的阳光。于是，淇河岸边一个富家子弟的私塾学堂，
就成了高遐昌打柴生活中的念想。富家子弟每每看到高遐昌
站在柴草上扒着墙头偷听私塾先生讲学，总投以鄙视的目光，
高遐昌却并没退却，求知欲促使他“偷知识”的心情更加强烈，
被私塾先生发现后，他把学到的知识完完整整背诵出来时，私
塾先生喜欢上了这个爱学习的孩子，让他进学堂旁听……

康熙十五年（1676年），“旁听生”高遐昌，走进考场一举中
进士，先后担任知县、知府等职，又因政绩突出，被提升为刑部
主事、户部郞中、兵部给事中并提督九门步军统领兼理京畿街
道事务，掌管京城的保卫及城管工作。

旁听生真的是旁听出了明堂。
做了大官，柴草捆扎过的日子并没从高遐昌的脑海里淡

化。相反，他以柴草为鞭策，为官处事从民生着想，用童年从
私塾先生那里旁听到的礼仪教化，规范自己的为官行为，受到
民众的爱戴和同僚的赞赏。

不畏权贵
高遐昌

叶落归根。高遐昌回到淇河岸边的家乡，当
他站在“旁听”时上过的学堂旧址，感慨万千。于
是，高遐昌征得地方官员同意，致力于修复淇河岸
边的名胜古迹，亲笔撰写《重修卫武公祠》，并捐出
城内的庄宅，改建为康叔祠，以纪念这位卫国的明
君。其用心就是教化人们崇尚美德，弘扬正气，抵
御邪恶，净化社会……

康熙五十五年（1716年），高遐昌卒于淇河岸
边。高遐昌记忆中那捆柴草终于随着“旁听生”远
去了，南下北上敬仰高遐昌的人们还在不断地顺
路拐弯看望他，由于不忍目睹来访者的忧伤情绪，
高遐昌的儿子在驿道旁竖碑公告，看望高遐昌的
人数才日渐减少。

抄 录 翰 林 院 侍 讲 彭 定 求 来 访 时 ，惊 闻 高

遐昌作古，为高遐昌作《过淇县怀同年高振声
给 事》诗 一 首 ，算 是 对 高 遐 昌 为 官 的 一 个 评
价：

杏林追数旧游人，屹立朝阳一直臣。

苦节偏能撄虎穴，孤忠肯惮拂龙鳞。

藁街授首天刑速，郿坞燃脐国典神。

今日淇西容隐遁，停云冉冉感参辰。8

胳膊终究拗不过大腿，高遐昌还是被讬哈齐姐
弟俩给算计了。

玉米抽穗灌浆时，高遐昌突然接到圣旨，说康熙
皇帝和西宫宠妃次日要到寺庙降香，命高遐昌加强
街道安保的同时，特别交代用干黄土铺路，确保皇上
和西宫宠妃路途顺畅安然无恙。要是在平时，派人
把路面平整一下即可。可这次不一样，连绵秋雨冷
得玉米穗都懒得长个儿，京城到处都是稀泥积水，哪
儿还有干土铺路？

高遐昌站在雨中正无从着手，一个同僚匆忙赶
来附耳密告，说干土铺路是西宫宠妃的安排，提醒高
遐昌多加留意。高遐昌沿着通往寺庙的路径实地察
看，苦思冥想，却怎么也想不出取干土铺路的办法。

阴雨天已不可能人为地改变，那筐干土虽然很
普通，却轻而易举地难倒了大清朝的高级官员。高
遐昌心情沉重地回到府中，想着如何向朝廷请罪，想

着辞官后回乡继续打柴……
第二天一大早，侍从突然跑进书房，激动地搀扶

起高遐昌来到通往寺庙的大街上。高遐昌惊呆了，
两行热泪夺眶而出，等他情绪镇定下来后，抱拳作
揖，躬身长拜。

原来，老百姓得知高大人受刁难，纷纷从自家房
内取土铺路。只见珠宝店老板和百姓挑着一筐筐干
土，穿梭在通往寺庙的大街上，正干得热火朝天呢！

高遐昌躲过一劫，讬哈齐却不高兴了。康熙五
十年，康熙看见内城的街道被民房侵占显得很狭窄，
责问讬哈齐原由。讬哈齐见机会来了，趁机打高遐
昌的小报告，说外城的街道被侵占得更厉害，经尚书
房赫硕色等人调查，发现民房侵占街道有三百多间，
讬哈齐上书陈述高遐昌收受贿赂批准乱搭滥建。康
熙大怒，下旨将高遐昌抓捕入狱。讬哈齐火上浇油，
说高遐昌按每间房屋收受二百钱到三百钱算，三百

余间房屋，约收七万五千钱。按大清律，要判高遐昌
绞刑。幸亏有廉臣王掞、李天馥等同僚上书朝廷澄
清事实力保高遐昌，并对高遐昌廉洁奉公，深受百姓
赞誉的事大加赞赏，就连“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隆
科多也出面说情，高遐昌才幸免遇害。

