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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深处

生活素描

种香菇的90后

爱情约定

“34年前的那个约定，就像一场梦。”杨
苏勤说。

1986年，失去左臂的杨苏勤因生活所
迫，只身走出大山，来到县城一家建筑工地
打工。这一年，他 23岁，在工地，他依靠一
臂之力，卖力地干活，最大的愿望是能够养
活自己，不再成为家庭的负担。

出于同情，来自淇河岸边的善良姑娘
刘香玉经常帮助行动不便的他打饭刷碗，
缝补衣衫。

春暖花开时，爱情的种子在两人内心
悄然萌芽。然而，听说女儿和一个残疾人
处对象，刘香玉的父母从百里之外寻来，逼
迫她打消这个念头。那时，刘香玉的条件
好啊，人漂亮不说，提亲的人一拨接着一
拨，有万元户，有企业正式工，论条件哪个
都比杨苏勤强。

父母走的时候，放下了这样的话：闺

女，你若非要跟他，让爹娘的老脸往哪搁！
违抗父母之命，是不孝女，但两人分

手，又让刘香玉万般不舍。
时光匆匆，转眼年底。工地要放假了，

两人在辉县汽车站道别时，执手相看泪
眼。最后，刘香玉说，大年初三下午3点，你
还在这个地方等我，如果我不来，就是我嫁
人了。末了还交代，你替我把工资领了，买
一身新衣服过年。

那几天，是一个漫长的等待。大年初
三下午，杨苏勤早早来到车站，眼瞅着一趟
趟来自林州的汽车停靠，却不见心爱的人
儿。下午 3时已过，他的心渐渐凉了下来，
人也像一桩木头，傻傻地呆站着。

忽然，一个拳头猛地撞在后背。转身，
刘香玉笑眯眯地站在面前。

任由滚烫的泪水肆意流淌，杨苏勤就
觉得接下来的余生，忽一下亮堂了起来。

最佳搭档

虽然只有“一臂之力”，但踏实能干的
杨苏勤很快得到了工友的尊重和领导的关
注。

一次，在辉县电业局建筑工地，一个领
导在和他闲聊时偶然问到，你还会干啥？
他随口一句“我会照相”，竟改变了他的人
生。

那时，县电业局正缺人，“会照相”自然
是人才。1988年，杨苏勤被正式录用，成为
一名电业局的专职摄影师。

从天而降的机会，让杨苏勤倍加珍惜
这份来之不易的工作。利用一切机会，他
抓提砖头练臂力，攀山越岭练拍摄技艺，独
臂摄影师的称号也不胫而走。

这一年，他们的孩子出生了。刘香玉
一边喂养孩子，一边照顾丈夫的饮食起
居。那时，杨苏勤的工资只有18.6元，为了
节省开支，他索性把家搬到了单位提供的
洗印暗房里。

此时，正是辉县电力建设高潮，“我要
把电力建设的风采尽可能多留下来一些。”
杨苏勤在工地拍摄完照片，就赶紧回到暗
房里冲洗。

在那个靠显影液和定影液冲洗照片的
时代，冲洗照片本身就是一个繁琐的过程，
对于独臂的杨苏勤来说，更是有着困难。
刘香玉看在眼里，急在心里，趁丈夫出去拍
摄时，她就钻进暗室琢磨，竟然很快就熟练
掌握了整个冲洗工艺。从此，杨苏勤在外
拍片，她负责冲洗照片，成了丈夫的最佳搭
档。

在辉县，电力施工多在山上。1990年，
夫妻俩拿出全部积蓄，买了一辆进口雅马
哈牌摩托车。杨苏勤开不了摩托车，刘香
玉就成了摩托车手，载着男人上山下山。

在人迹罕至的大山里，摩托车上不去，
杨苏勤独自攀山而上，刘香玉就在山下等，
与她做伴的，是虫吟鸟鸣，蛇行兽走。 天
渐渐黑下来，还不见杨苏勤下山，山上山下
的两个人彼此担心。

“老杨——”刘香玉手做喇叭状，大声
朝山上喊。

“听到了——”一个声音从山峦间传
来。刘香玉笑了，没有了被孤独包围的恐
惧感。

30年了，这声大山里的呼唤，一直回响
在杨苏勤和刘香玉的生命里。

30年了，胶片相机发展成为数码相机，
杨苏勤也购置了电脑。每天晚上，刘香玉
忙完家务，就坐在键盘一侧。杨苏勤说着
口令，她按压着键盘，完成了一个个操作，
守候着一个个作品的完美出炉。

