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儿子小时候，为了省时省钱，我
都是在家里给他们理发。为此还置
买了一整套理发工具。

那时的理发推剪是手动的。刚
买来时，推剪也还好使，看着理发推
剪“蹭蹭”地推过儿子头皮，一撮撮
长发纷纷落地，我心中十分惬意，心
想：再也不用花钱、排队、枯坐在理
发店等候理发啦。但那推子用了几
次后，就不行了，不是涩涩地推不
动，就是咬着头发不松口。剪子下
面的儿子，被推子夹着头发，疼得龇
牙咧嘴，掉下眼泪。每当此时，我只
好就着他们的脑袋，拧下推剪的螺
丝，放松被紧咬的头发，胡乱地将推
剪修理一番，而后继续理发。后来，
一听说要理发，他们不是推三阻四，
就是以各种理由搪塞。

这样的情形一直持续到儿子们
上了初中。随着他们慢慢长大，爱
美之心日益增长，他们开始花钱到
理发店理发，再也不愿受我的推剪
之苦。从此，我的理发工作也算歇
业了，理发推剪闲置下来，慢慢生
锈，最后成了废品。

孙子两岁时，我退休赋闲，重操
旧业，开始给孙子理发。理发工具
也鸟枪换炮，推子变成了电动的，留
发长短可以自由选择，只需在推剪
刃上卡一塑料夹就行，也再未发生
过夹头发的事。孙子尚不懂美丑，
任你理个啥样儿算啥样儿，从不计

较。只是从开始理发到结束，他就
从未安分地坐在凳子上哪怕一分
钟，或莫名其妙地啼哭，或两只手不
停地挥舞。理一次发，不啻一家人
打了一仗。为此，我怅然慨叹，形容
一个人难缠，叫“他的头难剃”。事
实上，孙子的头还确实难剃，省他个
剃头钱还真是不容易。

随着社会的发展，服务业收费水
涨船高。记得我小时候，理发只是为
了去掉长头发，以使夏日不热，冬天
好戴帽子。于是，我的邻居三叔便派
上了用场。三叔是个巧手儿，农活儿
样样出色，还会编筐窝篓杀猪宰羊，
闲下来给人免费剃头。

于是，洋槐树下，打谷场边，在一
盆冒着腾腾白气的热水旁，三叔蹲在
地上磨刀霍霍。手动刀走，嚓嚓有
声。顷刻之间，一颗颗“光葫芦”在三
叔的手下出落成型。偶有谁的光头
有破皮津血，三叔会弯下腰，从地上
捏点儿浮土敷上去，一拍两散。

三叔也会剃新式样，我们叫“洋
头”。三叔剃的洋头，头顶上的长发
基本上原封不动，也无法动。他只
是将脑袋下半部的一圈刮光了事，
远远看去，剃过的头像一颗带樱萝
卜长在肩膀上。

那一年，我要上小学了，娘给了
我两毛钱，要我到街上剃头铺去。
那里理平头两毛，剃光头一毛五，当
然我要剃的是平头。剃头匠将一盆

别人洗头的剩水，再对上些许清水，
将我的脑袋摁进去，又抓了一把碱
面，捂到我头上一阵揉搓。眼睛一
阵酸辣，我扒开眼缝一看，眼前一盆
黑泥浆。

“文化大革命”时破“四旧”，剃
头铺子关了门，改由生产队觅人包
剃头。公家出二百斤粮食，麦秋粮
各一百斤，保一年全队大人孩子男
人无长发。那年岁，常常是剃头挑
子一扎下，大人小孩，人欢马叫，一
个个接受剃头匠的“检阅”。

改革开放后，各种各样的理发
店美容院遍地开花，各种各样的发
型颜色日新月异。当然理发的价钱
也日益飙升。一张脸、一颗脑袋往
往被分作数个部分，每个部分都有
每个部分的价位，如果一整套做下
来，没有个几百元钱，是走不出美容
店的。以至于一般剃头者如我，看
见金碧辉煌灯火通明的美容美发店
都没胆量迈进去。

朋友们纷纷嘲笑我，而我则窃
喜，我为自己有点理发手艺而感到
庆幸。我曾经对我老婆不无炫耀地
说：“账不可细算，一年下来，我光给
孙 子 理 发 这 一 项 ，得 省 咱 多 少 钱
啊？”老婆并不领情，她白了我一眼
说：“嘘，见过你那臭手艺。再说，大
家都跟你一样抠门儿，还叫不叫人
家理发师活了？中国经济还发不发
展了？”顿时，噎得我哑口无言。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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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夏日晴好。卢氏县范里镇易地扶贫搬
迁安置点内喜气洋洋。

