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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伟忠

杨绾（718—777），大唐宰相杨再思
之弟、户部侍郎杨温玉之孙，也是唐代宗
时期的一代名相。其六世祖北魏吕州刺
史杨歧徙居原武，故为弘农杨氏原武房
人（今原阳县杨大寨村人）。

杨绾天生聪慧,才识过人。四岁时,
他便在诸多兄弟之中显露出机敏和才
识。一天夜里，家人设宴招待宾朋。宴
席上，行酒令游戏，要求在席的每个人任
意说出房间的一个物件，并用四个字来
说明它的特点。还没等众宾客开口,杨
绾立即就指着铁灯树说：“灯盏柄曲。”当

时，满座震惊。
长大后，杨绾好学不倦，博通经史,

九流七略,无不遍览,特别擅长文辞,文
思清丽高远。

杨绾考中进士后，调补太子正字。
天宝十三年（754），唐玄宗亲临勤政殿，
对博通典坟、洞晓玄经、辞藻宏丽、军谋
出众四个科目的人才进行考试，最后，对
举辞藻宏丽科的前三名加试诗赋各一
首，杨绾获得第一名，被破格授任右拾
遗。

杨绾处事公允。《旧唐书·杨绾传》记
载，天宝末年（755）,安禄山反叛,唐肃宗
在灵武即位。杨绾冒死从贼营中赶赴灵
武，深得朝廷赏识，被授职起居舍人、知
制诰，历官司勋员外郎、职方郎中，仍掌
诰书之事，又迁中书舍人，兼修国史。后
来，迁任礼部侍郎。任中书舍人时,按以
往惯例,资历深的中书舍人称作阁老,官
署中的杂料钱五分之四都分配给阁老所
有。但是，杨绾认为品级官秩同列的,杂
料钱应平均分配。他这个做法，深受同
僚称赞。

杨绾质性贞廉，生活俭朴。他平素
生活中以俭朴自乐，从不留心经营家产,
过问生计。虽然担任显贵要职多年,却
没有一处住宅，所得俸禄,也按月分给亲
戚故旧。大历年间,杨绾德行声望愈来
愈高,天下高雅正直之人争来拜访,以致
有人从数千里之外前来拜访学习。杨绾
用廉洁的德行镇服了当时的风雅之士和
流俗之人,人们将他与杨震、邴吉、山涛、

谢安等名士相提并论。
大历十二年（777），代宗拜杨绾为中

书侍郎、同中书门下事、集贤殿崇文馆大
学士，兼修国史。当时，社会上奢侈之风
盛行。当宰相不过几个月，慑于杨绾的
威望，不良的官场风气迅速得到改观。

据《旧唐书》记载：唐代宗时的御史
中丞崔宽，是剑南西川节度使崔宁的弟
弟，家中豪富无比。当时，他正在皇城
南边建造一座富丽堂皇的别墅。别墅
里面，池塘馆舍，亭台楼榭,号称天下第
一。当他一听说杨绾拜相时，当天就拆
除了别墅。中书令郭子仪在邠州行营
驻扎，听闻杨绾拜为宰相，座内所设音
乐规格，马上减掉五分之四。京兆尹黎
干，因为平素受到皇帝恩宠，每次出行
的车马动辄上百辆，排场宏大。听说杨
绾为相，也于当日就把随行车马减少到
十辆。一时间，望风变奢从俭的人，不
可胜数。

可惜，天不假年。大历十二年（777
年）七月，杨绾逝于长安。杨绾去世后，
代宗深深痛惜，对群臣说：“天不使朕致
太平，何夺我杨绾之速也！”

杨绾一生清正廉明，生活俭朴，不仅
为代宗所重用，也深得朝野之众望。《新
唐书》评价他“以德服人，而人自化，可谓
贤矣”。乾隆皇帝曾评价他说：“唐杨绾
相代宗，制日之下，朝野相贺。郭子仪减
声乐，黎干省雏从，崔宽第舍宏奢，亟毁
撤之。盖绾之清名俭德，其足率乎人者
如此。”8

□赵雪

“萌萌的毛毛虫经多次蜕皮，就会变
成适应环境且充满能量的蛹，进而羽化成
美丽的蝴蝶……”在河南大学“卓越生科
沙龙”上，棉花生物学国家重点实验室主
任周树堂教授正为 500 余名师生阐发
《“化蝶”的启示》。

互动阶段，学生提问：“您当时已在省
直单位有着稳定工作，为什么还要辞职留
学？”

“河南地处亚热带到暖温带的过渡
带，有适宜农作物病虫发生危害的生态
环境，农作物的产量和品质常受到害虫
的威胁，害虫防治不能仅依赖农药来解
决。我试图通过研究害虫灾变的遗传机
制，发展绿色防控的理论和方法。”回想
当年立志科研报国的理想追求，周树堂
回答。

