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栗毓美治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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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永刚

小时候，乡村
物资贫乏，精神生
活也贫乏，谁家生
孩子、办喜事儿，会
请一场戏、放一场
电影庆贺。有时，
生产队会请来说书
人说几场书，让大
家伙儿享受享受，
过过听书的瘾。

夏天的傍晚，有
时还没有吃完饭，听着“咚咚咚”
的擂鼓一敲，我就饭碗一推，急忙
朝响鼓的地方冲去。好多年了，
唱书场地都设在老马家门前的稻
场上。老马老两口乐善好施，不拘小节，生产队每
有较为重大的公共活动往往都安排在他家。

月光如昼，场院里人头攒动，嘁嘁喳喳，喝茶
的喝茶，嗑瓜子的嗑瓜子，自带坐具，摇着芭蕉
扇，闲拉家常，正在人们乱哄哄之际，突然擂鼓一
响，全场顿时鸦雀无声，整襟、肃容、端坐、凝听，
鼓声如雨点般敲过一通后，只听唱书人金口一
开，登时如磁石吸铁，开场白先出来了——

列位书友，各位君家，天也不早了，人也不少
了，鸡也不叫了，狗也不咬了。亲戚朋友两边站，
古来英雄爱好汉。常言道，说书不说帽，死了变
老道；说书不说头，死了变老牛。今天我为大家
诌一段呀诌一段：要说诌，尽说诌，大年初一立了
秋，十冬腊月发大水，冲了满地高粱头，一个高粱
头打八石，一个高粱秆盖了九十九座大高楼，剩
下高粱秆没处放，咔嚓咔嚓做了九十九个大车
轴，九十九个大车轴套上九十九个大马猴，拉着
九十九座大高楼，坐上九十九个秃丫头……

上面这些让人发笑的引言在唱书里面叫“书帽
子”。书帽子各式各样，多插科打诨、诙谐幽默、引
人捧腹大笑。书帽子过后，唱书才正式开始，唱书
先生说着唱着，手不停打着呱嗒板，敲着鼓，说到关
键处就语速放慢、击鼓重锤，引人注意，整个书场静得掉一个硬币都能听
见，听书人的心全跟着书的内容一块走了，以至于连上厕所都忘了。

我小时候听的多是一个叫“张瞎子”唱的书。他唱书不惜体力，有
时嗓子实在受不了了，正赶唱到关键处，才像其他说书人一样：“要知后
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这时只见他呷了几口茶，东家老马递上烟，点着
火，吸了一会儿烟，其他人趁机办事，行个方便。约莫20来分钟，他嗓子
润透了，又接着上回书唱。

唱书人多是身体有残疾或有缺陷者，要想在社会上混口饭
吃，没有一点硬功夫是不行的。所以他们寻师拜师，口口相传，勤
学苦练，凭着坚忍的意志和惊人的记忆力记住了几部甚至十几部
书，练出了绝活，以至于在一个地方能唱个仨月俩月内容不重
样。然后由像老马这样有威望的组织人出头，挨家挨户，你一碗
米他一瓢面的凑点粮食给唱书人养家糊口，艰难度日。

冬闲时，黑夜长，人们不瞌睡，又请“张瞎子”来唱大鼓书。这回
不在场院子里，而是挪到老马屋里来了，整个屋子里的人里三层外三
层，粗捻子的煤油灯结了灯花，一亮一闪，听书人的心情也跟着剧情
一起一伏。

后来我到大队办的学校上学了，那时又兴起了听书热。每天晚上
放学，一口气跑到大伯家，听他家收音机里的评书，说评书的是大名鼎鼎
的刘兰芳，她讲的《杨家将》《岳飞传》真叫一个精彩。全凭一张嘴，能说
出不同人物的语言、语气，声音高亢、纯净、抑扬顿挫，制造的一个个悬念
一次次撩起我们的听书欲望。好长一段时间里，我的脑海里都充盈着
那几部评书的故事情节，茶饭全然不思，三月不知肉味确实不是夸张。