30年了，对于圆形的食品，杨苏勤一直
食用不方便。他说，没有爱人他就吃不了
坚果、西瓜和鸡蛋。除了饮食，刘香玉还每
天帮他洗脸、穿衣服、系鞋带。

30年了，这个家庭的经济一直由杨苏
勤管理着。几年前，当他们有了十几万元积
蓄时，杨苏勤买了一辆汽车。“跟着我，她吃
了太多苦。有条件了，就为她改善一些。”

刘香玉，成了杨苏勤每天上山下乡的
专职司机。

孝亲模范

两人的幸福让人羡慕。他们的幸福不
仅在事业的追求上和平凡的爱情生活里，
也体现在对老人的孝敬上。

俗话说，久病床前无孝子。杨苏勤的
父亲因双目失明 ，在床上一躺就是三年，
刘香玉像女儿一样悉心照料；婆婆心脏病
发作时，刘香玉喂饭喂药，不离左右。这些
事情，邻居们都看在眼里。

杨苏勤母亲去世前的最后一句话，是
对儿子的叮嘱：“儿啊，不能让媳妇在咱家
受半点儿委屈。”

杨苏勤也是一个真汉子。自从有了摩
托车后，他们每月都会到林州看望岳父母
两三次。其间，岳父做癌症手术，岳母做胆
囊破裂切除手术时，杨苏勤一直在床前侍
候。2014年，杨苏勤更是把年近八旬的岳
父母从林州农村接到辉县城里，义无反顾
担负起赡养义务。

岳父母感动了，“俺闺女没选错人！”
爱人的帮助和支持，也让杨苏勤一门

心思扑到了工作中去。30年来，他经常和
电力工人一起露营野外。大雪封山时，他
也经常和抢险突击队几天几夜在山里抢
修、巡线……

幸福是奋斗出来的。30年来，杨苏勤
在摄影事业上收获了累累硕果。迄今，他
有两万余图片在全国各级新闻媒体发表，
百余幅作品获国家和省部级荣誉。他也先
后加入了河南省摄影家协会、中国电力摄
影家协会……

2018年 5月，杨苏勤的家庭还先后被
评为河南省“最美家庭”和全国“最美家
庭”。

幸福是什么？当记者拿开头的问题来
问杨苏勤时，这个木讷的男人说了一句很浪
漫的话：“今生遇到好姑娘——刘香玉。”1

□王剑

一

公元前 265年夏的一个傍晚，凉
风习习。赵国都城邯郸的一处民宅
里，一个年轻人与他的父亲正在进行
一场对话。

年轻人问：“耕田能获利多少？”
父亲答：“十倍。”

“贩运珠宝呢？”年轻人又问。父
亲答：“百倍。”

年轻人往前凑了凑，压低声音问
道：“那么，立一个国家的君主，掌管
天下钱粮，会获利多少呢？”父亲心里
一惊，“太多了，无法计算。”

年轻人得意地笑了。停了一会
儿，他神秘地对父亲说：“我手头上就
有一件奇货，可以囤积起来，等待高
价售出。”

这年轻人，就是大名鼎鼎的商人
吕不韦，卫国濮阳（今安阳滑县）人，
早年做食盐、战马生意起家。别看他
只有 28岁，但在赵国，他可是一位身
价千万、手眼通天的人物。

吕不韦手中的这件“奇货”，不是
货物，而是一个人——秦国质押在赵
国的公子异人（子楚）。他的儿子更有
名，就是后来威震天下的秦王嬴政。

二

异人是秦国太子安国君庶出的
儿子。安国君有20多个儿子，异人排
行居中，爹不疼娘不爱的，不然也不
会把他扔在赵国当人质。然而，就是
这样一位穷困落魄的秦国公子，吕不
韦决定用金钱资助他登上王位。

吕不韦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很
简单，他要改变自己的社会地位。大
家知道，中国古代“重农抑商”。商人
虽然很有钱，但社会地位却很低下。
士农工商，商人永远排在最后一位。