迎亲的婚车已在路上，一袭婚纱的沈
玉凤坐在闺房里翘首以盼，母亲的“唠叨”
又在耳畔响起——

凤啊，苦日子总算熬出头了。景峰人很
好，你嫁过去后一定要孝敬公婆，好好珍惜
来之不易的好日子。还有啊，你俩还得多操
点心把饭店经营好。你俩的日子过好了，我
和你爸就心满意足了……

娇羞和幸福挂在沈玉凤脸上，一双明
眸水雾涟涟。

脱贫了，脱单了。大喜的日子里，往事
历历在目……

二

坐落在卢氏、洛宁两县交界大山深处
的王窑村，通往山外的是一条宽约 3米的
盘山路，人称“十八拐”。这里的村民，常
年过着“面朝黄土背朝天，晴天一身土、雨
天两腿泥”的生活。全村 81户人家，建档
立卡的贫困户就有 30户。沈玉凤家 5口
人，经济条件差，沈玉凤重病缠身，债台高
筑。脱贫攻坚战打响时，沈玉凤家被精准
识别为贫困户。

屋漏偏逢连阴雨。先天性膀胱外翻
属于罕见重症，发病率五万分之一，可病
魔偏偏找上了家庭困难的沈玉凤。十多
年来，弱小的她饱受疾病折磨，无法下
床，更无法上学。除了父亲带她外出求
医，她16岁前没有离开过家。

阴暗的屋子里，一张窄木床上，沈玉凤
度过了童年、少年时光。她曾无数次憧憬
过病好后走入山外的大千世界，然而16年
的求医之路却一次次让她绝望，她曾不止
一次有过轻生念头。

2016年 6月 12日，一个平常的日子。
这一天，扶贫干部入户了解到沈玉凤的情
况，当场向省会一家医院求助。随后，他们
带着沈玉凤去了郑州。

在郑州的 5个多月里，沈玉凤享受到
了国家相关扶贫政策的优惠补贴，甚至免
费治疗。“那份恩情，比天高、比海深啊！”提
及此事，沈玉凤双眸含泪。

经过一次次精心治疗，2018年，卧床
16年的沈玉凤重疾康复，在最美的年华里
涅槃重生，迎来人生曙光。

三

自然环境恶劣的王窑村，备受当地党
委和政府关注，他们把王窑村作为易地扶
贫整村搬迁试点。沈玉风一家，也于2018
年 5月分得了镇上一套 125平方米的搬迁
安置房，全家人住上了宽敞明亮的新居。

“做人不能忘本。不管啥时候，都要记
住党和政府对咱的好！”沈玉凤的父亲说，
政府的健康扶贫政策让女儿康复了，易地
搬迁让全家一分钱没花住上了宽敞明亮的
大房子……更让他高兴的是，金融扶贫政
策让他家不用抵押就贷到了 5万元现款，
和村里的其他贫困户合伙成立了养殖合作
社。每天晚上，小区里放电影、演戏，大家
伙锻炼身体，“日子越过越好了！”

这几年，这个家庭变化最大的还是沈
玉凤。病好了，心情也好了，她学会了刺
绣，有了一技之长，自己能养活自己了。

瞅着女儿的变化，父母别提多高兴
了。“俺老两口以前一直在愁，重病缠身的
女儿能不能嫁出去！”沈玉凤的父亲满心欢
喜地看着站在面前的新女婿王景峰说。

“这个女婿，我们都很满意！”沈玉凤的
母亲更是笑得合不拢嘴儿。他们是在参加
朋友组织的旅游活动中认识的。第一次见
面，王景峰就对沈玉凤格外照顾，帅气而不
善言谈的王景峰给沈玉凤留下了好印象，
两人互留了联系方式，一来二去就确定了
恋爱关系……

曾同为贫困户的王景峰家，也是深山
沟里的人。为了生活，王景峰初中毕业就
外出闯荡，天南海北的，洗过碗、端过盘子，
后来总算熬成了厨师，有了手艺，收入也不
断增加。一家人搬出大山后，他的父母也
在县城周边找到了工作，全家终于甩掉了
贫困户的帽子……