“张瞎子”唱的大鼓书虽没有刘兰芳的评书大气，但他启蒙我们
的心智，教给了我们辨别善恶美丑、真假是非的观念，培养了我们最
朴素最美好的情感，他在不知不觉中充当了文化使者的重要角色。
唱书人居无定所，肩背大鼓，游走四方，栉风沐雨。

喧嚣的白天过去了，阒寂的夜晚，真想再听一回大鼓书。10

□英子

在抗美援朝第四次战役的北汉江保
卫战中，志愿军38军和 50军两军指战员
依托临时构筑的简陋工事，在严寒季节，
用机步枪、手榴弹、铁锹、十字镐、石块与
敌人殊死搏斗，以重大牺牲，抗击敌人的
逐点进攻，保证了志愿军主力部队的休
整、集结和物资弹药补充以及我军后续
兵团的开进，为准备实施战略反击争取
了时间。38 军在此战役中自身伤亡惨
重，战斗员所剩不到 5000 人，许多班排
在坚守中与阵地同归于尽，急需兵员补
充。王凯，志愿军 38军政治部保卫部一
科科长，接受任务，带领38军独立团从原
沈阳军区兵站开赴北汉江前线。

这个团里的 1000 多名战士清一色
都是河南兵。原沈阳军区配给王凯４张
朝鲜地图，４个翻译，38军留守处配给王
凯４辆马车，每辆马车上装着一个营三
天的口粮，还装上油盐猪肉粉条，每个战
士再背上１０斤米，部队的给养问题就
解决了。

河南独立团在沈阳的乌龙背住了５
天。从河南乍到东北，气候变化很大，又
赶上１月份，正是最冷的时候，河南兵的
军装都比较薄，一场流感袭来，全团战士
差不多都患了感冒。营里开会时，只听

到一片起起落落的咳嗽声。
流感持续了一个多礼拜，每天做饭

前炊事员向王凯请示做什么饭，王凯总
是说：“蒸馒头，做河南胡辣汤，让大家都
发发汗！”

几场热汤喝下来，战士们的病情大
有好转。

河南独立团里的战士休息时爱串老
乡，洛阳人找洛阳人，许昌人找许昌人，
开封人找开封人，大家凑在一起，叽叽呱
呱说着难懂的河南话。作为安徽人的王
凯听不大懂，一个洛阳兵就教了王凯几
句洛宁话。王凯一学，逗得战士们乱
笑。王凯常说：“满耳听到的都是河南
话，我也分不清哪是哪的话，反正都听不
懂，听不懂，听着都一样！”

几天后，1951 年 1 月 12 日，独立团
真正的入朝行军开始了。

为防敌机轰炸，河南独立团晚上行
军，白天休息。

王凯事先已充分研究了朝鲜地图，
定下这一段路程每天走多少，分几天走
完，哪个营大概在哪个地方的小村子里
住下，都要在地图上标示出来。

行军时王凯一直走在队伍的最前
面，手里拿着地图引导方向。走一个多
小时就休息一会儿，估计快走到有村庄
的地方时，就让一营插入小路去寻找那

个地图上标出来的小村子住下。
再走几里路，估计快到下一个小村

时，就让二营插入小路去村子里住下，三
营跟着团部走，一般是清晨两三点钟住
下做饭，吃过饭后在村里睡觉。第二天
黄昏时各营到事先定下的会合地点集合
起来再往前走。

凭着地图走了十几天，没有迷路，也
没有一人掉队受伤。４辆马车每到一处
兵站及时补充粮食给养，路过村庄时请
村长给买些猪肉粉条和白菜萝卜。

半个月后的一个早晨，王凯又像以往
那样先安顿了一营和二营，带着三营走向
当天要宿营的小村子，那时天还没大亮，
没想到敌机早早地来了。三营的人马正
走在村外的开阔地，马上返回山沟里已来
不及，王凯只得命令全营人就地卧倒。