然而，要做成此事，却需要眼光、
谋略和执行力。吕不韦先是找到异
人，拿出五百金，让他在赵国结交宾
客。然后，吕不韦携带一车珠宝，亲自
去秦国游说，说服王后华阳夫人向赵

国要人，并最终确立异人为王位继承
人。吕不韦在秦赵两国之间穿针引
线，巧妙安排，终于让一桩庞大而复杂
的风险工程，无缝对接，成功告竣。

公元前249年，异人继位，为秦庄
襄王。吕不韦被任命为丞相，封文信
侯，食邑洛阳十万户。至此，商人吕不
韦的长线投资，获得了丰厚的回报，成
了中国历史上最牛的风险投资人。

三

秦王政元年（前246年），吕不韦站
在咸阳宫的台阶上陷入了深思。天下
纷乱日久，他这个丞相能做些什么呢？

吕不韦首先要解决的是粮食问
题。为长远计，吕不韦果断拍板，于是
郑国渠和都江堰工程同时开建。两大
水利工程的修建，使关中和巴蜀成了秦
国的大粮仓，民食军粮得到充分补给，
秦国的经济实力大大超过山东六国。

接着，吕不韦开始搞活市场。他
设立了一种“太平仓”，丰收之年，农
民可以将自己多余的粮食卖给“太平
仓”，收益非常可观；歉收之年，农民
又可以在“太平仓”借到粮食，所付的
利息却非常低。此外，吕不韦大力提
倡商业贸易，规定商人在秦国从事商
业贸易，可以不交税，不服劳役，赚
钱后还可以用钱买到爵位。一时间，
秦国的商业贸易达到了空前繁荣。

最后，吕不韦在军队推行“义兵”
新理念。此前，秦国施行的是“计首授
爵”“尚首功”的政策，就是在战争中以
斩获敌人首级的数量，来计赏军功。这
项政策提高了秦军的战斗力，但副作用
也很明显，就是杀戮过重。吕不韦敏锐
地看到了这一点，提出了“义兵”的概
念。所谓“义兵”，就是不扰民，不乱杀
人，攻入敌国后，要“不虐五谷，不掘坟
墓，不伐树木，不烧积聚，不焚室屋，不
取六畜”。因此，在吕不韦当政的13年
间，很少再见到大屠杀记录。

四

战国时期，招养门客的风气非常
盛行。吕不韦不断发出招贤令，以优厚

的待遇，聚揽天下英才。他门下宾客多
的时候，达三千人。吕不韦此举是为了
给秦国储备人才，“欲以并天下”。吕不
韦的门客中有一位顶级人物李斯，后来
当上了丞相，实际上就是秦王嬴政军事
统一和兴国方略的执行人。从这个意
义上说，吕不韦养门客的品位和水准，
在战国时期绝对是一流的。

这三千文士，都是当时的思想精
英。吕不韦除了好吃好喝招待外，还
在咸阳最繁华的地方设立高层论坛，
让这些门客公开辩论，他自己也经常
参与门客们的辩论。不同思想的一
次次碰撞，迸发出了惊人的智慧火
花。吕不韦命令这些才辩之士把自
己的所见所闻和所思所想记下来。
他亲自担任主编，把这些睿智言论编
成一书，有八览六论十二纪，共 20多
万字，取名《吕氏春秋》。

成书之后，吕不韦命人把书的内
容写在布匹上，张贴在咸阳的城门

外，旁边还悬挂着一千金的赏金。然
后，遍请诸侯各国的游士宾客前去审
读，声称能增删改动一字者赏千金。
但是，直到最后，也没有一个人能够
领到这笔奖金。

秦王政十年（前 237年），吕不韦
因受一桩叛乱事件的牵连，被免去丞
相职务，遣往洛阳。不久，吕不韦喝
下一杯毒酒，自杀了。

吕不韦的墓，位于偃师市首阳山
镇大冢头村东。墓冢虽已残损，长满
荒草，但仍葆有一种岿然气势。离墓
冢不远，有一座首阳山，据说是伯夷
叔齐当年隐居的地方。

吕不韦去了，带着他曾经的风雨和
传奇。这个最富商业头脑的人，算来算
去，最终也没算准自己的命运。8

□张旭长

“江南老弟，我的两个大棚弄好
了，你一定要抽空过来指导指导啊！”
阳春三月，草长莺飞。村民谢军定的
两个香菇大棚刚启用，就急忙给赵江
南打去了电话。

“我一会儿就去！”赵江南挂了电
话，安排好员工替他到外地送货，就赶
去了。

虽然谢军定比赵江南年长十几
岁，但却是赵江南的学生，从香菇种植
到销售，样样事儿都要请教赵江南。
在赵江南的帮助下，他这两年已收入
了 10多万元，还信心满满地扩大了香
菇种植规模。

