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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林防

水是生命之源。相对于南方来说，北方缺少雨
水，我的家乡豫北平原也一样，每茬庄稼都需要浇
水，多则三四遍，少则一两遍。看着流水滋润株株禾
苗，仿佛自己畅饮甘泉，心中涌起满满的幸福感。

在我记忆中，浇地这农活儿有苦有乐，可以说
是苦中有乐，乐中有苦。上世纪 80年代初，我在
村里学校上小学，放学后，几个小伙伴常常一起跑
到村外生产队的菜地玩。菜地边有一眼机井，井
口旁边有两个泥土堆成的“水簸箕”，连着田地里
蜿蜒的水渠。夏天，遇上浇地时，我们几个小伙伴
到水渠边，用手捧起水洗一把脸，再在水渠里涮一
下脚，顿感清爽。

那时候，生产队的抽水泵是柴油机带动的，安
装柴油机连接水泵的皮带时，两个壮劳力要用很
大的劲才能完成。发动柴油机时，需要有力气的
人右手握住摇把顺时针快速摇动，柴油机转动起
来猛一回手，摇把儿脱落，左手拨动柴油机的油
门，柴油机嘣嘣嘣地冒着浓烟带着水泵转动起来，
水哗啦哗啦抽到了水簸箕里，顺着水渠往农田
流。柴油机有节奏的声音，给广阔的农田增添了
现代气息，也打破了村庄深夜的寂静。

柴油机水泵抽水量小，一天最多浇十几亩
地。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行后，村里人种
地积极性提高了，十几户人家联合起来成立一个
农机互助组，凑三四千元钱，买来了大功率的电潜
水泵，电潜水泵抽水量大，抽上来的水在水管出口
处“滋滋”向前窜，一天可以浇几十亩地。但是，问
题也随之而来，原来的水渠窄浅，经常发生溢水和
决口现象，这就需要有人专门来回沿渠巡看，我们
村的人称之为“看渠”，发现溢水或决口处，赶紧封

堵，不然，就会往别人家田地里跑水。
自家农田离机井远些的人家，需要两三个人

看渠。同时，还得有一个人守在水泵旁，遇到停电，
赶紧关掉电闸，有电时，再合上电闸，这叫“看泵”。

一般情况下，浇地时需要全家总动员，家里人
少的，往往需要亲戚朋友来帮忙。轮到夜里浇地
时，需要借几个手电筒。遇到长时间停电，必须留
一个胆子大的人在地里看泵。

有一次停电，村里有一个年轻人在地里看泵，
半夜醒来撒尿，迷迷糊糊看到不远处坟地里有黑
影在动，吓得他一激灵，来不及系腰带，提着裤腰
边往村里跑边叫喊着：“有鬼了，鬼来了。”附近其
他看泵的人听到叫喊声，拿着手电筒赶过来，往坟
地一照，发现是村里的一个“傻子”。虽是虚惊一
场，却吓得那个年轻人好长时间夜里不敢出门。

安装水泵、拆卸水泵也是一个难活儿。安装
时，两个男壮劳力用手垫着破布抓着铁丝，双手交
替着向井里顺水泵。浇完地，向上拔水泵时，更费
劲儿。往往是这个农机互助组的水泵刚拔上来，
另一个组的水泵就赶紧安装。在田地里干农活，
人们时常可以听到“一二、一二”的号子声，循声望
去，看着紧张的安装水泵或拆卸水泵的劳动场面，
也替他们捏一把汗。

浇地的苦、浇地的累、浇地的难，让村里人想
一想浇地都发怵。村里的铁匠李师傅是一个爱琢
磨的人，他就想能不能像打水一样，用一个辘轳来
安装拆卸水泵呢？于是，他制作了一个梯形铁架
子，上方装一个铁辘轳，把架子放在机井台上，将
水泵的铁丝绳缠到辘轳上，左手按住铁架子，右手
逆时针摇动铁辘轳，水泵就慢慢下到井里，旁边一
个人向井里顺电缆。不管是安装水泵还是拆卸水
泵，两个人很轻松就可以完成，一下子降低了浇地

