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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恩义

安阳市殷都区安丰乡渔洋村是一个
有 6000 多年历史的文化古村落，村里有
个私人文化博物馆，它的主人叫龙振山。

紧邻漳河的渔洋村，是战国时期西门
豹引水灌田的渠首所在地，也是古渡口，
曾经是一个很热闹的所在，商铺林立、车
船喧嚣，南来北往的客商，带来了丰富的
文化。这一切，也滋润着龙振山。他1962
年初中毕业回到渔洋村务农，在繁忙的劳
作之余喜欢看文史研究类的书籍。

1974年的一天，龙振山在地里挖苹果
树坑时，锄头突然触到了硬物。他小心地
刨出来一看，竟是一些陶片和陶坯。他把
这些东西带回家保存了起来，并买来考古

类书籍一看，才知道这竟是商代的陶片。
上世纪80年代，一场大雨过后，龙振山

在地里转悠时，在村西北的深沟边发现了一
具尸骨和一个陶鬲，人骨下还散有几枚贝
币。凭着自己积累的知识，他敏锐地感觉到
这是商代遗存。这一发现让龙振山激动不
已，从而让他产生了浓厚的收集古物兴趣。
于是，每逢大雨过后，他都会到田间地头和
沟渠边转悠。幸运的是，每每都会有所斩
获。随着他收拢捡拾到的瓷片、烂瓦越来越
多，安阳市博物馆的一个朋友特意送给他一
瓶胶水，鼓励他把一些相对应的碎片粘起
来，看能不能复原一些器具……

受到启发的龙振山买来很多文物书籍
进行对照，确定藏品的年代名称，然后贴上
标签。实在拿不准的，就跑到市博物馆请

教专家。在他辛勤的努力下，还真复原了
一些古代器具。虽然复原过程费时费力，
但每一次成功他都会像小孩子一般兴奋。

藏品越来越丰富。经过 30多年的坚
持不辍，龙振山积攒了 3000 多件文物。
经过整理，一部数千年不断代的考古史展
现在大家面前——仰韶文化、龙山文化、
下七垣文化、商代、春秋、战国、汉代、北
朝、唐、宋、元、明、清，每个时代都不缺。

别看龙振山收藏了这么多藏品，但他
一件都不卖。市文物部门也很支持龙振
山的收藏，特意给他配了玻璃展柜，让他
分时期摆放展品，其中石铲、石碾、鹿角
犁、商代卜骨、汉代大砖，45厘米长的汉代
完整大瓦、商代陶鬲、陶纺轮、渔网坠等成
了镇馆之宝。

如今，龙振山的文物展览馆成了青少
年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已接待观众一万多
人次，其中不乏慕名而来的外国游客。每
逢节假日，龙振山不得不让儿子和女儿也
来帮忙负责接待，他自己更是乐此不疲。

“能让大家在我这里感受到中华文明，我
这辈子算是没白活。”

丰富的文物积累也让龙振山增长了
知识，他编著了 50万字的书籍研究“陶片
碎瓷”，还着眼于墓志、碑刻、钱币的研究，
另外著述了40多万字的书籍。

知识赢得了尊重，远近的村民们都称
龙振山为“土博士”。2006年、2012年，龙
振山两次被评为河南省优秀文物保护员，
还曾被评为全国第六届“薪火相传——中
国文化遗产保护年度杰出人物”。8

渔洋村的“考古家”

生活素描

□任振宇

这些年，淅川县上集镇杨营村义务调
解员杨明理，越来越像他父亲当年了——
每成功调解一起纠纷，就炒俩小菜，自斟
自饮喝上两杯，犒劳一下自己。

子承父业的退伍老兵杨明理今年 57
岁，10多年前成为村里的义务调解员。村
民有了矛盾纠纷或诉讼请求，都会第一时
间想到他。

杨明理年轻时，父亲便是村里的义务
调解员。由于调解纠纷难免触及个别人
的不当利益，父亲为此也得罪过不少人。
当时，杨明理想不明白：为什么要干这出
力不讨好的活儿呢？

