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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深处

□司玉笙

整理书籍资料时，我的一份
珍藏多年的高考登记表，将我的
思绪又牵回到了那个激情迸发的
岁月——

我是在新疆建设兵团长大的，
高中毕业后当过农场知青、小学教
师。1976年 1月下旬，我穿上绿军
装，从石河子登车经乌鲁木齐，过
干沟,越天山，到地处塔里木盆地
边缘的和静县当了一名基建工程
兵战士。新兵训练结束后，我被分
配到司令部，先跟首长当通讯员，
后当打字员。

次年10月，恢复高考的消息如
春风般传到部队，令不少战友欣喜
万分。可是，针对报考条件，全团
一千多号人，只有十几个够条件。
通过资格审查后，我赶忙给远在石
河子的父母写信，请求他们给我寄
一些高考复习材料。但他们只给
我寄来两本残缺的、上世纪70年代
初的高中语文课本，这只能将就
了。此时，距高考只有一个多月时
间。

遗憾的是，我所在的部队只允
许报考理科，这对我极为不利，因
为在上学时我偏重于文科。不过，

面对难得的机会，就是“赶着鸭子
上架”也得上啊。

我在机关工作，还算有一点空
闲时间，连队的战友可就苦多了。
我们几个准备参加高考的，临考时
被安排到一个仓库里集中复习。
到了考试头一天，政治处的一个干
事领着我们几个“戴领章帽徽的考
生”到和静县招待所住下。当时的
和静县城很小，大都是平房，像内
地的一个乡镇，其招待所的设施可
想而知。在寒冷的房间里，我们趴
在床上，借着昏黄的灯光，抓紧最
后的时间“冲刺”。手指头都冻红
了，耳朵痒得难受也全然不顾。

第一次“赶考”我名落孙山，几
个月后在部队首长的鼓励下又参

加了第二次高考，时间是 1978年 7
月，还是在和静县城，还是与地方
考生同场。两天的考试结束后，我
们回到部队等通知。大约一个月
以后，政治处的那位干事把我叫到
了他的办公室。他从包里掏出的
一摞材料让我眼睛大睁：那是高考
卷子和登记表呀！

那时，根本没有想到这些东西
会到他手里。

他安慰我说，小司，咱团只考
上了一个。你的语文考得不错，就
是其他考得太差，下次再争取吧。
此言一出，我知道我又落榜了。压
着内心的苦涩，我说我能看看我的
卷子吗？他点点头说，看完给我。
我拿回宿舍细细一看，方知我的成

绩：政治65.5，语文75，数学0,物理
5，总分146.5。

也许是那位干事工作太忙，忘
了“归档”，我也不想还给他。于
是，这些卷子和登记表就被我“窃
为己有”。

1979年 2月，我复员回到河南
老家后，将这些“文物”仔细地保存
在了我身边，让它们成为我的“人
生的加油站”——每每看到它们，
我就会想到“社会也是最好的大
学，生活是最好的老师，困苦和磨
难是最好的教材”那句名言，因而
发奋自学，坚定自强、自立理念，业
余时间进行文学创作，作品多次被
河南日报等报刊发表，还被《读者》
《小说月报》等杂志选载。

1982 年，我又参加了一次高
考，上的是广播电视大学。通过三
年学习，拿到了大专文凭。尽管是
成人教育，可“含金量”不低——那
时候，人们对知识和文凭的渴求是
无法用语言来表达，这能改变很多
人的命运。

一晃，40多个春秋过去了。有
时与朋友聊天，我说我也参加过高
考，还是两次。每当有人用怀疑的
眼光看我时，我总会拿出“证据”让
他们看。看着我保存的登记表和
试卷，不少人惊叹道：这可是“高考
文物”啊，放好，放好！

平心而论，每每看到自己保存
的这些“高考文物”时，我的心潮就
会澎湃不已……8

□许保金

焦作市中站区有个府城村，村中
有个王家祠堂：乡贤王公祠。祠堂始
建于明永乐五年，拜殿正中高悬匾额

“三世黄堂”。这是明成化六年（1470
年），明宪宗为褒奖王家三代官居知
府之职为朝廷出力，特赐的匾。

黄堂，古代太守衙中的正堂，
借指太守。从王氏家族走出的三
位知府，他们是：金华知府王铎、西
安知府王懋、安庆知府王璠。

王铎（1358 年—1417 年），府
城村王氏始祖。他自幼聪颖过人，
博通经史，为人淳厚，善恶分明。
明洪武二十九年(1396 年)乡试中
举，次年会试中榜魁，任教官。明
永乐四年（1406年），他由教官升任
金华府知府，永乐十四年告老还
乡，永乐十五年逝世，祀邑乡贤祠。