原来，康熙所见民房侵占街道一事，纯属讬哈齐
移花接木人为诬陷，事情败露后，讬哈齐托病请假，
其职由隆科多接替。

高遐昌出狱的消息很快在京城大街小巷传开，
百姓及生意人蜂拥而至，在监狱门口抬起高遐昌，硬
是将高遐昌抬回高府。经过大狱这么一折腾，上了
年纪的高遐昌精神疲惫，力不从心，他向朝廷告病请
假回乡静养。离京那天，成千上万官员百姓夹道送
别，一双双送别的手拉着高遐昌不放，不少老百姓一
边流着眼泪一边说着体己的话，从清晨一直到日落，
高遐昌硬是没走出京城……

淇河岸边的桃花开了，麦田绿中透着光亮。当
年，旁听生高遐昌从小屯村绿中透着光亮的麦田走
进康熙朝廷，死活都不会想到，会与西宫娘娘及她的
弟弟讬哈齐撞了个满怀。

那是高遐昌分管城管工作不久，有市民反映说
西宫娘娘借其弟之手，向京畿商贾百姓征收胭脂
税。高遐昌内心深处那捆柴草被怒火点燃了，他面

见西宫娘娘，硬着头皮取消了这项不合法不合理的
税收，切断了西宫娘娘的敛财之源。虽然西宫娘娘
怀恨在心，商贾百姓却高兴了。

断了姐弟俩的财路，讬哈齐心中窝着火焰。
仍旧是麦苗绿中透着光亮的一天，一家珠宝店老
板的女儿如春风一样温暖了讬哈齐的眼睛。讬哈
齐仰仗姐姐的努力向珠宝店老板求亲。想纳妾的

想法被拒后，讬哈齐招来狐朋狗友抢亲，并顺手拿
走数件珠宝珍玩。高遐昌接到报案即派人将讬哈
齐缉拿归案。讬哈齐根本没把高遐昌放在眼里，
面对趾高气扬、傲慢骄横的讬哈齐，高遐昌命手
下大刑伺候。西宫娘娘托人到高府送礼要求放
人，被高遐昌拒之门外。讬哈齐不堪重刑，只得
认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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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理政 王依冰

镇平县二龙乡枣子营村有个叫王小保的，几年
前他家被精准扶贫识别为贫困户时曾说：我自己有
一把子力气，若是全靠政府扶持，那不就成他人的笑
柄了吗？

在帮扶干部的协调下，王小保很快学会了理
发技术，并开起了理发店，小日子很快红火了起
来。眼瞅自己的日子一天天好了，王小保觉得，应
该多干一些事情来报答党和政府的恩情。于是，
他决定利用自己的一技之长，抽时间走村串户，义
务为乡亲们上门理发。

“这都是我这几年用坏的。”王小保打开自家的
一个抽屉，里面20多把用坏的手推剪。“我已经义务
为大家理发 4个年头了。”说起义务为大家理发，王
小保显得很自豪，也很有成就感。

义务理发成了王小保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
分，周边街坊邻居、在校学生，甚至青年小伙都是他
的义务服务对象。一年四季寒来暑往，王小保的服
务大门永远都敞开着，只要有人需要，他就有求必
应。尤其是每月农历初十，他还会主动放弃门店生
意，带上理发工具到附近的村里为群众理发，风雨无
阻、雷打不动。对一些腿脚不灵便、生病的山区老
人，王小保还主动上门免费服务。

一直享受王小保义务理发的老丁前年生病瘫痪

在床后，无法像以往一样理发了，王小保就登门帮他
理，还叮嘱其家人，只要老人有需要，打电话给他，随
叫随到。

“小保为困难群众理发分文不取，我今天是来给
小保送菜的。”邻村的老朱拿着一些自己种的蔬菜来
到理发店说。老朱是王小保的老顾客了，家境贫困
的他，还要照顾一个生病的儿子，王小保便长期帮他
们父子俩义务理发。

推、梳、刮、刷……很快，一个漂亮的小平头剪好
了。村民老张看着镜子里自己精神抖擞的样子，兴
奋地说：“我也是小保的老顾客。小保手艺好，为人
热情周到。像我这样的贫困户，不管理什么发型，他
从来都不收钱。”

义务理发占用自己的时间和精力不说，万一理
得不好还会落埋怨，你图啥？有人这样问，王小保这
样答：义务理发让我享受到了帮助别人的幸福，而且
每次理发就像是一次创作，会给自己带来满足和愉
悦。虽然并不是每次都令人满意，但大家都很包容，
从来没谁为了发型不理想责怪过我。

每当被问到给村民义务理过多少次发时，王小
保总是会心一笑，“谁记这啊，这又算个啥事儿啊？
再说我小时候家里穷，得到了不少人的帮助，这些年
党的好政策让我生活无忧，给村民理理发是举手之
劳，不值一提。”

如今的王小保，成了当地乐于助人的“名人”。

大人小孩提起他，无不伸手点赞，称他是“脱了贫的
活雷锋”。面对人们的称赞，王小保说：“只要群众需
要，我就坚持义务理下去。”前不久，他还和乡敬老院
谈妥了，就要开始为乡敬老院里的老人义务理发呢。

“爱心，从‘头’做起！”这是王小保自己打出的广
告。现在，每天傍晚他出去散步时，都会有熟悉或陌
生的人主动跟他打招呼，这让他觉得生活充满了幸
福感，“如果不是我主动去帮助别人，别人怎么会这
样对我呢？”王小保常说。8

贫困户变成活雷锋
生活素描

历史深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