“同为扶贫易地搬迁户，同为‘脱贫光
荣户’，我们两家，也算是门当户对呢！”赶
来接亲的王景峰笑得开心。

四

幸福是要靠劳动创造的。一年前，沈玉
凤和王景峰确定了恋爱关系，他们在范里镇
街上开了家饭店，靠自己的劳动创造未来。

两人开的饭店不大，但和气生财生意
好。当年底，沈玉凤就跻身镇里的脱贫

“百佳模范”，以后的日子，更是“吃着甘蔗
上楼梯——节节甜”哩！

窗外，唢呐声声，吉时将至。脸上洋溢
着幸福的王景峰抱着新娘沈玉凤，在迎亲
队伍的簇拥下，来到婚礼现场。王景峰背
着沈玉凤在众人的祝福中走上了高台。牵
着沈玉凤的手，王景峰要过司仪手中的麦
克风，他有话要说：“我们俩，今年可算是脱
贫又脱单了！”1

太昊陵在我的家乡淮阳县城，传
说是人祖太昊伏羲氏定都和长眠的
地方。史载，那里春秋时有陵，汉以
前有祠，历来是祭拜人祖伏羲、朝祖
进香的圣地。今生有幸，让我有机缘
在太昊陵边居住近一年，与它结下不
解之缘。

那是 1984 年，我从淮阳中学考
入山东大学经济系，成为一名大学
生。新生体检，身体却出了毛病。病
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无奈之下，
只得办理手续休学一年。从金榜题
名到休学回家，如坐过山车，还没有
品尝到天之骄子的滋味，就一下子被

“发回原籍”。
那些日子，我或游荡在故乡的田

野僻巷，或闲坐在家中打发时光，百
无聊赖，心情沮丧。我的情形，被我
家近邻、按辈分该叫表叔的雷中俊先
生看在眼里，忧在心里。他当时是县
文化局副局长。有一天他回村看望
父母，把我叫到家里，语重心长地对
我说：人不能消沉，任何时候都要充
满希望！有病不怕，治治就好了嘛！
他建议我到太昊陵景区帮忙，一边养
病，一边调节心情。

那年 11月，我走进太昊陵景区，
住进了鼓楼。表叔一家刚从这里搬
走不久，还留有床铺、桌椅等。当时
的太昊陵景区，主要是太极门以内部
分，太极门前边有一条路，把景区分
成两部分，前边是开放的，太极门以
内是封闭的。鼓楼在太极门内西侧，
东侧是钟楼。当时钟楼尚有大钟，可

惜鼓楼已无鼓。鼓楼分两层，有木梯
可以上下。

此时正值县里大修太昊陵，记得
当时一群广州美院的师生在忙着泥
塑人祖伏羲坐像。伏羲氏头生双角，
腰缠兽皮树叶，项挂兽牙蚌壳，手托
八卦，慈祥中透着威严。每日观瞻，
景仰之心油然而生。

在那里，我的主要工作是登记给
太昊陵整修提供捐款赞助的人员名
单，办公地点在院内的岳飞观。活儿
不重，院内也清静。每天下午下班
后，太昊陵园区关门落锁。这时候，
偌大的陵园内，就剩下我一个人。

夜晚，太昊陵园区一片寂静，偶
尔有猫或鸟的叫声传来，那么清晰，
越发衬托了夜的宁静。这时候，鼓楼
内的那盏昏黄的灯火陪伴着我，从书
的通道，进入到一个阔大而神秘的世
界。与古今中外的人物对话，不管是
帝王将相还是布衣百姓，也不管是名
人侠士或者俊男美女，可以召之即
来，挥之即去。在书中，我聆听先贤
的心声，与哲人隐士对话。时而掩卷
沉思，时而击节赞叹，有时会心一笑，
有时泪湿衣襟。感觉天地之大，唯我
独享！累了，倒头便睡，醒来已是日
上三竿。

上世纪 80 年代的淮阳县城，太
昊陵是一个制高点。酷夏夜半，暑热
消退，清风徐来，万籁无声。兴之所
至还会爬上太昊陵顶，但见村舍隐
约，树木朦胧，偶有数点灯火在远处
眨眼，让人产生无限联想。有时仰躺
在陵顶那棵歪脖树上，思考未来人
生，聆听人祖开示，忽而豁然开朗，不
知今夕何夕。有一次，我竟然坐在那
里睡着了，恍惚中远远望见人祖伏
羲，身躯伟岸，声震屋宇。蓦然惊醒，
已是星斗满天，露水打湿了衣角。

陵前有碑一通，碑上有字，据说
是苏小妹以巾作笔写就：太昊伏羲氏
之莫。为什么要写成“莫”而不是
墓？据说是碑立大地，下边已有土，
所以省略了那“土”。我经常徜徉在
历代碑刻间，心记手摹，日日不辍，从
此与书法结下不解之缘。