2002年，杨明理的父亲离世时，村民
们自发赶来了——就连当初怨恨他的人
也来了。许多人痛哭着讲述着他父亲调

解纠纷时的情景。那一刻，杨明理明白
了：人活一世，能有这么多人认可，不白
活！从此，他接过了父亲的担子，成为村
里的义务调解员。

“调解纠纷不是个利索活儿。”杨明理
说，因为他住在城里，每次回家都要走 10
多公里路。但为了调解村里的纠纷，他经
常一天跑几个来回。

赡养老人、婆媳关系、家产继承、邻里纠
纷……村里隔几天就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越是芝麻绿豆大的小事儿，越难解决。”杨
明理说，一件小事往往能牵出一大堆事情。
而且在每件事中，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道理。

“这就是矛盾，需要我想办法帮他们解决。”
在杨明理看来，家庭内部、邻里之间

因为鸡毛蒜皮的事产生了矛盾纠纷，不能
光讲法律，更要讲感情。他说，调解的目
的就是纠纷解决后，不丢感情，这才是长

久和谐之道。
调解员做久了，杨明理才真正明白父

亲的话：“村民纠纷，争来争去，大部分是
面子上的事。但小事处理不好就会变成
大事，甚至发展成治安、刑事案件，伤了乡
亲们的和气，还影响社会稳定。调解员不
是官，却责任重大。”

在杨明理不大的房间里，有一个显眼
的橱柜。橱柜里除了法律书籍，就是调解
卷宗，塞得满满当当。在调解矛盾纠纷之
余，杨明理还经常义务帮助村民进行法律
诉讼，特别是农民工讨薪和工伤理赔案
件。起初，杨明理也不懂，他先后买了几
十本相关法律书籍，三天两头找法律顾问
请教，央视《今日说法》《法律讲堂》等普法
节目更是每期必看。

有一次，同村村民因公发生意外，家
属请杨明理帮忙理赔。涉事公司知道后，

硬塞给他 1万元好处费，可他看也没看就
又塞了回去，他搬出《社会保险法》等法律
法规，一条条理论：“该给工人的钱一分不
能少，不该工人拿的也绝不讹要！”当时，
他每月才 800多元收入，那一沓钱比他一
年的收入还要多。“钱是个好东西，但得用
对地方。”他说。

为此，杨明理也得罪了一些人。还不
时有人登门威胁、闹事。“撂句狠话就想吓
退我？我站在正义这边，有啥好怕的？”杨
明理理直气壮。

10多年间，杨明理已义务帮村民追讨
欠薪、赔偿款近千万元，从没有收过任何
一方好处费，反而经常自掏腰包，“一旦收
了钱，初衷就差了！”

杨明理明白正人先正己的道理：“调
解员心里得有杆秤，既要守得住底线，更
得挡得住诱惑！”8

调解员老杨

早上8点，诊所开门，候诊的七八个村民
拥进一间不足10平方米的诊室。

一张桌子，两条长凳。桌边的床上，侧
躺着一位盖着花被子的老人。他正是诊室
的医生，名叫张太山，今年65岁。

前一天，他刚完成了乡村医生竞聘上岗
考试。他是卫辉市所有参加考试的乡村医
生中唯一一个不在考场，而是躺在床上答完
试卷的人。

题答得怎么样？他说：“都是我经历过
的事儿，答得不差。”

整整29年了，他就侧躺在床上为患者诊
病。

在收费室翻看他开出的处方，每天都有
100多张。

有什么专科特长？他说：“我是全科医
生，没啥高明医术，能看的病就看，看不了的
就建议到大医院去。”

一

这是一个家族式的乡村卫生所：张太山
和儿子张来是医生，女儿负责收费、取药，儿
媳妇负责护理。不过，张来的诊室经常没有
患者，他不得不跑到张太山的诊室里打下手。

这里早 8点开门，晚 9点关门。护校毕
业的儿媳李芬解释说，只有关了门，老人才
能吃上晚饭，才能在他人的帮助下坐在床沿
上“活动”一会儿——他的腰椎上有一块钢
板，脊椎里拧着一根螺丝，坐久了，身体受不
了。