的难度，村里人都夸铁匠李师傅是一个能人。
进入新时代，人们充分享受到了农田水利改

造带来的红利。田地里的机井安装上了固定水
泵，水渠改造成了地埋水管。浇地时，人们刷一下
用电卡，水泵抽上来的井水顺着地埋水管流到田
地里，既节省了看渠、看泵的人力，也减少了水耗，
提高了浇地效率。特别是没有了安泵、卸泵的劳
苦，把一项累活难活变得简单轻松起来，成了一种
生活享受。

如今，漫步在村里的田间小道，一望无际的田
地里点缀着杏黄色的电闸箱，其下有一眼机井，里
面装着大功率的抽水泵，地埋水管连着各家田地，
连着各家的粮仓，也连着各家的梦想。8

□孟庆玲

一

公元前490年（鲁哀公五年），楚国叶邑（今叶
县南旧城），叶公和盛名的孔子相遇了。

叶公名沈诸梁，字子高，是楚国贵族，其曾祖
父是春秋五霸之一的楚庄王。其时，他是楚国北
疆重镇方城之外的叶邑尹，因此也称叶公；而孔
子，则因其主张无法行于鲁国而周游列国，一直走
在推行其儒家学说的路上。

在叶邑，叶公将成为孔子通往楚国的一扇大
门。于是，一场思想盛宴开始了。叶公先问政，孔
子的回答是“政在附近而来远”，意即能使远近的人
归附就是好政策。叶公笑了笑，这些他做得都挺
好：主政叶邑期间，他养兵息民、发展农业，不仅子
民归附，国力也大大增强，很契合孔夫子的主张。

接下来，叶公的眉头皱了起来。事情从一只
假设的羊开始，叶公问孔子：如果有人偷了一只羊，
其儿子知道了该如何做？没等孔子回答，叶公先说
出了自己的主张：“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
之”，意即儿子不徇私情，大义灭亲。然后他期待地
望着孔子。孔子却摇了摇头道，应该是父为子隐，子
为父隐，意即百善孝为先，应以伦理为重——法律
只有在促进人类之爱时才是公平正义。

天色渐暗，叶公的脸色也随即暗淡下去。尽
管有小小分歧，叶公还想多了解一下，以便决定孔
子的去留。于是，他私下询问孔子弟子子路，孔夫
子究竟是怎样的人哪？

这是一种委婉的试探，也是一种间接的求
证。但子路不明就里，以沉默回答了他。子路的
沉默让叶公下了决心，几日后，孔子一行就走在返
回的路上。孔子边走边埋怨子路：“汝奚不对曰：

‘其为人也，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
云尔？”意思要给别人面子，也顺便夸夸老夫子。

一只虚拟的羊，关上了叶公的心扉，也关上孔
子通向楚国的大门。只是那时，叶公并不知道，多
少年后，他会因此成为一则成语的主人公，悬挂在
历史的天空，任人哂笑。

当然，这一切和孔子无关，却和孔子的学生有
关，和两人谈论的那只羊有关。

二

这则成语典故就是叶公好龙，出自《新序·杂
事》。

《新序》的思想基础为儒家学说，是西汉著名
学者刘向采集舜、禹至汉代史实、分类编撰的历史
故事类编，给统治者看，也给臣子看——统治者纳
贤纳谏，贤士进谏，君明臣贤，才能其乐融融。

但其实，典故的男一号并非叶公，而是孔子的
学生子张，子张要见好士的鲁哀公，等了七天也没
见到，就讲了个叶公好龙的故事讽刺鲁哀公：叶公
爱龙成癖，无龙不欢，家里墙壁物品到处画着龙，
但当真龙现身，却吓得要死。