王铎任金华府知府时，大刀阔
斧进行改革。他整饬吏治，除弊兴

利，官吏们既害怕他又敬重他。老
百姓感激他的恩德，把他的画像挂
在家中以表敬重。

王懋（1394年—1452年）是王
铎的第四子，明永乐二十年（1422
年）中进士。历任广东化州判州、直
隶通州判州、山东海丰县知县、西安
府知府。授中议大夫，祀邑乡贤祠。

王懋中进士后，到广东化州当
判州。化州地处岭南，在明朝时期
属“蛮夷之地”，经常发生民族纠
纷，以致械斗。王懋到任后到辖区
各地走访，了解民情，制定相应对
策化解矛盾，在百姓中有很高威
望。王懋调任直隶通州判州，当地
有些不法商人靠私盐暴富，官府也
曾经派兵缉拿。这些盐贩购买兵
器和船只，豢养武师打手，官军也
拿他们没有办法，朝廷就让王懋全
权查办。王懋受命后，微服私访，
查清楚了作恶多端、行为最甚者有
10多人，就全部缉拿归案，按律治

罪。从此，通州这个地方再也没有
人走私食盐。

王懋擢陕西西安府知府后，处
理了一些陈年积案。但是也惹恼
了一些讼棍和污吏。他们对王懋
心怀愤恨，写匿名信诬告王懋。三
堂司官员就想亲自看王懋如何审
案。王懋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查走
访，対几宗案件的真实情况已经全
部摸查清楚，于是就请三堂司官员
上座，并邀百姓旁听。命人把几宗
案件牵涉的当事人全部带上大堂，
一一审理，没有一个人呼怨喊屈。
那些讼棍和污吏由此也都老实了。

王璠（1422年—1485年）是王
懋的长子，自幼资性颖悟，才气通
敏，博览群书，嗜学不倦。于明景
泰三年（1452年）中河南亚元，天顺
四年（1460年）中进士，初授刑部四
川司主事，后擢刑部四川司员外
郎，又升安庆府知府。

王璠中进士后，最初任刑部四

川司主事。他潜心研究律学，凡是疑
难案件都反复推敲，一定要弄清楚其
中的是非曲直。他用刑平恕，不滥及
无辜。而对于那些违法乱纪者，虽是
权贵也决不轻饶。上级很看重他，他
在同事中也有很好的名声。

王璠到安庆府上任后，提倡节
俭，兴办学校培育人才；经常召集
耆老恳求良策，访问民间疾苦，制
定相应对策。严格法度，按典办
事，“强者除之，暴者抑之，善者抚
之”。安庆人心稳定，经济发展，王
璠备受拥戴。

一次，巡抚到安庆后，提出了
不合理要求，王璠没有照办，巡抚
就指责王璠。后来王璠进京述职
时，就把印信吊挂在正堂，单身入
京接受考评。考评结束，王璠辞
呈，考官纷纷挽留。离京后，王璠
权衡再三，不愿与腐败官员同朝为
官，便修书一封，让人送往安庆，自
己孤身一人返回了故里。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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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天惠

土坷垃，黄巴巴，
和成尿泥捏泥巴,
捏只山羊啃青草，
两头黄牛齐拉套,
捏个新媳坐花轿，
老鼠迎亲吹喇叭……
与共和国同龄的薛明智，是个

地道的农民。古稀之年的他，从小
就与黄土地、黄泥巴打交道。这些
年，他玩泥巴还玩出了名堂，玩成
了艺痴……

幼年的老薛是个苦命孩子，母
亲和妹妹相继离世，直到 10岁，他
才上小学一年级。13岁时，爷爷身
染重病卧床不起，他只好辍学，一
边照顾爷爷的饮食起居，一边跟父
亲去做活儿。

爷爷和父亲，都是十里八村闻
名的木匠好手。年少的明智很快
也成了木匠高手、土建筑师，砌砖
垒墙、起架上梁、盖瓦叠脊乃至打
马车、做耧耙样样精通。

光 阴 荏 苒 ，转 眼 到 了 1999
年。50岁的老薛适逢画圣故里禹
州市鸿畅镇山底吴村要为吴道子
塑像，老薛把自己连明彻夜做成的
塑像小样送去参加评审。在由中
央美院等知名学府雕塑名家参与

的一长串名单中，农民薛明智的名
字太不起眼了。但那一日，“孙悟
空”六小龄童应邀来画圣祠参观，
被这尊塑像小样给吸引住了，他端
详良久，伸出大拇指叹道：栩栩如
生，鲜活传神！