张太山的枕边，除了简单的诊疗设备，
还有一部固定电话。儿子、儿媳每晚离开诊
室回家时，会把电话线顺手拔了，但经常早
上来时，电话线是插着的。为这事儿，他们
和老人争执过，怕他休息不好。老人说：“不
是急病，谁会半夜给咱打电话？”

早上 7 点，老人侧卧在床上吃饭，8 点
开始诊疗；午饭后，他会把一直向左侧着的
身子向右转动几下，若门外没有候诊的患
者，他能休息一会儿再继续接诊，直到晚上
9点……其间，他尽量不喝水，“一喝水就想
尿，耽误事儿。”

阴雨天，身体里的钢板、钢针让腰椎、脊
椎极不舒服，他也尽量不去翻身，“患者都在
屋里等着哩，我把脊背对着人家，像啥话

啊？”
中午来的患者，会静静地坐在诊室外的

长椅上等候。稍有声响，张太山就会搁下饭
碗叫他们进去；半夜里，如果不是特别紧急，
他们也很少给张太山打电话，因为大家都知
道他的身体状况，需要休息。

二

3岁时，张太山得了脊椎结核病。由于
当时的医疗条件限制，他腰部落下了残疾。
为了生活，父母曾想送他去学唱卖艺，但他
坚持要读书。从小学到初中，他是班长、课
代表、学习标兵，也是班里最早加入共青团
的学生。高中刚上一年，村里急需一个“文
化人”，他被选中了。村里想安排他去村小
学任教时，他拒绝了。他说他的形象不佳，
担心会对孩子们有不好的影响。

早在上四年级时，张太山就被电影《红
雨》里的赤脚医生红雨感动了，他立志要像
红雨那样当一名治病救人的赤脚医生。然
而，身体重度残疾，当赤脚医生谈何容易
啊？张太山一次次向有关部门申请，想得到
一个去县卫校学习的指标，却一次次被拒
绝。一个重度残疾的人，学成后能为人民服
务吗？

从大队到公社，再从公社到县里，张太
山跑了一年又一年，终于在1976年如愿进入
县卫校学习，毕业后被分配到大队卫生室，
成了一名乡村医生。

1990年，病魔再次逼近张太山。一次雨
夜出诊后，他的腰椎病更严重了，不得不进
行手术。手术后，他再没能站起来。

“那个时候我想过放弃。可我又不能放
弃，三个孩子都还小，这个家离不开我。更
重要的是我还有理想，只要有一口气在，我
就不能放弃自己的理想！”张太山说。

三

“不能坐着诊病，我还不能躺着诊病
吗？”从那年起，问诊、检查、开处方，张太山
就只能侧躺在床上完成了。每次诊疗，他用
左小臂支撑身体，努力扬起头望闻问切，然
后开处方，写医嘱。

一位60多岁的大娘和她的儿子来了，她
抱着孙子走进了诊室。大娘说，几十年了，

他们一家三代人都是在张太山这里看病。
“便宜。”大娘说。她的儿子在一边接腔：“省
事儿。”

诊所墙上公示着价格：心电图4元，尿常
规5元……

药品、诊疗价格便宜，医生、护士耐心，
村民们都愿意在这里看病。张太山的儿媳
李芬说，一些价格高的药，他们会拆开散卖，

“让患者自己感觉有效果了，再来买几天的，
这样就避免了浪费。”

“老先生看病是中西医结合，他会根据
患者病情建议做有针对性的检查，而不是一
来就给开一大堆检查单子。”已经嫁到城区
10多年的一个邻村妇女说，这些年，只要她
和家人有头疼脑热，首先想到的就是张太
山。

二儿子张来 10多年前从医学院校毕业
后，放弃留在城市工作的机会回来了，虽然
他的“牌子”大，但在这个村诊所里，他往往
只能给张太山打打下手，只有在巡诊时，他
才能一展身手……

29年了，每天从早上8点到晚上9点，没
有节假日，甚至没有午休，在简陋的诊室里，
张太山拖着病体，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侧卧
在床上，为来自下元村，来自卫辉、辉县、新
乡市区，甚至鹤壁、安阳、郑州等地的患者诊
病治疗。