不知鲁哀公听到后做何反应，但叶公很无
辜。从此，一提叶公好龙，一个表里不一的伪君子
形象就赫然在目。这自然跟孔子弟子子张的不满
有关，和刘向以讽谏为目的的写作意图有关，但更
和汉代独尊儒术有关。

然而，翻翻史册，真实的叶公好龙可能是另一
番样子。

有史料显示：叶邑苦于水患，叶公执政的第一
件大事就是兴修水利，依方城山地势蓄水为陂，他
修筑的东、西二陂，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农田水利
灌溉工程之一，能灌溉农田数十万亩，比著名的都
江堰、郑国渠还要早二三百年。

只是，当时没有纸张，施工图纸只能画在竹简
上，为方便计，叶公就将其画在家里的墙壁上。又
加上当时人们崇拜呼风唤雨的龙族，叶公就在每
个沟渠的出口上都画上龙，并命名为水龙头——
水龙头就是这么来的。

俗话说“云从龙，风从虎”，只有龙没有云的施
工图正好给不满叶公的人以口实：叶公不是真的
喜欢龙，只是装样子而已。于是，便有了子张的故
事，有了刘向的编撰，有了两千年来被泼墨的叶
公。好在与其年代相仿的庄子无意间为其洗白。

《庄子·人间世》中记载，叶公曾问道孔子，并说
出“今吾朝受命而夕饮冰，我其内热与”的肺腑之言。

事情的缘起是这样的：叶公将出使齐国，齐王
荒于政事，办事拖沓。叶公不能推诿，又担心完不
成使命，纠结之余，只能以饮冰来缓解内心的郁热。

这是叶公内心的独白，体现了一个男子的坦
荡和担当，和《新序》中的叶公好龙相映成趣。

两千年后，梁启超将书斋命名为“饮冰室”，恐
怕有向叶公致敬的意思吧。

仔细想来，叶公好龙这一典故，更和大众心理
有关：将生活中的诸多不如意具象为一个言行不
一的伪君子，有了释放压力的箭靶子，才有重拾旧
山河的勇气。这里没有沈诸梁，没有子高，有的只
是一个被虚构被抽象的喜剧脸谱——叶公。

三

公元前 479年是历史的拐点。这年夏天，孔
子病逝。叶公有点伤感，岁月如白驹过隙，转瞬
间，那个和他论羊的圣贤走了，他自己也
年近耄耋。

也是这年，楚国的重臣白公胜发动叛
乱，欲劫持惠王自立。猎猎风中，年
迈的叶公披上了战袍，奔赴疆场。

途中，两个百姓向叶
公提建议。一个说
大 人 为 何 不 戴 头
盔？国人盼君如父
母，您若不幸受伤，
让 俺 们 情 何 以 堪 ？
叶公听完就戴头盔
前行。另一个说大人
为何戴头盔？百姓看
见你就安心了，就有
奋战的信心和勇气，
你遮住脸，让俺们情
何以堪？叶公听了，
就摘下头盔前行。

如此这般，不是
叶公没决断，而是从
两则貌似矛盾的提
议中，他看到了百姓
的呼声，看到了民心
的向背。

大风中，须发皆
白 的 叶 公 泪 流 满
面。很快，叶公平定

了白公胜之乱，又迎惠王复位。之后，叶公是楚国
的令尹和司马，声望达到极致。

几年后，他又征战东夷，并与其歃血结盟，东
夷口服心服，表示永不犯边。《战国策》称“当此之
时也，天下莫敢以兵南向”。

叶公成了定海神针，在春秋战国的风雨中，稳
住了楚国飘摇的身形。令人赞叹的是，叶公功高
如此，却并不恋栈，整肃朝政后便功成身退——将
令尹和司马职务拱手让于他人，自己则翩然归隐
于叶邑。