90后的赵江南，家住平顶山湛河
区谢庄村，他从事香菇种植才四年时
间，却硬是靠着自己的勤奋和执着，成
了当地有名的香菇种植“土专家”。

早年的赵江南一直在深圳打工，
也有着一份不菲的收入。2016 年春
节，他回家过年时，发现父亲愁眉苦
脸。一问，才知道父亲和别人合伙种
植了两大棚香菇，但香菇刚一露头，菌
棒就开始腐烂，直接损失6万余元。

看着父亲为难的样子，赵江南决定
留在家里摸索技术，把香菇种好。他查
阅了大量书籍，请教了区农业部门的专
家，走访了周边的 10余个香菇种植大
户，不仅弄清了菌棒病变的主要原因，
还学到了很多预防病变的知识。于是，
春节没过完，他就走进香菇大棚，把所
有的老菌棒全部运到野外掩埋，并对大
棚里里外外进行了全面深翻消杀……

经赵江南种植的香菇，当年就获
得了丰产。然而，就在人们纷纷夸赞
他有出息时，赵江南却看着满棚大小
不一、厚薄不匀的香菇陷入了沉思。

“要种就种出品质来。”赵江南知

道，很多技能的掌握根本离不开实践。
于是，第二年开春，他就来到浙江丽水，
以打工仔的身份到香菇种植基地学
艺。那些日子，白天他踏实勤奋，不懂
就问，学习种植技巧；晚上他就通过网
络、书本领悟理论知识。一年一晃而
过，赵江南不仅掌握了大量经验，还结
交了很多香菇种植能手和经销商。

2018年春节，赵江南再次返回家
乡时，果断地流转了20余亩土地，发展
了 30余个大棚。为保证香菇的品质，
赵江南严格按照有机香菇的种植标准，
购买原材料、肥料和菌种。肥料添加精
确到克，菌棒注水严控天数、时段，遇到
疑难问题，及时电话向行家请教。当
年，赵江南的香菇棚里，一行行菌棒排
列整齐，香菇个个体圆齐整、菌伞肥厚，
引来不少学习经验的同行,赵江南高兴
地把技术分享给了大家。当年9月，在
朋友的引荐下，赵江南带着一大袋香菇
参加了在杭州市举办的农产品博览会，
被一家外贸公司选中。通过实地考察，
该公司直接与赵江南签订了供货协议，
要求赵江南严格按现有模式种植，每年
提供不少于5000公斤的新鲜干菇用于
欧美的外贸销售……

“去年，我仅外贸销售的香菇就有
8000多公斤！”赵江南自豪地说。

不仅如此。这两年，跟着赵江南一
块儿走上香菇种植致富路的群众已有
10余户，种植面积达 150余亩。赵江
南不仅悉心指导种植技术，还积极帮他
们打通销路，开拓市场，成了这些种植
户眼里的“小老师”和“土专家”。

很多人曾问赵江南当初为什么放
弃外地的高收入，而选择了在家当“土
专家”，赵江南说：“在外打工只能富我
一个人，在家创业却能够带动一片
人。所以我认为，当‘土专家’更能体
现我的价值。”8

奇人吕不韦

□本报记者 刘向东 本报通讯员 翟京元

幸福是什么？歌德说，人的幸福，在于
心的幸福。在辉县市太行山脚下，独臂摄
影师杨苏勤为他的幸福做了注解：和对的
人，以彼此都舒服的方式一起过日子。

许多年了，无论是患难之交的爱情，还
是柴米油盐的平凡；无论是深山跋涉的创
作，还是荣誉加身的自豪，杨苏勤用真挚的
爱、执着的坚守，走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幸
福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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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记忆