春节过后，天气渐暖，太昊陵庙
会一天天临近。终于到了农历二月
二，庙会拉开序幕。此后到三月初三
的一个月里，这里成了人的海洋，院
内几无立锥之地。呼朋唤友，扶老携
幼，香烟缭绕，水泄不通。赶会的除

了周边百姓，还有来自山东、安徽、江
苏、河北等外省香客，他们不远数百
里长途赶来，虔诚上香，许愿还愿，将
对未来美好生活的渴望悄悄地告诉
伏羲老祖，祈愿风调雨顺，大地丰收，
祈求儿孙满堂、幸福平安。

从清晨到傍晚，太昊陵庙会的热
闹，非亲身经历难以想象。求人祖保
佑者、许愿还愿者、观光看热闹者，摩
肩接踵。卖泥泥狗布老虎的、卖香表
元宝者，生意兴隆。更有担经挑的、
舞狮子的、踩高跷的、吹唢呐的，各显
其能。怎一个“热闹”了得！

那时天已回暖，每天早晨起床开
门，我居住的鼓楼门口已有善男信女
在磕头烧香。很多外地来的香客，用
麦糠细布制作了很多敬奉人祖的童
男童女，我每天收集后存放在鼓楼二
层，有时晚上还要上去看一看。

庙会期间，我除了完成登记赞助
人员名单，还要负责看守一些重点树
木。老百姓把庙里的一草一木都视
作神圣之物，想拿回家治病驱灾。记
得岳飞观前有一棵石榴树，忽传出其
树皮能治病，很快它就被抠得满身斑
驳。那些天，我的一项工作就是看守
这棵树。岳飞观内的秦桧等五个铁
人跪像，是从杭州定做的。刚开始，
人们出于对奸佞的痛恨，就往这些塑
像身上吐吐沫擤鼻涕，后来我们就引
导大家摸铁像，才使这些铁家伙变得
干净了。

这一年的庙会热闹非凡。刚分
得责任田的百姓手里已有一些积蓄，
为了感谢人祖保佑，祈求物阜年丰，
捐款的特别多。记得每天都有两三
笸箩捐款，都是毛票和硬币，每天光
清点这些零钱，就费去不少时间。

繁忙快乐的工作，深夜研读的忘
我，让我的身体一天天好起来。

转眼已到八月中，新学年开学的
时间一天天临近。打点行装，我恋恋
不舍地离开太昊陵，随即奔赴济南，
开启了人生新的旅程。

在太昊陵的日子里，我的身体得
到康复，心灵受到洗礼，人生得到淬
炼。从太昊陵重新出发的我，已经不
是那个身染沉疴的萎靡少年，而是一
个精神饱满而又充满自信的大学生
了。感谢人祖伏羲的庇佑，使我在以
后的岁月中，无论遇到多大的困难和
挫折，心中总有一种力量在推动着
我，认定目标，坚定前行。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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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深处

民生记忆

阳武（今原阳县）人张苍，长相俊
秀，才华出众，位高权重，寿命过百，
哪一样都堪称传奇。

战国末年，张苍拜入荀子门下，
与秦国丞相李斯、法家创始人韩非子
是同门师兄弟，而他的门生则是西汉
著名文学家贾谊。

汉朝的文武百官大多是行伍出身，
大部分是“大老粗”。而张苍博闻强记，
天下各类图书，“无所不观，无所不通”。

汉朝初年，天下初定，丞相萧何急需一
位善于理财、精通会计业务的助手。以

“善算闻名”的张苍，自然成为不二人
选。不久，张苍就被提拔为计相，以列
侯的身份在萧何的相府办公。

张苍的职责，主要是管理财政事
务，主持全国各地地方财政收支审计
工作。他对开创汉代的审计制度，做
出了突出贡献。这项制度的主要内
容，是要求各郡县每年逐级编制和呈
递上计簿（上计报告），这是中国最早
的具有独立意义的会计报告。

张苍对数学情有独钟。睡觉的
时候，他的枕头边要放上一本书。吃
饭的时候，他喜欢边吃边看。走路的
时候，想起算题就蹲下演算，直到太
阳下山了都不肯走。张苍对古代数
学著作《九章算术》作了详细的修订
和补充，形成了东方初等数学完整的
体系，并把这些算学成果直接用于国
计民生。其中，涉及的十进位计数
法、分数运算、开平方立方、正负数、
列方程等 246个数学问题，书中都有
明确的解题方法。这些算法，要比欧
洲同类算法早 1500多年，对世界数
学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张苍对音律也十分精通。他擅
长吹笛，水平之高，堪比宫中最出色