当得知这尊塑像出自老薛之
手时，六小龄童紧紧拉住这位普
通农民的手：了不起，真的了不
起……

最终，老薛领受了为画圣吴道
子塑金身的使命。经过一个月的
昼夜奋战，一座高九尺九的画圣塑
像圆满完成，赢得评审组专家和社
会各界的一致称赞。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老薛
一举成名，得益于他精湛的木匠、
建筑、砖雕等杂家手艺和对塑像研
究的经验积累。之后，老薛又创作
了两座水泥雕像《凤凰戏牡丹》《仙
童献寿》，还代表河南省参加了在
福建泉州举办的全国艺术展，引起
轰动。

老薛得号“泥人薛”，是从2002
年禹州市首届“药交会”开始的。
当时，老薛以民间艺人的身份将自
己精心创作的小件泥塑作品《松下
问童子 言师采药去》拿到药交会
上展示交流。其巧妙的构思、憨态
可掬的人物形象征服了众多观众，
有人当场出价 1.5万元愿收藏此作
品，被老薛婉言谢绝了。也就是从
这时起，他真正明白了民间艺术品
的价值，并暗下决心要把这项优秀
的传统文化发扬光大。

创作一件真正意义上的泥塑作
品并不简单。从选土、取土、晾晒、
碎粒、浸泡、阴晾，直到成为不干不
湿、软硬适中的泥坯子，再进行泥塑
创作……这是一个痛苦的过程，既
要做到形神兼备，还要考虑作品背后
的厚重历史及深刻涵义。老薛说，每
一件新作品的诞生，就像十月怀胎一
朝分娩，痛并快乐着——整个制作工
序有36道之多，历时两个月。

随着新作品的不断问世，“泥人
薛”的名号也越来越响，荣誉接踵而
来。2006年，泥塑作品《祖国母亲》
获全国第二届民间工艺博览会“精
品奖”；2007年，作为全国唯一泥塑
代表薛明智受邀参加了中国文联举
办的“百花迎春”春节联欢晚会，现
场展演泥塑创作，央视全球直播；
2008年，为迎接北京奥运会创作的
泥塑作品《鼎世中华》在北京民博会
上展出；2009年，河南省人民政府
授予老薛“高级民间艺术师”称号。
这年 5月，随中国民间艺术访问团
应邀赴马来西亚开展文化艺术交
流。这一次，禁不住友邦收藏爱好
者的软磨硬泡，他忍痛割爱，将自己
最得意的泥塑作品《山妞的梦》留在
了那里。至今想起此事，老薛依旧
心疼不已，叹息道：好东西真的是不
可复制啊。

《山妞的梦》塑造的是一个扎
着高高马尾辫打扮入时的山村姑
娘，身背双肩包，手提拉杆箱走在
弯弯山道上外出打工、追求人生梦
想的画面，人物造型鲜活生动，青

春朝气像春风扑面而来。
然而，随着市场大潮风起云

涌，农村面貌日新月异，许多老建
筑、老物件逐渐退出历史舞台，包
括一些传统风俗、民间文化也渐渐
在消亡。如何留住老祖宗留下的
优秀遗产，让子孙后代记住乡愁，
成了“泥人薛”深入思考的问题。
经过再三思虑，他决定建一座“中
原文化泥塑艺术博物馆”，也就是
他嘴里说的“老农民博物馆”。

老薛亲自设计、监工建造的泥
塑艺术博物馆，就坐落在村北头田
地里，内设精品展览馆、民俗壁画、
泥塑展示长廊等。他计划塑造365
个 1∶1比例的中原农民人物形象，
充分展现春夏秋冬四时节令中原
农村生产、生活、婚丧嫁娶、民俗百
态等风土风貌。

一个“泥腿子”以一己之力建一
座博物馆谈何容易？从筹划设计到
一砖一瓦、一檩一椽的游乡采购，再
到联系建筑队施工，他事必躬亲。
尤其是那些精雕细刻的砖雕作品，
只能由他一个人利用夜晚来构思和
创作。“泥人薛”跑断了腿，累弯了
腰，也搭进了他所有的积蓄。

为了老农民博物馆，老薛省吃
俭用，脚上穿的鞋子从没超过 30
元，手机屏碎裂得快要掉渣渣他也
舍不得换。“人家都说我是个疯子傻
子神经病，就连自己的儿子也不理
解。”老薛说，“他们哪里懂得呀，建
博物馆是我这辈子的夙愿！再艰
难，我都得把这个梦实现了！”8