时光回到20年前。从植物保护专业

本科毕业、已工作 10余年的周树堂获悉
加拿大皇后大学的杰瑞·怀亚特院士在相
关方向研究颇有建树时，毅然选择飞往海
外深造，攻读硕博学位。

加拿大的冬天，风肆雪虐。凌晨两
点钟，做完实验准备回住所的周树堂发
现大雪封门，他索性继续在实验室里做
实验。第二天清晨，导师看见在阅读室
睡着的周树堂惊讶不已，心疼的同时，越
发对这个勤奋刻苦的中国学生充满了喜
爱与赞赏。

做实验、读文献、写论文……那是一
段艰辛充实的日子。9年前，学成归来的
周树堂，选择报效家乡来到河大。年逾不
惑的周树堂依然很拼，组建团队，购置仪
器设备，手把手带着学生做实验，每天工
作到深夜。2016年临近春节，团队成员
都已回家过年，为了确保虫源供应不影响
新学期的实验，周树堂坚守在冰冷的实验
室里，独自看护着那个植物—昆虫互作平
台。

实验室步入正轨，他在 2016至 2018
三年内获批两个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
项目：《飞蝗对环境变化生殖适应的内分
泌调控机制研究》《群居型飞蝗迁飞的分
子调控机制》，并在国际主流期刊发表多
篇论文……

2019年 10月 1日，庆祝中华人民共
和国成立70周年大会在天安门广场隆重
举行。东侧观礼台上，周树堂深情地凝望
着鲜艳的五星红旗在国歌声中冉冉升起，
他心潮澎湃。“能够参加国庆现场观礼，是
我人生中最美好的记忆。这不仅是我个
人的荣光，也是国家给予河大的重视。”回
想当时观礼情景，周树堂喜悦与激动之情
溢于言表。作为中组部邀请的河南高校

三位专家之一，周树堂对“初心”二字有了
更深刻的认识与理解。

去年 2月 14日，周树堂受命前往科
技部专题汇报省部共建国家重点实验室
筹建情况。没曾想，途中偶遇暴雪，滞留
在高铁站长达 5个小时。为了不耽误第
二天的汇报，他多次改签，终于在次日凌
晨抵京。当日上午，汇报工作如期进行。
岁末，从北京传来好消息，实验室顺利获
得科技部与河南省联合批准建设……

今年春季，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期间，
周树堂将工作状态切换成“在线模式”，夜
以继日。

对于硕博学位均在国外完成的校特
聘教授张茜来说，初次写项目申请书，还
是有点忐忑。“从框架到结构，从思路到细
节，周老师都是悉心指导，甚至还逐字逐
句修改，申请书前前后后修改了八次。”当
提交的那一刻，张茜悬着的心才总算落
地。

“只要认准了目标，周老师就会率领
我们一往无前地干下去。”团队青年教师
宋佳晟被周树堂“钉钉子”的精神鼓舞着。

最慷慨的奉献，往往孕育着最丰厚的
收获。在周树堂的关爱与指导下，课题组
5位青年研究骨干全部获批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

沙龙接近尾声，又一名学生提问：“周
老师，您认为‘化蝶’对青年人的成长有何
启示？”

“一个人的成功，如同‘化蝶’：需要积
累、沉淀，譬如‘幼虫期’；要沉得住心、耐
得住寂寞，譬如‘蛹期’；会有痛苦的挣扎、
意志的磨炼，譬如‘破茧’。”

其实，许多年来，周树堂自己何尝不
是在破茧化蝶，实现美丽的蜕变呢！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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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记忆 □杨林防

芒种见麦茬，是中原地区的
一句农谚，意思是芒种节气前后，
就开镰收割麦子了。

我的儿时，是上世纪 80年代
初。芒种前，村里人都会赶集购
买镰刀、麦杈、木锹等收麦农具。
赶集回来后，人们又会忙着平整
打麦场，把土层锄松，洒上水，从
家里取来上年积存的麦秸麦糠，
撒上一层，然后，牵着驴或骡拉着
石磙子开始碾场。这些做好后，
过不了三五天，就该割麦了。

骄阳下挥镰割麦是个体力活
儿，一天下来，体力再好的人也会
感到腰酸腿胀。穷人的孩子早当
家，12岁时我就能顶个小劳力割
麦了。记得那一年，是农村实行
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第一年，村里
村外都洋溢着丰收的气息。家里
人除父亲在煤矿工作、二哥备战
中考外，都鼓足了劲儿投入到了
收麦中。除了割麦，我还得和大
哥一起把割好的麦子用板车拉到
打麦场上。