在叶邑，百姓挈妇将雏，夹道欢迎，在他们眼
中，他从来不是什么达官贵人，更不是可笑的伪君
子，他一直是方城山上观察山形水势的叶公，一直
是信手拿起笔淋漓画龙的叶公，一直是处理政务
调解纠纷的叶公，他是他们的依靠，他们相濡以沫
的亲人……

几年后的冬天，叶公终老于叶邑，临终前，他
仍惦念着楚国，要楚君
亲贤臣远小人。大雪纷
飞，叶邑百姓冒雪为他
送行，将他葬于漫天的
洁白。

这 是 最 完 美 的 结
局：好龙的叶公活在虚
拟的成语里，为百姓解
压；好民的叶公活在人们
心里，成为一个民族的源
头活水。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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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刘向东 本报通讯员 裴纪民 郭宴光

在位于焦作市郊的九里山煤矿，煤矿工人姚德军
说，他的家在矿区的一幢大楼里，整整 7大间房，一间
卧室兼饭厅，其余则是他的创新工作室。

“姚德军创新工作室”成立多年了，还是只有他一
个人。他经常整天待在工作室里，除了吃饭、睡觉，便
是捣鼓那些被他人称为“破铜料铁”的各种矿用旧电
器。他说，这些都是能为矿上减少材料费支出的“金
疙瘩”。

“矿上 80%被损坏的机电保护插件等设备，都是
经我手修复后重新服务于矿井生产的！”姚德军的话，
被矿有关部门这样一组数据佐证着：近三年内，仅姚
德军业余维修的电话机、甲烷传感器、氧气传感器、一
氧化碳传感器及各种保护器和控制板等，至少已为煤
矿节省了90多万元开支。

初衷

48岁的姚德军，1990年技校毕业后，来到九里山
煤矿当了一名电缆维修工。由于他学的是井下机电
维修专业，加上自己平日里就爱研究各种电器，没事

的时候他就喜欢维修一些身边的电器。
几年后，姚德军被调到矿调度室，负责井下人员定位、摄像头的安装等工

作。一天，他无意中看到电话班的地上摆满了防爆电话。当他得知这些电话
由于没人修理，只能报废扔掉后，满心的舍不得，就拿了几部回去试着修理。

姚德军以前并没有接触过这类设备，拆开后，他也是丈二和尚摸不着
头脑。于是，他一边上网查找资料，一边向老师傅们虚心请教，并自己分析
原理、画图纸，边摸索边维修。5天后，当姚德军拿着修理好的电话站到大
家面前时，着实让大家吃了一惊，没想到姚德军还有这本事！

有关领导当即决定，以后有了废旧电话，就交给姚德军维修，而买一部
新防爆电话需要300多元。很快，姚德军成了矿上的名人，不管是矿井生产
用的，还是工友们自家用的，只要是带电的东西坏了，都会跑来找他。姚德
军细心地帮助大家维修着，也把“家”搬到了矿上——姚德军的家，就在离矿
几公里的地方，但自从他开始维修矿上的生产电器后，就经常不回去了，“井下
用的一些电器是‘独生子女’，如果不能及时维修，那对生产影响可就大了”。

坚持

2015年 8月，矿上为鼓励技术人员创新创效，专门为几名创新型人才
成立了工作室，“姚德军创新工作室”就是其一。

每天 8小时工作之外，姚德军不是在自己的工作室修理各种电器设
备，就是在查看和维修监控系统，随时等着“上门服务”。记者去采访他时，
他正在工作室里吃食堂打来的饭。当记者问他为什么不在食堂和大家一
起吃饭时，他说：“我习惯一边吃饭一边干活，也怕有急着维修的电器拿来
了找不到我。”