每周六晚上 9点后，他还会有一段快乐
时光：儿子会抱着他回家洗一次澡。

他想在天气晴好时出去晒晒太阳。可
至今也没有机会，因为病人太多，他离不
开。早几年，他还有一个愿望：60岁退休后，
把自己坎坷的一生写一写。然而，65 岁的
他，几乎没怎么离开过他的诊室。

采访那天，从下午 3点到 6点，张太山开
出了47张处方。他没有喝一口水，也没有翻
动一次身体。因为始终没有机会采访张太
山，晚上6点，张来不得不暂时“关”上了诊室
的门——他请求那几位不太急的求医者稍
等一会儿。

张太山说，是工作让他忘记了身上的病
痛。而他能够坚持29年，则是源于患者对他
的信任和他对这个职业的热爱。“只要身体
条件允许，我会一直这么干下去的。”

夜幕深沉。记者走出张太山的诊室门
时，走廊里的长椅上，静静地坐着五六个候
诊者……1

走进张太山诊室的瞬间，记者就被眼前

的场景震撼了。一个几乎 24 小时都躺在床

上的“病人”，他靠怎样的信念支撑，在 29 年

漫长时间里，一直在为乡亲看病治疗！

平心而论，我相信他没有比大医院医生更

精湛的医术，他看的病只是些头疼脑热。可正

是这些小病，经常困扰着乡村百姓。为什么他

们一有病首先想到找张太山？恐怕不仅仅是

他这里看病便宜、省事儿那么简单……

当张太山说很想在天气晴好的日子出

去晒晒太阳时，记者无语。对这个早上 8 点

开始工作，晚上 9 点关门吃晚饭的老人来说，

这竟然成了一种奢望。其实，他并不需要为

自己的病体找任何理由，就可以在晴朗的天

气里享受一下阳光的。看到他为了患者连

水都不喝、连身都不愿翻时，我不由动容。

敬由心生。

卫辉市汲水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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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理得

上世纪70年代初，我从化工部橡胶设计院来到河南
五七干校劳动锻炼，后留下来支援地方建设，在许昌橡胶
二厂工作。中原，成了我的第二故乡。虽然离开河南许
多年了，可在这里度过的难忘岁月，与淳朴的乡亲们交往
的场景，仍时常回到我的脑海。尤其是那个夜晚的那次
相遇。

40多年前，煤是人们做饭、取暖的重要物资。由于
运输工具匮乏，许昌周边的鄢陵、扶沟甚至豫东更远地方
的农民，只能靠脚板加体力，借助两个轮子的人力车，经
许昌西关大街一路前行，去往平顶山拉煤。

人力车拉煤，成了那时许昌城一道奇特风景线：去时
的空车上载着晚上御寒的薄被、饱腹的干馍、煮汤的锅和
柴；满载而归时，两个轱辘会把粘裹的黄泥，留在西关大
街。那时的西关大街，“天晴扬灰路，下雨水泥道”，人们
也灰头土脸，或低头拉车，或匆匆走过。

记得1978年冬日的一个傍晚，我因事刚跨出厂区大
门，一个半大小妮快步走到我跟前，“姨，能给俺点水不？
俺想煮口热汤给俺爷暖暖肚。”

眼前这个小姑娘略带羞涩、一尘不染的眼神释放出
热切的企盼，让人无法拒绝。“中啊！”为了不让小妮胆怯，
我操起洋泾浜的河南腔随口应道：“跟俺来呗。”

我挽起小妮的胳膊走进了厂区门房。门卫老张头顺
手拿起暖瓶，“拿瓶热水呗，凉水不中，那得烧到啥时辰？”

老张头左手提着暖瓶，右手伸向桌角的小筐。然后，
我看见小姑娘端着的锅里，多了俩白花花的鸡蛋。

许多年了，这个小细节一直感动着我。河南老乡的
心是连着的！这个老张头，知道拉煤的乡亲不易，更知道
如何尽微薄之力去帮助他人。小小的门房里，他常年备
着热水和盐。一个半大小妮寒冬腊月跋涉在拉煤路上，
老张头能猜到这家人的艰辛和不易，他心疼这闺女。