装满了小麦的板车有两米多
高、两米多宽、三四米长。用绳子
将板车前后两个挡架绑紧，两侧
也用绳子捆住，就像一座小山
包。那时我正上初中，乡村的学
校还有7天麦假。在麦田里，装好
车，我从上面跳下来，驾起车把，
感觉了一下，对大哥说：“让我拉
吧。”大哥说：“拉得动吗？”我说：

“能！”我挎上背带，驾起车把，大
哥拉着帮套，车子出了麦田，走在
砂土路的乡村大道上，一步一个
脚印地拉着往打麦场走。

我们家的打麦场在村北头，
而麦田则在村南边，中间要过一

座汤河桥，拉一趟，少说得五里
地。每次拉着麦车走到汤河桥
时，心疼我的哥都会和我换换，他
驾车，我拉帮套。

娘更是心疼我，给我拿了一
副帆布手套。这是父亲在煤矿上
班时节攒下来的劳保用品，娘都
舍不得让哥姐戴。娘说：“你的肉
嫩，戴上手套，别磨出水泡。”我就
像得到一件新衣服一样兴奋，干
劲很足。那时候，村里人很少有
干活戴手套的，戴手套干活算得
上是一种奢侈。那些天每天晚上
睡觉时，我都会把手套叠好放在
枕头下面。

那一天天刚亮，我就被哥叫
醒了，他说：“咱得赶紧拉，争取
今天多拉两趟。”生长在农村，我
知道趁着天好“虎口夺粮”的道
理，边穿衣服边说：“中！”来到地
里，娘和两个姐姐割得快，大哥
和我装车快，走路拉车也快。中
午饭是在地头吃的油条，喝的凉
开水，晚上最后一趟拉到打麦
场，天已经大黑了，星光下，把麦
子卸完后，已经筋疲力尽了。回
到家，准备吃饭时，我突然发现
手套不见了，我和大哥拿着手电
筒去路上找，一直走到打麦场，
也没找到，大哥说：“找不到了，
别费电池了。”我的眼泪立马流
了下来，一边走一边抽泣，到家
饭也不想吃，娘说：“丢就丢了，
咱家还有一副旧的，明天戴上。”
哥也说：“快吃饭吧，明天还得接
着干活哩。”

晚饭后，我和哥抱着被子去
打麦场“看场”，睡梦中，自己找到
了手套，正兴奋着，被叫醒了，天
刚刚亮，哥说：“快起，今天是阴
天，咱得抓紧干，一下雨就麻烦

了。”我俩到地里时，娘和两个姐
姐都已经在割麦了。又连续干了
三天，我家九亩多责任田的小麦
才算收完。

接下来，是晒麦。早上把麦
子摊开，中午正热时翻一遍，哥顶
着烈日用麦杈翻晒麦子时，发现
了丢失的手套。我拿到失而复得
的手套，高兴得直接蹦了起来。

麦子暴晒了两天，安装好打
麦机，开始打麦。我和大姐用麦
杈往打麦机旁堆麦子，大哥往打
麦机里送麦子，二姐用铁耙子把
打出的麦粒和麦糠扒出来，娘负
责把打出的麦秸垛起来，五个人
密切配合干了一个上午，每个人
都变成了土人，嘴里鼻子里耳朵
里全是灰土。

麦子打完后，扬场就是最后
一道工序。扬场要趁风，用麦锹
把打好的“麦温子”扬起来，麦糠
被风吹走，麦粒落下来，“会扬
的，一条线；不会扬的，一大片。”
大哥出校门不久，还干不好这个
活儿，娘请来一个好把式。那一
年，我们家九亩地收了三千多斤
麦子，交了公粮，还清了以前欠
别人家的麦子，还剩下两千斤，
我们的粮缸破天荒第一次装满
了。娘高兴地说：“咱们家也能
全年吃白面馍了。”也就是从那
一年开始，我们家告别了吃黄面
窝头的生活。

进入新时代，农业机械化程
度大幅提升，麦收时节，放眼麦
田，映入眼帘的是往来穿梭的大
型收割机。这些年，娘在家里还
耕作着一亩责任田。一亩麦田，
收割机进地，说话间就割完了，能
收一千多斤麦子。

麦子丰收了，娘笑了。8

□本报记者 刘向东
本报通讯员 封德 王玉贵

一

西峡县二郎坪镇蒿坪村，一个四面环
山的小山村。蜿蜒曲折的乡间小道上，丈
夫背着药箱，妻子拿着听诊器和血压计，
相伴而行。

丈夫李建豪，妻子杨丽，一对儿 80后
夫妻。15 年了，他们有过不止一次走出
大山的机会，但至今，他们仍住在山坳里
那个既是家又是村卫生所的两层小楼里，
一边在田间劳作，一边为村民诊治疾病。