的专业乐师。他曾经调整乐调，使其
合于五声八音的标准。有趣的是，张
苍竟然借助音乐的标准，来推演历
法，编著律历书籍18卷。

他不遗余力地修订度量衡单位，
以作为天下百工的规范。他献出的
历史典籍《春秋左氏传》，成为汉代流
行的定本。同时，他还是一位主张废
除肉刑的古代科学家。

汉景帝前元元年（前 157年），刘
彻出生。汉景帝大宴群臣，作为四朝
元老的张苍受邀前来赴宴，得以见到
日后成为一代雄主的汉武帝。从秦
始皇到汉武帝，能够见证这一个多世
纪风云变幻的，张苍是第一人。

汉景帝前元五年（前 152年），张
苍因病去世，享年104岁。

张苍墓位于原阳县城关镇东北2
公里的谷堆村，墓周槐林茂密，郁郁
葱葱。

“依依行色满帆樯，又借仁风惠远
方。暂去长沙非贾谊，犹虚计相待张
苍。槛前波浪潇湘阔，雨后汀洲橘柚
香。翰苑放臣知最幸，愿听民讼继甘
棠。”一千多年后，宋朝诗人王禹偁想
起张苍，心里依然热乎乎的。他写下
的诗句，跟着董谏议到了南方，在橘柚
的清气中散发着迷人的芳香。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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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擀”出好日子
□龙素敏

“来了、来了，屋里坐……”伴着爽朗的
笑声，一个年过古稀的老人迎上前来。黑
色长裤，暗红色印花上衣，花白的头发整齐
地拢在一起——她是安阳市龙安区赵河村
的一位普通村民李花芹。靠着手擀面，她
成了“脱贫光荣户”，过上了好日子。

要说以前，花芹大娘的日子不顺畅。
老伴走得早，有个头疼脑热也没人照顾。

赵河村地处大山深处，交通不便。青
壮年能走就走，能搬就搬，现在的村里只剩
8户14口人。

扶贫干部驻村以后，得知花芹大娘的困
境，想方设法帮她。扶贫先暖心。驻村干部
帮助花芹大娘先整修院子的地面，又修缮了
房屋，还给花芹大娘装上了净水器……

赵河村虽然穷，但山清水秀，风景宜
人。时常有人到此自驾游。根据花芹大娘
实际情况，扶贫干部因地制宜，指导花芹大
娘卖起了手擀面。这样既方便游客就餐，
又让花芹大娘有些收入。

说干就干，驻村干部帮助花芹大娘砌
锅台，修桌椅，还制作了一个小型的简易广
告牌，挂在花芹大娘家的院门口……

现在，花芹大娘的日子越来越好了。
一大早起床，只要天气晴朗，花芹大娘就心
花怒放。因为这样意味着会有更多游客光
顾，她虽然累了点儿，但是能多挣些零花钱
贴补家用。

“我这个老婆子，要力气没力气，要技
术没技术，亏得驻村干部给俺出主意，让俺

卖手擀面脱贫致富。这手擀面，俺从小到
大擀了几十年。没想到，有朝一日能靠它
赚钱。”花芹大娘乐呵呵地说。

说话的工夫，客人三三两两上门了。
花芹大娘拿起擀面杖开始擀面，转眼工夫，
擀好的面片儿被叠成一条长龙，只见她手
起刀落，一口气从这头切到那头，干净利
落，菜刀和案板发出有节奏的声响，似是奏
响一首欢乐的乐曲！

手擀面的卤是就地取材的，地里种啥
就吃啥。冬天萝卜、白菜，夏天南瓜、豆角，
都是绿色蔬菜。凉棚下，灶台干净，两口铁
锅，一口打卤，一口煮面。木柴猛火，不一
会儿，一碗色香味俱佳的手擀面，热腾腾出
锅了。卤子浓郁鲜香，面条劲道爽口，客人
吃上一口，回味无穷，连声叫好。

“因为国家的扶贫政策，我的生活现在
是芝麻开花——节节高。你看我们村，现
在变化多大呀！道路重修了，古寨门翻盖
了，老房子修缮了，老石墙勾缝了，还有文
化大舞台……我呀，现在日子美着呢，白
天卖卖手擀面挣钱，晚上还能和城里人一
样，跳跳广场舞健身！”花芹大娘越说越开
心。

游客们称赞赵河风景秀美……花芹大
娘一听就笑了：“俺在这儿住了几十年，以
前从来没觉得它美。现在呀，党的扶贫政
策好，俺过上了好日子，靠手擀面的手艺有
了钱，脱了贫，看啥啥好！”

大娘的小院飞出了一阵响亮的笑
声。远处，青山绿水，山道弯弯，白鹭翻
飞……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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