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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深处

□刘昌武

在诸多牲畜中，我从未间断对牛的情有独钟。
且不说生肖属牛、穿牛皮鞋、吃酱牛肉喝牛奶、看西部牛仔

电影等，很多人还共存偶尔吹吹牛、钻牛角尖儿之类的通病。
南亚部分国家还有饮牛尿以涤荡身心、治百病（注：牛尿，味苦、
辛，微温，无毒。治水肿、腹胀等，利不便）的习俗。全览四海，
环顾四季，牛的气息泽被众生。

有人形容另一个人坏脾气，说动辄生气，瞪着一双牛眼。
我很认真地观察过牛的眼睛，澄澈而透明，水汪汪的毫无凶恶
霸气，老牛的眼神甚至很慈蔼；牛犊的双眼则活泛着呆萌和幼
稚的狡黠。

牛是充满灵性和感情的动物。我小时候在农村长大，分别
和猪狗驴羊角过力，冷不丁学一下它们的叫声，真实得会让对
方很错愕，甚至作出过激反应。但牛不会，牛处变不惊，面对穷
撩漠然视之，不动声色。老成持重的牛心宽体胖，温厚练达，与
主人相依为命，甚至留下“诲盗”仙女裙钗、促成美满姻缘的佳
话。相处久了，牛会萌生与人接通的灵性和情感。爷爷说，家
牛不踩人。我曾在骄阳似火的打麦场上，看到一个尚在爬行期
的婴儿擅自误入牛椭圆形的碾麦轨道，那头老牛迈开的步伐悬
挺后轻轻放下，用鼻子闻了闻孩子，然后用头将他轻轻顶开。

爷爷说，要对牛好，收拾地里的活儿，如果没有牛使，就要
使人了；牛能干的活儿，人不一定能干好，因为牛不惜力。爷爷
一生勤劳本分，曾当过生产队仓库保管员和饲养员，熟谙每一
头牛的秉性和癖好。农忙时节，有别的生产队牲口不凑手，就
跨队过来跟队长商量借牛，但爷爷如果不同意，牵不走牛。

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原来靠吃大锅饭蔫了吧
唧的村民，像一棵棵浴雨重生的玉米棵子，突然乌黑油亮地支
棱起来，起早贪黑地莳弄自家田垄，日子一天天丰满挺拔，有的
甚至自行购买了牲口，以畜力代替人力耕作。豫东大地，一时
家家如是：或房前或屋后，牛，站着躺着，都是村里最扎实的风
景。牛蹚着露水默诵农谚，披着暮色预算收成，它的种子在春
天埋下，它的庄稼在秋天结果。生活是什么，除了奔走和劳作，
牛什么也不说。

我的父亲那时在城里上班。一个青草和蝉鸣在野外疯长
的夏日，他竟然用积攒下来的工资买回了一头小牛！那是一头
中原大地上典型的黄色耕牛的后裔，几个月大的样子，油亮的
毛发尚有些嫩色，澄澈的眼神里时刻有水在漾动。她或许跨过
若干乡镇甚至半个县域来到新家，不安的跳动和叫声里，甚至
能听出方言。初来乍到的陌生，离开母亲的慌乱，让她像一个
十来岁的女孩儿，串门儿滞留在了亲戚家。

我拿最关切的眼神和最新鲜的青草喂养她。在炽热阳光
下疯长的野草，叶片饱绽，经脉鲜明，在她的咀嚼里飘逸着田垄
的味道。我很享受她大快朵颐的神态，一遍一遍摩挲她平实的
脊梁，忍不住一把将她掬在怀里抱了起来。

父亲看到很高兴，说：“你每天抱抱她。今天能抱起来，明
天也能抱起来，牛一天天长大，你的力气也越来越大，就会成为
大力士！”

遗憾的是，因为入学，我没能坚持每天都再抱抱牛。
那年秋天，我随父亲进城上学。每天穿过街头氤氲着的烧

饼和卤肉的气息，穿过叫卖和呵斥、吵架的声浪上下学，浑身携
带着农村孩子的懵懂和无邪。我不关心课本，脑海里塞满家乡
的豆麦棵子、蚂蚱和螳螂溜圆的对视，当然还有那头魂牵梦萦
的牛。