生活素描

民生记忆

““泥人薛泥人薛””和和
““老农民博物馆老农民博物馆””

□本报记者 刘向东
本报通讯员 侯公涛 张超

他叫王俊起，98 岁；她叫徐文兰，83
岁。他们是有着 65年婚姻的恩爱夫妻，家
住豫东平原柘城县老王集乡王虎雷村，有两
儿三女。

晴好的日子，她常推着坐在轮椅上的他
四处转转。儿孙们要来帮忙，她婉拒，“俺一
个人就行。”

有40多年的样子，他干农活儿就是给她
打下手，她习惯了；有五六年的样子，他瘫卧在
床，全靠她侍吃侍穿，他习惯了……

80多岁的她，除了照顾卧床不起的他，
还常在田地间整晌整晌忙碌。

“才八十三岁呢，通能干着哩！”瞅着眼
前绿意盎然的苞谷地，她笑着说，这个季节，
正是她的山东老家高粱近一人高的时候，

“想家乡的高粱地了啊……”
65年了，她对他一如18岁那年萌生的敬

意，“爱了，就是一辈子的事儿！”说起自己
1946年就入党的老伴儿，她满脸的皱纹仿佛
雕刻着爱意和傲骄，“打老日、打老蒋、抗老
美，还参加过开国大典阅兵式哩！”

一

65年前，山东即墨。高粱拔节的季节，
海蓝天蓝，一支从朝鲜凯旋的抗美援朝队伍
住进了一个濒海的小渔村。

军爱民，民拥军。渔民们把自己的房间
腾给了部队，子弟兵们则在训练之余争抢着
帮老乡干活儿。

18岁的徐文兰的家，战士们经常帮着打
扫卫生、挑水。来干活的人里，每次都有个
叫王俊起的代理连长，挑水、劈柴，似乎有着
使 不 完 的 力
气 。 惹 人 注 目
的，还有他胸前
挂 满 的 奖 章 和
军功章。

少 女 心 里
荡起了涟漪，“他
虽然岁数大些，
但背着盒子炮，
胸前还挂满了奖
章！是英雄，咋
能 不 让 人 仰 慕
呢？”想起当年的
一见钟情，徐文兰的脸上依然娇羞无限。

那时的徐文兰，可是三乡五里有名的
漂亮妮儿，庄稼活儿、女红样样好，还正在
识字班上着学。那时的识字班不仅扫盲，
还传播新思想，倡导妇女打破封建思想枷
锁追求自由。“俺就是在识字班里知道了

‘婚姻自主’这词儿，忍不住还把心思往俊
起身上想了想……”

洗军装，纳鞋垫，有意识的接近由此开
始。当了解到王俊起幼年丧父，自小跟着母
亲讨饭为生时，徐文兰泪水涟涟；王俊起参
军后冲锋陷阵，多次负伤，他屡立战功的事
迹，让她怦然心动。“他们连在朝鲜守阵地那
次，打得只剩下七八个活人了，他们谁也没
有后退一步……这样的英雄，谁不仰慕？”

然而，当徐文兰偷偷央求识字班老师到
家里替王俊起提亲时，遭到了全家人的坚决
反对。理由很简单：年龄差距大，他身上多
处有伤，也不是本地人，更没有一个安稳的
家。“俺爹俺娘不是不敬重英雄，可要把比他
小十多岁的亲闺女忽然交给他，谁能一下子
接受得了啊！”

求婚被拒，王俊起却还像以往一样去徐
文兰家劳动。当他们成为夫妻后，她曾问过
他为什么，他的回答让她这辈子都忘不了：

“我们是人民的子弟兵，就是要热爱老百姓、
为老百姓服务！”

他英俊，踏实，不爱说话，对战士体贴入
微，“是一位可亲可敬的老大哥！人们都说，
只有村里最美的姑娘才配得上他！”徐文兰
至今骄傲着自己的“慧眼识珠”。

徐家接受王俊起，是在高粱红了的季
节。1956 年，王俊起被选调到济南步兵学
校接受培训。夏秋之际，在组织部门的帮助
下，有情人终成眷属。

他们的婚礼，就在军校的礼堂里举行。
没有新房，没有嫁妆，甚至没有一张属于他
们的大床。不过，婚礼的情景，徐文兰记忆

犹新，“可热闹了，满院子都是喊我嫂子的
兵，听着高兴呀！”

二

蜜月甫过，上级决定转业一批老兵的通
知忽至，王俊起被分配到天津一家工厂从事
管理工作。然而，恪守组织原则的王俊起第
一次有了犹豫：十多年没见过娘了，也不知
道她现在过得怎么样了。