在九里山煤矿，维修各类电器，姚德军成了“大拿”。为了不断提高自
己的维修技术，他不仅自掏腰包买专业书籍，还经常把待修的设备拆了装、
装了拆，直到研究透为止。一次，矿上的高压馈电保护器出了故障，由于过
了维保期，矿上又没人会修理，一时急坏了大家。对于煤矿来说，矿用高压
馈电保护器使用量大，对使用调试技术要求也高。生产厂家出于技术保密
一般不提供维修资料，一旦损坏了，只能报废买新的。而一台新保护器，需
要6000多元。

正当大家一筹莫展时，有人提议让姚德军试试。
没有工作原理图纸，没有维修数据，也没有任何资料参考。凭借多年的无

线电维修经验，姚德军仔细分析每个元件的工作原理和保护器的主机结构，经
过两个多月摸索，他摸透了保护器的结构和工作原理，彻底排除了故障。

“我觉得一个人如果搞技术，就得有一股倔劲儿。”姚德军说。

突破

姚德军每天都是忙碌的。他不吸烟不喝酒，下班后几乎所有时间就在
他的工作室里，沉醉于对各种矿用电器的维修。

去年初，矿里新进的一台设备由于没有说明书，不能独立安装。为尽
快投入使用，矿领导找到了姚德军。接到任务后，姚德军积极与厂家联系，
并查找相关资料仔细研究，经过一个多月的努力，机器被他完好地安装到
位了……

今年夏天，井下综掘机显示器忽然出现黑屏，导致综掘机不能正常运
行，严重影响了井下生产。联系厂家后被告知是显示器故障，需要换新。
而重新购买，需要1万多元。

“让我来试试！”姚德军拿着控制板和显示器回到工作室，凭着多年的
维修经验，不到半个小时就把故障原因找到了，并很快排除了故障，使井下
生产恢复了正常。

除了做好日常维修工作，姚德军还总把问题考虑在前面。每到夏季，
由于井下环境潮湿，防爆电话容易受潮损坏。姚德军便在防潮上做文章，
他从网上买来防水、防潮、防短路的“三防漆”粘在电路板上，有效杜绝了防
爆电话受潮损坏现象。

像这样的例子，在姚德军身上数不胜数。多年来，每当矿上出现机电故
障无法排除时，领导第一个想到的是他，第一时间出现在机电故障排除现场
的也是他，久而久之，他便成了矿里干部职工眼中的机电维修“达人”。

家庭

这些年，除了每周五下午去接一趟住校的儿子回家，其余时间姚德军
吃住都在矿上。

妻子曾经问他：“到底这里是家，还是矿是家？”姚德军是这样回答的：
“你好好看家，我好好干活儿。”

妻子和他都是“矿二代”，虽然最初妻子略显不满，但并不过多埋怨。
下岗后因身体原因一直没再找工作的妻子，会经常骑电动车赶到矿上，帮
他洗衣服、整理房间，帮着姚德军共同支撑着工作室这个“家”。

姚德军说，他能够每年 99%的时间待在矿上，“离开她的支持，肯定不
行”。

姚德军不是不恋那个他和妻子儿女共同拥有的家。但他每次一回家，
心里都会不安，生怕井下有啥电器坏了而影响正常生产，“还是待在矿上心
里踏实”。

前不久，姚德军趁着手边没有急活，给妻子打电话，让她准备些自己爱
吃的饭菜，回家和她聚聚。可当他刚推开家门时，接到了矿上让他赶紧回
去的电话——井下无极绳绞车坏了。姚德军顾不上吃饭，转身就又赶回了
矿上，和当班机电人员一起查找问题。两个小时后，排除了故障，井下生产
恢复时，妻子的电话也打来了：“德军啊，忙完了吗？忙完了可要记得吃饭
呀。下次回家想吃啥提前给我说，我给你做好吃的！”听着妻子关切的话
语，姚德军心里五味杂陈。

“只有企业大家庭好了，咱的小家庭才能好。至于自己的小家，等我退
休后慢慢弥补吧。”面对妻儿，姚德军满是愧疚。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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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语背后的叶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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