小牛突然就长大了。临近春节再见到她的时候，小牛已长
成半大的成年牛，体格丰腴，四蹄粗硕，皮毛油亮。出乎我意料
的是，她已怀孕，清新的面庞上甚至能捕捉到青春孕期的羞赧
和母性乍临的不安。大年夜里，母亲说，牛已开始帮着干农活
了，和人一样辛苦，你去喂她吃过年的饺子吧。我摊开手把饺
子一个个放在她面前，牛棚里很温暖，我甚至看到她鼻翼上清
亮的汗珠。她闻了闻，望着我，然后很开心的样子开始吃饺子。

牛棚里弥漫着春节炮仗硝烟和牛粪好闻的味道。
我隔一两周就会从城里返乡一次，每次都会惊讶于她肚子

膨胀的速度。很快又到秋假了，房檐下的玉米遍体金光，形体
精致的燕子飞进飞出忙着育雏，院子里榴花胜火，牛在这个繁
忙之后盘点收获的季节临产了。

然而意外发生了。那么长的生产过程，她因牛犊体大难产
而耗尽全力，后来甚至娩出了胎盘。村医满头大汗竭尽所能，
最终摇了摇头走出牛棚。我看到母亲突然从堂屋里跑出来，一
下瘫坐在牛棚前，她心疼至极的哭喊，声音大到吓我一跳。一
头牛抵得上半个家当，牛是她用草料甚至饭食精心喂养的，拴
系着家人对未来生活最大的期冀和向往，突然像一个飘摇的肥
皂泡，牛陨落在秋天这个收获季节的深处，再觅已踪影全无。

暮色中的麻雀在光秃的枝头惊惶飞起，牛湿漉漉的头颅贴
紧地面，她已无力攥住最后一丝鼻息。

当了半辈子饲养员的爷爷，被这起事故击碎了所有自信，
每每陷入无底的自责，神情不振，像中军帐里感冒了的穆桂
英。后来索性引咎身退，在家中不再管事儿。

从此，我家再也没有养过牛。
每天抱抱牛，将它从小抱到大，每天不间断，最终我就能抱

起千斤重的大牛！父亲的这句话，我一直铭记着走过半生，在
有限的新闻生涯中记录真实、记录历史、记录每一片鲜活的叶
子，积存每一步踩下的印迹。文字就是我抱养终生的牛。1

为了大地丰收

1954 年，老马出生在鲁山县张良镇
西营村一个普通农民家庭，自幼聪慧，尤
其热爱研究植物。上世纪 70年代，高中
毕业的他，作为全村为数不多的“高学历”
知识分子，响应“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号
召回到村里，当上了蔬菜技术员。

“滚一身泥巴，炼一颗红心。”这是年
轻时老马信守的人生格言，也让他与土地
结下不解之缘。

上世纪 80 年代，鲁山县建设“三线
厂”，西营村担起了为工厂提供蔬菜的任
务。作为村里的蔬菜技术员，老马却愁眉
不展：村里人均耕地只有三分，祖祖辈辈
种粮食，种菜谁也不在行啊！

当时，粮食产量普遍较低，全国上下
都在为解决温饱问题而努力，吃菜，对普
通老百姓来说，还是件奢侈事儿。当地农
村只种白菜、萝卜、大葱等传统蔬菜，对番
茄、包菜、花菜等新品种从未接触过，育
苗、管理，也因技术原因一次次失败了。

老马有着一股子韧劲儿，他白天跟着
“老把式”学习管理技术，晚上就啃书本。
即使今天，无论出差到哪儿，他总是一下
车先去书店逛逛，蔬菜栽培技术的书籍更
是买了一摞又一摞。

一亩园，十亩田。在老马的指导下，
西营村及周边村落种植的蔬菜很快就有
了 1000多亩。这些蔬菜，已不再是萝卜
白菜，而是番茄、花菜，不仅保证了三线厂
的供应，更让当地的农民收入可观起来。