妻子杨丽的娘家在平原地区。问她
有没有为嫁到山沟里后悔过，她说，曾经
后悔过，但她和丈夫一样明白：这里的乡
亲们需要他们。

在这个山沟里，李建豪家已三代行
医。爷爷那辈儿从叶县逃荒而来，凭着一
手中医技艺，爷爷常利用中草药为村民治
病。李建豪的父亲则是卫校毕业后，回村
开始行医之路，今年 9月，行医 36年的他
将面临退休。“从我记事儿起，父亲就常半
夜三更起床翻山越岭为村民看病。”李建
豪说，精通中医的爷爷和父亲，不知为乡
亲们看过多少病，将多少患者从死亡线上
拉了回来。

二

受爷爷和父亲的影响，李建豪自幼对学医情有独钟，他初中毕业
后，报考了南阳卫校并被顺利录取。“当初选择学医，一方面是受家庭
影响，另一方面是因为俺们村地理位置偏僻，缺医少药，人们头疼脑
热看病很不方便，加上父亲一年年老去，他的事业终归是要有人来继
承的。”

和李建豪同岁的杨丽是方城县人，她的奶奶是村里的老卫生员，
母亲也在家中开办有小诊所。同样是受家庭影响，杨丽从小就对学
医一往情深……

在南阳卫校，他们是同班同学。
共同的学习经历，相同的家庭背景，让李建豪和杨丽这两个情窦

初开的年轻人坠入爱河。2002年夏天，他们双双以优秀成绩毕业，凭
着成绩和表现，他们完全有条件留在城市工作，但他们却携手回到了
蒿坪村。

看似简单的经历，其实是坎坷的路程。身为父母掌上明珠的杨
丽，早在毕业前，家里就已在县城给她找好了工作，“他们怎能忍心让
我嫁到一个连摩托车都骑不进去的山沟里呢？”杨丽说，她能够留下
来，不仅是因为爱情，更多的还是山里人的淳朴让她动容。

“杨丽刚嫁过来的那几年，我俩去给人家治病，无论走到谁家，都
会给我们烧一碗鸡蛋茶。这在当时，可都是贵客待遇啊！”李建豪说，
他们夫妻刚刚携手为村民诊病时，村村通的水泥路还没有，他们就是
靠着一双脚板翻山越岭，走村串户。

15年来，虽然他们的足迹只是在 5平方公里之内，但他们的医疗
技能也在不断提高。如今的李建豪是乡村主治医师，杨丽则是执业
助理医师和健康管理师。

共同的理想和行动，也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他们的家庭。他们的
两个儿子，一个刚上初中，一个还在上小学，可他们已开始对学医有
了兴趣。“俺俩也一直有一个愿望，等老的时候，至少能有一个儿子留
在这山村行医。”李建豪笑着说。

三

蒿坪村，距县城 65公里，离最近的集镇也有 18公里。这里，最高
海拔 1200米，7个村民小组 686人散居在大山深处的沟沟壑壑中。

随着农村医疗制度的改革，目前李建豪和杨丽在为村民建立健
康档案的同时，还进行医疗巡访、提供日常健康服务。“看似村医的作
用小了，其实不然。主要还是看你愿不愿意多为群众操心。”李建豪
说，随着这些年城镇化步伐的加快，留守在村里的大多是老人，“他们
的健康理念越来越强，也想像城里人一样活出质量。”

“只有他们延年益寿了，才能享受社会发展的成果。”夫妻俩每天
奔走在为乡亲们巡护健康的路上。说起他们的直接服务对象，李建
豪清楚明了：“俺村有 94个高血压患者、21个糖尿病患者，2个精神病
患者……除了定期对他们进行家访，平时只要他们有谁身体不好，我
俩都随叫随到。”

这些年，随着国家医疗惠民政策的推行，镇卫生院每年要为 65岁
以上的老人体检一次，组织全村近 300个老人到卫生院体检，也成了
李建豪和杨丽每年的一件大事，往往是头天夜里提前给老人们打电
话预约，第二天再开车接送那些行动不便的老人到镇上体检，一个

“体检季”下来，需要月余时间。在这个过程中，李建豪两口除了搭时
间、赔汽油钱，还经常要为那些老人们提供午餐……

在蒿坪村，因为健康原因致贫的贫困户不少。对全村的 17户贫
困户，夫妻俩可没少操心。前不久的一天，李建豪和杨丽来到五保贫
困户李明洲家中巡诊时，恰遇李明洲病重大小便失禁，拉在了床上。
夫妻俩不仅为老人诊病，还帮老人收拾床铺，更换了衣服，把自己家
做好的饭菜给老人送去。这些天，老人的身体状况好转了，李建豪又
去集镇上为他买回了日常生活用品，感动得老人逢人便说，自己一生
无儿无女，李建豪和杨丽就是他的儿女……

“在这山旮旯里，俺俩真的就是病人的靠山。当大山里的人们都
能健康地生活时，俺俩就有了成就感。”杨丽说。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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