小妮却把鸡蛋放了回去，“俺娘说过不能随便收人家
东西。”

“俺不是旁人，俺是你叔！”老张头再次把鸡蛋放在锅
里，粗声大气地说。“妮，收下吧，这是你叔的心意！”我也
在一边帮腔。

“谢谢叔，谢谢姨！”
我的心因感动而灼热着，“走，妮，俺跟你一块去！”我

一手提着暖瓶，另一只手搂着她的肩膀，挨着她的小脸蛋
说。

路旁树下，倚树挡着冷风的板车边，蹲着一位老
者。 猛一看，老人约摸60岁，身子骨却透着中年人的气
息。这是在田间地头、风中雨里长年操劳又为儿孙节衣
缩食才有的身板。他破旧的棉帽下露出杂乱花白的头
发，黑旧的棉祆左右襟互搭着紧紧护着前胸，一根草绳勒
在腰间，锁住了破棉衣前襟也锁住了身上的热气；打着补
丁的棉裤，裤管下是一双旧解放鞋，露着一个大脚趾；红
肿的双手上缠着一块破布，上面渗出的淡淡血迹已结成
了痂，显然冻疮溃烂了……就是这样一个老者，他用一双
茫然而目不斜视的眼神明明白白告诉我：闺女，俺是个睁
眼瞎！莫见怪。

一股难以抑制的苦涩迅速涌上心头——我从没见过
一个双目失明、灰头土脸的人有如此坦然的面容！

看了看车把上缠着的一根粗绳，我明白这根绳明天
将绑在小妮腰间，牵引着车也牵引着爷爷、爷孙俩互相依
靠着走在拉煤路上。我努力控制着胸中翻滚着的感情浪
涛，温和地问：“叔，咋你俩出来拉煤嘞？”

“除了妮她娘和个五岁的孩儿，家没旁人了。孩儿他
爹得病没了。”

“咋说也不能让你俩出来拉煤啊，让旁人帮个忙也中
啊。”

“乡亲们都难着嘞。”老人深深地叹了口气说：“这个
家，俺得撑着。”说这话时，老人的脸很平静，可我感觉到
了他内心的波涛。很多年了，我一直在想，什么是有责
任、有担当的中原汉子？我告诉自己：这老者就是！

面对一双稚嫩、渴望，一双空洞漠然的眼睛，我的心
久久难以平静。在那个年代，农民靠天吃饭，靠地养命，
靠养些家畜换些钱供孩子上学、给老人治病。他们没有
悲观、害怕和埋怨，而是心怀期冀，在生命的烘炉中锤炼
自己，更是在用肩膀撑起家与国。

我泪水汹涌着。小妮将小手缩进袖口使劲拽着衣袖
抹着我的脸说：“姨，你莫难受，俺会快快长大的。俺爷说
了，日子不会老这样。”

“是啊闺女，冬天总有完的时辰，春天就来嘞！”
柴火在用两块砖头垒出的灶间欢快地跳跃着，我在

别人的故事里流着自己伤心的泪。许多年后，每当我想
到旧年我生活和工作过的许昌西关大街，就会想到我遇
到的那些淳朴善良而又自强不息的河南人。

我努力控制着自己的感情，逃似的往家走去。
做好饭，没容我翻箱倒柜，老公把一堆衣物塞进我怀

里：“把棉大衣和棉帽棉鞋给那爷孙俩送去，让他俩晚上
暖和些。”我由惊讶变得兴奋——听到我的讲述，老公也
动情了。我任由包袱掉到地上，张开双臂抱住了他……

离开爷孙俩，我漫步回家。此时，西关大街已沉睡在
夜色里，静谧而安宁。一轮满月带着一丝橙红冉冉升起，
辉映着山川、大地，辉映着人间。明天，肯定是一个风和
日丽的好天气！

如今，我已经84岁了。每当想到我曾工作和生活过
的那个西关大街时，心就不能平静。那里已不再是旧时
模样，而是一个改革开放春风里的崭新天地。8

那次相遇

□本报记者 刘向东
本报通讯员 刘奕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