而踏入韭菜王国，则是缘于老马的一

次失败。当时，根据三线厂职工需求，冬
季需要供应一些韭菜。通过比较了解，老
马认为汉中的冬韭是一个比较好的品种，
便信心满满地去陕西买回了种子。虽然
精心播种，认真管理，却没有收获，甚至一
些田地连苗都没出。这次“事故”，让生产
队一下子少收入了近万元。要知道，当时
一个农民一天的工分也才值几毛钱。不
仅有人对老马冷嘲热讽，还有人让他赔偿
损失。

后来，老马通过向省农科院、河南农
大的老师请教才得知，他买的并不是真正
的汉中冬韭种子。但正是这次失败，让他
有了强烈的自己培育韭菜种子的愿望。
这个愿望，也像一颗种子，深深播进了他
的心田，让他走上了漫长的育种之路……

从事科研育种 40多年，老马采用把
现代高新技术与传统技术相结合的育种
方法，育成韭菜、萝卜等蔬菜新品种60多
个，其中极抗寒、不休眠、浅休眠等 28个
系列韭菜品种，已推广至我国31个省(区、
市)。

48个春节的值守

老马像对待自己的孩子一样对待每
一颗种子，科研人的艰辛和坚持都写在了
他黝黑的脸上。从单株到品系再到品种，
育出一个韭菜品种一般需要 8年以上的
时间，这其间意味着无数次的观察试验，
调查记录，数据分析。

农作物育种是一条漫长而又艰难的
路。长期从事韭菜育种的老马对此深有
体会，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失败远比成功

的次数多得多。
“做蔬菜育种以来，48个春节我都是

在试验田里度过的。”老马淡然地说。春
节是冬季较冷的时候，也是育苗的关键
期，记录不能停，更不能有丝毫马虎。为
此，近年来他虽然招聘了新员工，但他从
不让他们春节值守。

酷暑，骄阳炙烤大地，地表温度常常
高达 40摄氏度，老马蹲在滚烫的土地上
观察、测量。汗水顺着额头流下来，流到
眼睛里，蚊子叮了一个又一个包，他好像
全然不知。冬天，“火车头帽”是他的标
配。即便这样，耳朵还是年年被冻得流
血。“越是天冷的时候，越要观察，做好记
录，掌握它们抗寒性能的数据，才能培育
出优良品种。”老马回忆说，下雪的时候，
韭菜被深雪埋着，他通常早上5点左右就
来到地里，戴着头灯，小心地扒开雪仔细
观察。

在冰天雪地里摔了多少回跤，他也记
不清楚了。“有一次下大雪，天寒地冻路
滑，马老师的车都翻到了沟里。”当地农艺
师王艳斌回忆。

打造韭菜王国

在距离老马的育种基地不远处的任
店镇月庄村，一大早村民们就忙着收获新
一茬的韭菜，菜商们的运输车则排队等候
在地头等待装车。这些韭菜，第二天一早
便能出现在郑州、北京、上海等城市的超
市里。

曾经有一段时间，滥用农药的“毒韭
菜”严重威胁着人们的健康，更影响着韭

菜产业的发展。“培育好种子的根本目的
是让人们吃上绿色健康的蔬菜。”老马说，
2018年他特意流转土地 2000多亩，采用
绿色生态模式种植韭菜。结果当年韭菜
就大获丰收，供不应求，并获得中国绿色
食品认证。

韭菜种植是一个“短平快”的农业项
目，当年种植当年收益，一次栽种可连续
收获5年，且亩均收益都在万元以上。在
老马的带动下，周边村民纷纷开始学习种
植韭菜，附近乡镇发展的韭菜已近万亩，
直接让近千名农村剩余劳动力实现了就
近就业。