□杨林防

我 的 母 亲 80
多岁了。没事儿的
时候，她仍喜欢戴
着老花镜，坐在缝
纫 机 前 缝 制 鞋 垫
儿。缝纫机的声响
和着窗外清脆的鸟
鸣，奏响了一曲老

骥伏枥的乐章。
母亲是村里的老裁缝。她从小跟

着外祖母做针线活儿，练就了一双巧
手。母亲 18岁时，听说安阳城内公私
合营后的一家老裁缝店要招收农村学
徒班，就带着家里东拼西凑来的学费，
进城报了名。母亲至今记得师傅当年
鼓励学徒们的话：新中国让老百姓过
上了新生活，不仅城里人的穿衣款式
新了，农村人的穿衣也要变，你们学裁
缝赶上了好时候。

母亲学得很用心，学成后就回村
做起了裁缝。后来，母亲嫁给了当煤矿
工人的父亲，带着借来的缝纫机来到我
们村，在生产队做裁缝挣工分。接下来
的日子里，母亲还真给偏僻的平原村庄
吹来了一股穿衣新风，妇女们由大开襟
褂子变成了有两个兜的对襟褂子；男人
们渐渐穿上了有三个兜的学生装、四个
兜的军便装和四个吊兜的中山装。虽
然布料还是自家纺织的染色老粗布，但
是个个觉得洋气起来。

没过多久，亲戚家心疼缝纫机，把
缝纫机要走了。母亲与父亲合计后，咬
牙凑钱，托人买来一台上世纪60年代开
封缝纫机厂生产的“向阳”牌缝纫机。自
然，这台缝纫机成为我家的宝贝疙瘩，母
亲每天都要把它擦拭得干干净净。

母亲的手艺好，不仅本村人来做
衣服，外村人也慕名而来。每天一大
早，生产队上工的钟声还未敲响，母亲
已经踩着缝纫机给村里人做衣服了。
缝纫机的“嗒嗒”声似冲锋号角从小屋
传出，满院生机盎然。那些年，我们姐
弟伴随着缝纫机声起床洗漱，背着书
包去上学。

母亲干活利索，缝纫机也争气，不
曾出过啥大毛病。不管是染成黑色、
蓝色、土黄色的老粗布，还是后来的劳
动布、的确良等“洋布”，缝纫机没有挑
肥拣瘦，针脚细密而严实。衣服合身
好看，人们的心情也舒畅。

每天中午，是母亲最忙的时候。
村里人利用中午生产队歇工的时间，
拿着家里磨破的衣服来让母亲缝补。
缝补丁时，需要用手推着衣服绕着缝
纫机针转圈，一中午下来，常让母亲头
晕心烦。不过，破衣服缝上圆补丁，又
能让人们穿一段时间，正应了当年人
们穿衣方面的顺口溜：新三年，旧三
年，缝缝补补又三年。

事物总是在不经意间发展变化，
往往让人感到始料不及又充满欣喜。
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之后，村里
人家的日子渐渐宽裕了，缝纫机仿佛
一夜间“飞入寻常百姓家”。村里不少
年轻姑娘学会了裁缝，比着城里人的
穿衣做起了喇叭裤、夹克衫。上世纪
90年代初，我去南方上大学，开学前，
母亲和两个姐姐分工合作，为我缝制
了一套咖啡色的西服。缝纫机的“嗒
嗒”声像荡起的双桨，奏响青春欢乐的
歌谣，充满祝福，又含着不舍。我羞涩
地第一次穿上西服，在拘谨中突然感
觉自己长大了。

到了新世纪，市场上各种新潮新
款服装琳琅满目，满足了人们多样化、
个性化的穿衣需求，各家的缝纫机成
了无用武之地的摆设。尤其是年轻人
赶着潮流，穿衣越来越时尚别致。这
几年，看到有的年轻女孩穿的牛仔裤
有洞洞，母亲说：“闺女，我给你缝个补
丁吧。”引来年轻人一片笑声。得知这
是一种流行款式，母亲感慨时代不同
了。

母亲依然把缝纫机擦拭得一尘不
染，缝纫机随时处于整装待命状态。
阳光明媚的日子，母亲戴上老花镜，用

“古董级”的缝纫机制作鞋垫儿。我们
姐弟不管走到哪里，脚下都有母亲缝
制的鞋垫儿陪伴，心中涌荡着满满的
爱意，那样的温馨与幸福。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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