500多人趴在村边的空地上，目标仍
然很大。４架一组的飞机轮番轰炸了半
个小时，子弹打在雪地上，冰雪溅起，乒
乒乓乓打在人的脸上身上，很疼很锋
利。战士们不敢抬头，只觉得子弹在身
前身后跳得像炒豆一般。

飞机扫射半个小时后大概也没有发
现什么，就掉转头飞走了。

王凯爬起来时想，这下可完了，不知
道要死伤多少战士。谁知一清点人数，一
个也没死，一个也没伤，连骡马都好好的。

“进村，吃饭睡觉！”王凯别提多高兴
了。

20多天后，王凯带着河南独立团来
到了北汉江边的 38军的前沿阵地，全团
人马一个没丢，一个没伤，一个没少。

这时北汉江的战事十分吃紧，人手
奇缺，有的山头只有一个人把守，各阵地
的连长们都盼着新兵。河南独立团人马
一到，王凯就按花名册开始点兵分人：一
个师分到一个营，一个团分到一个连，一
个连只能分到一个排。

两个小时后，独立团的新兵分配停
当，老乡往往被分配到两个部队里，只能
泪眼相望远远地用家乡话胡乱喊了句什
么就算告别了。一声令下，经过２０余
天急行军的河南独立团战士没有休息，
直接进入前沿阵地，消失在炮声隆隆的
夜色里，进入守卫北汉江的激烈战斗中。

当天夜里，就有激烈的战斗。很多
前沿阵地的班长不认识自己的新兵，老
战士也不认识新战友，牺牲的独立团战
士只能成为无名战士。

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后王凯逢人就打
听他带来的河南独立团的下落，然而，建制
被打散，很少有人知道38军有过这个独立
团。这支素质极好的队伍分散在北汉江那
个寒冷二月冬夜的战火中，为北汉江前线
部队取得重大的战绩作出了贡献。10

捐躯赴国难 视死忽如归

□王剑

栗毓美，山西浑源县人。他人生的
辉煌，是治理黄河。道光十五年（1835
年），栗毓美擢升为河东河道总督，主管河
南、山东等地黄河、运河的防治。早在他做
武陟知县时，就参加了沁河防护和马营筑
坝工程。在宁陵时，又亲自参与黄河决口
的抢险救灾和河堤加固工程，有丰富经验。

栗毓美经常乘小船沿黄河河道巡
察，深入了解黄河的水情和沿岸的堤防
情况。

那时候，河南地区的黄河河滩上有
一种“串沟”，开始时只是河流与堤坝之
间的水滩，后来积水增多，便形成了水
沟。一旦水沟与支河串通，往往会漫注
堤下,威胁堤基。而堤下又没有任何防
护工程，石堤南北全是水，也不能取土筑
坝。如果遇到大雨，河水、沟水连成一
片，极容易造成堤坝塌陷，河水决口。对
于这种隐患严重的串沟，前几任河道总
督都无能为力。究竟该如何应对呢？栗
毓美陷入了苦苦的思索。

按照以往的治河经验，在串沟密布的
岸边，多筑“埽坝”。所谓“埽”，就是用山
木、柳枝、芦苇、秸秆等原料，裹上泥土、碎
石，然后堆压而成的防水工事。用芦苇制
作的叫“芦料”，用秸秆制作的叫“秸料”，用
柳枝、山木制作的叫“梢料”。无论是芦料、
秸料、梢料，均不能单独使用，需用土石填
压，一层料一层土，堆积起来方成“埽工”。

栗毓美发现，这些“埽”，其实并不坚
固，时间长了还容易腐烂，“备防不过二三
年，实在虚费钱粮”。有没有一种更好的
办法呢？有一次，栗毓美在负责备料时，
发现残缺的旧砖墙虽经多年雨水冲刷、泥
沙浸灌，却非常坚固。他灵机一动：既然
砖遇泥水会更加坚硬，那么能不能用砖筑
坝、用砖代埽堵塞决口呢？为了验证自己
的设想，栗毓美走访了砖窑的砖工。砖工
们深知砖的性能，认为砖本身性涩，下水
后容易与泥沙凝固在一起，时间愈久愈坚
固。用砖筑坝时，坝身与水面可以砌成钝
角，加固坝身，不容易塌陷，而且砖不怕风
吹雨打，烈日曝晒，储存方便。