不仅村民有钱赚，韭菜产业也成了发
展村级集体经济的“金钥匙”。

韭菜浑身都是宝。它含有丰富的维
生素，具有补肾温阳、益肝健胃、行气理
血、润肠通便等功效。老马在培育优质种
子、扩大韭菜种植面积的同时，还与中国
农大等多个高校合作，进行韭菜健康食品
加工等全产业链研究应用。目前，韭菜挂
面已经问世且投放市场，而韭菜精油、脱
水韭菜、韭菜汁等健康食品正在研发当
中。

“既不断推出韭菜新品种、栽培新技
术，适应更多的地区种植，又要形成一二
三产业融合的韭菜产业链，践行研发和产
业一体化，为乡村振兴也出把力。”谈起未
来的规划，老马满怀信心。

论文写在大地上，初心扎根泥土里。
如今，年近七旬的老马依然蹲守在韭菜田
里，他常说：“一粒种子可以改变一个世
界，要把育种技术掌握在咱中国人自己手
里。”1

□翟传海

接战春来苦，孤城日渐危。

合围侔日晕，分守若鱼丽。

屡厌黄尘起，时将白羽挥。

裹疮犹出阵，饮血更登陴。

忠信应难敌，坚贞谅不移。

无人报天子，心计欲何施。

——（唐）张巡《守睢阳作》

一

公元 757年年底，睢阳(今商丘)城军
民已苦撑 10 余月。他们在张巡的指挥
下，与攻城叛军进行了大小四百余战，以
不足万人之众杀伤叛军二十余万。但终
因四顾无援，日渐艰危，他们逮雀掘鼠，

“人知必死，莫有叛者”。
张巡，唐景龙二年（708 年）生于邓

州。年幼聪明，才智过人的他，每写文章，
提笔落纸即成；壮年后，博览群书，知晓阵
法。开元末中进士，曾任真源县(今鹿邑)
等地县令，任内治绩优良，百姓安居乐业。

天宝十四年，那个比杨玉环大16岁、
且管她叫干娘的安禄山叛乱了。叛军所
到之处，守将或不战而逃或望风而降。叛
军进攻雍丘时，真源县令张巡却招募千
人，先行占领雍丘奋起抗叛。

张巡身先士卒，戴甲而食，裹伤复战，
率领将士屡屡打退叛军进攻，使叛军不得
不暂时退兵。过了两月，叛军再次来攻。
此时长安已失守，玄宗逃往四川，雍丘军
心动摇。城里几名很有声望的大将一起
找张巡劝降，张巡佯作答应。第二天，他

召集大家开会，堂上设天子画像，引这几
将于前，责以大义，当场斩首。自此，军心
大振，誓言守城。

坚守雍丘一年多，张巡接到睢阳太守
紧急文书，说叛军来攻睢阳，请他赶快援
救。张巡赶到睢阳，与太守合兵一处不过
6000余人。然而，张巡却以弱兵数千，拒
十三万叛军。唐肃宗李亨闻知后，诏拜张
巡为御史中丞、节度副使。

张巡官衔虽有了，但人马仍是原来的
人马。随着时间的推移，城外叛军越聚越
多，城里的守军越打越少。剩下 1600多
人时，城中断了粮食，士兵一个接一个饿
倒，连树皮和纸张都吃。危难之际，张巡
派人向节度使贺兰进明告急，请求援兵。
但贺兰进明惧怕叛军，又忌恨张巡声威，
竟袖手旁观不予相助。

“睢阳，江淮保障也，若弃之，贼乘胜
鼓而南，江淮必亡。”张巡借不到兵，只得
继续坚守，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直到最后
全城只剩 400余人，叛军用云梯攻城时，
城头上的守军饿得连拉弓箭的力气都没
有了……

睢阳城陷后，张巡被俘。叛军首领尹
子琦问张巡：“听说你督战时大声呼喊，眼
眶破裂、血流满面、牙都咬碎了，何至如此
呢?”张巡答：“我要用正气消灭逆贼，只是
力不从心而已。”