因为牵挂，王俊起决定放弃到城市工
作的机会，回柘城老家孝敬多年未见的母
亲；因为爱情，徐文兰则要从山东的高粱地
投奔河南的苞谷地，“说实话，刚到河南时
生活不习惯，还觉得河南话没有山东话好
听。”

背着简单的行囊，告别了战友和亲人，
他们回到了王俊起的家乡王虎雷村。从此，
夫妻二人开始了一边务农一边照顾老母亲
的生活。

贫穷的王俊起家里，只有三间茅草土坯
房，老母亲住中间，弟弟、弟媳与王俊起夫妻
各住一边。

“冬天的风透过窗棂嗖嗖地往屋里钻，
比我们老家冷多了！”一贫如洗的家，没让徐
文兰后悔，她主动把丈夫的转业金全部拿了
出来，“虽说只有几百块，却让我们一大家子
足足吃了两年白面哩！”

虽然丈夫在复员时选择了务农，但徐文
兰知道，他头上、腰上、腿上多处留下的枪炮
伤，已使他不能从事重体力劳动。当她决定
跟他一起回农村时，她已暗下决心，要凭自
己的双手，改变这个家庭的窘况……

英雄荣归故里，受到了当地政府的高度
重视。不过，王俊起却为自己选择了生产队
小队长这个“职位”。

挣工分的年
代，王俊起虽然
动动嘴皮子就能
挣到工分，但他
却和徐文兰比着
起早贪黑——在
当时，一个妇女
正常每天 8个工
分，可能干的徐
文 兰 经 常 能 挣
到 11 个，“好歹
咱是俊起的人，

不 能 给 他 抹 一 点 儿
黑。”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夫妻俩享受着劳
动的快乐，却没想到，因为过度劳累，王俊
起的脊椎伤再次复发，他瘫倒在床。那些
日子里，徐文兰四处求医问药，不分昼夜悉
心照料，王俊起的下肢在三个月后慢慢有
了知觉……却由此落下了严重的后遗症，
加上多年前的旧伤一一复发，他的身体越
来越差，“四十多年了，不是他不想干活儿，
而是我就不允许他干任何重活儿！”嘴上说
着“俺这辈子都听他的”，但山东姑娘的好
强个性在徐文兰身上显露无遗。她几乎揽
下了所有的家务和农活儿，“实在闲不住
了，你就跟在我身后磨磨镰洗洗锄就行！”

说话间，他们 50多岁的大儿子忍不住
笑着插言，“俺妈没说太清楚，其实，是俺爸
一直让着她哩！”不想，徐文兰听了这话还来
了个白眼儿，“他比我大十多岁，事事就该让
着我，那才叫恩爱呢！”

这个在大海边长大的山东姑娘嫁到河
南后，不仅学会了干各种农活，学会了纺棉
织布，还把家中打理得井井有条。前些年，
丈夫和几个孩子的衣物和鞋子，几乎都是她
一针一线亲手缝制的。

“你有你的铜枝铁干，我有我红硕的花
朵。”从青春年华到耄耋之年，他们相守了
整整 65年。许多年了，王俊起夫妇从不向
儿女们伸手，更没向国家要过任何特殊照
顾。现在的他们，靠着王俊起每月 1000多
元的津贴，相守着，生活着。

有人说，和两个儿子分家时，他们都承
诺每年给你们钱粮，你们为什么不要？

也有人说，俊起已经瘫卧在床了，你
一个人照顾着不方便，可以再申请些补
助……

“我的丈夫是英雄，哪怕让我再照顾他
一辈子，我也愿意。国家已经很照顾我们
了，还能再提啥要求？”这是徐文兰的回
答。

迈向百岁的王俊起，背驼了，眼花了，耳
聋了，每天大部分时间都是在酣睡。他们老
屋的两张单人床，隔着一堵墙，一个睡他，一
个睡她。

新居，是今年初才筑起的金属皮简易
房。里面，只有一张新定制的大床，睡着他
和她。不远处，是一大片苞谷地。

晴好的日子，她推着他出来晒太阳时，
有风吹来，苞谷地沙沙作响。“那声音，跟俺
们那里高粱地的声音一模一样。”

想起了家乡，忆起了旧事，已是儿孙满
堂、得享天伦的徐文兰老人，会深情地在王
俊起肩上捏按一阵子，“俊起，记得当年你身
穿军装胸佩奖章的样子吗？你的那些‘新兵
蛋子’，都崇拜你啊！”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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