尹子琦大怒，用刀撬开张巡的嘴，发
现他满嘴只剩三四颗牙齿了。尹子琦佩
服他的气节，胁迫其投降，但张巡宁死不
屈。于是，张巡被杀，年仅49岁。

二

睢阳守卫战失败了，但这一战守护了
江淮半壁江山十月之久，牵制了数十万叛
军。也为唐军反攻、收复失地创造了条件，
最终实现了张巡“以寡击众，以弱制强……
保江淮以待陛下之师”的悲壮。因而，才
有了杜甫及万千民众从“国破山河在，城
春草木深”到“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
好还乡”！

唐军收复睢阳后因找不到张巡的尸
骨，将其“招魂而葬”于睢阳。唐肃宗下诏
褒赠其为扬州大都督，诏封邓国公。

张巡的壮举，一千多年来一直被后人
传颂，江淮、台湾地区以及东南亚等地的人

们称他为“张王爷”，像敬神一样敬奉着。

三

张巡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写下了一曲
悲壮之歌。

在雍丘时，叛军不断攻城，城内没有
了箭镞。张巡便令士兵扎上千草人，在深
夜裹以黑衣，用绳子从城头吊下。叛军见
了就铺天盖地向草人射击，直到天亮才发
现是些草人。待守军拉回草人，数万支箭
唾手而得。

有一天晚上，张巡选了五百死士，仍
用绳子吊下城。叛军以为又是草人骗箭，
笑而不理。死士们趁敌不备，直袭敌营。
叛军来不及组织抵抗，四下逃窜，一退十
几里……

守睢阳时，叛军在城外收麦以充军
粮。张巡擂鼓结集士兵，做出战的样子。
叛军见状，立刻停止收麦待战。张巡却止
住擂鼓，让军士做休息的样子。待叛军放
松了警惕，张巡才抓住时机大开城门突然
冲出，直捣叛军大营，斩将拔旗。

张巡想在尹子琦出阵指挥时射杀他，
但尹子琦平时上阵，总让几个人和他打扮
成一样，无法分辨。为此，在两军对阵时，
张巡让士兵向敌阵射击用野蒿削成的箭
支。叛军士兵拾到此箭，以为城里的箭用
光，急上前报告尹子琦。待尹子琦把蒿箭
刚拿到手，城头上的张巡立即吩咐身边的
神射手快箭直射。一箭过去，正中尹子琦
左眼，使其当即跌下马去。张巡趁机下令
出城冲杀，再一次打了个大胜仗。

一天夜晚，张巡叫士兵擂起战鼓。城
外叛军听到鼓声，连忙摆开阵势，准备迎
战。等到天亮，却还是没见守军出来。尹
子琦派人登上土山向城内眺望，只见城里
静悄悄，没什么动静，就命令士兵卸下盔
甲休息。叛军紧张了一宿，都倒头睡去。
就在这时，张巡带领骑兵同时从各个城门
杀出，分路猛冲敌营。叛军没有防备，顿
时大乱，又被守军杀了5000多人……

历史如烟。暗淡了刀光剑影，远去了
鼓角铮鸣，如今，坐落于商丘古城南门外
的张巡祠，是当地为纪念张巡，专门在其
墓地修建的陵园；邓州市花洲书院的“唐
忠臣封邓国公张巡故里”碑，距今已有
400多年的历史。8

□本报记者 刘向东
本报通讯员 杨沛洁 乔培珠

叶县任店镇一处韭菜园区，一畦畦

春韭绿意盎然。66岁的育种专家马金

海正和他的学生杨校飞做着韭菜生物学

特性研究。

这一畦畦韭菜，是老马的“韭菜品系

比较圃”。放眼望去，绿油油的韭菜外人

看不出有啥区别，可老马说，这些有十几

个品种。杨校飞接过了话茬儿：“我和马

老师早上6点就到试验田里了。今天主

要是调查 11个新品系韭菜的长势、抗病

性和叶宽、叶色、鞘色的差异。”

办公室里，科学实验记录本儿摞了

半人多高。老马已记不清培育过多少个

韭菜品种了，但 40多年的耕耘，写满执

着与艰辛……

老马和他的韭菜王国老马和他的韭菜王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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