栗毓美马上召集民工，首先在有险

情的原武、阳武一带（今原阳、中牟境内）
筑起了 60多道砖坝。完工不久，河南中
部地区连续遭遇特大洪水，黄河上好几
处埽坝被水冲坏，决口成灾。而栗毓美
建筑的砖坝，经受住了洪水的考验，屹立
不倒。在另外两地堵塞黄河决口时，先
是用埽，由于水势大，埽立即被急流冲
走。后来改用抛砖，才稳住了水势，堵住
了决口，化险为夷。

砖坝试筑成功，栗毓美当即总结经
验，上书道光皇帝，建议设立官窑烧砖，推
广“以砖代埽”的治河方案，虽遭到一些官
员的反对，可在粟毓美坚持下，朝廷最终
才批准了制砖修堤的方案。于是，黄河两
岸的水患区域开始烧制大砖。这种大砖，
呈椭圆形，每块重20斤左右，中间有个圆
孔，可以用绳子穿系，易于抛修，也可以砌
筑坝体。直到 1949年，黄河开封段还设
有砖料厂，专门烧制河砖，以补石料不足。

“以砖代埽”，是治黄工程的一次技术
革新。栗毓美为此撰写的《治河考》和《砖
工记》两部著作，至今仍是研究古代水利
工程技术和水利发展史的重要资料。

栗毓美担任河道总督五年,为国库
节省白银一百三十余万两。在他任职期
间，河南地区没有发生过大的水患。《清
史稿》评价治河之功时，称栗毓美为“当
世河臣之冠”。

道光二十年（1840年），栗毓美在视察
黄河途中，病逝于郑州行馆，享年 63岁。
消息传到京城，朝野震动。道光帝痛失
良臣，大为悲痛，他说：“栗毓美办事实
心，今朝病故，诚为可惜！临终无亲属一
人在侧，尤为可悯！”下令追封栗毓美为太
子太保，赐谥“恭勤”，亲作祭文，恩准祭
葬。民族英雄林则徐为栗毓美撰写了墓
志铭，称赞：“帝任之专，公肩之力。财殚
牵茭，虑枕炼墼。五载试行，厥功已丰。”

当栗毓美的灵柩从河南北上运往山
西时，沿途民众挥泪相送，竟“千里不绝”。

栗毓美墓，坐落在山西浑源县城的
东北隅，面对恒山，北依浑河。每年清明
节，都有当地群众祭祀，谈到他,不称其
名讳,而亲切地唤他“栗大王”。而河南
的老百姓对栗毓美，代代相传的只有一
个称呼：河神。10

□王明坤

郑州市长江路社区的人都知道张振富老人，他是个爱管“闲事”
的人，也是个“和事佬”。这位头发花白、衣着朴素、爱说爱笑的老人
1970年参军入伍，是一名有着50年党龄的老党员。谁家有困难，他
都会热情地伸出援手。

社区居民刘姓夫妇被孩子上学的事儿难住了。夫妇俩虽来郑多
年，却一直没办理居住证。直到孩子年满6岁，到学校办理入学手续
时才如梦方醒。而办理居住证需提前半年申请，可当时离开学只剩
两个月时间了，小两口像热锅上的蚂蚁，慌了神。老张知晓后，主动
到街道办、社区、学校多次协调帮助。经过多方努力，孩子如愿按期
入学。夫妇俩为感谢老张，带着礼物登门道谢，他却婉拒礼物，还为
孩子购买了学习用品。“孩子是祖国的希望，民族的未来，让我为他们
付出再多也值！”

俗话说：清官难断家务事，可老张敢断且能断。夏日傍晚，李阿
姨家传来争吵声。老张不请自到，看到的场面让他心头“咯噔”了一
下。婆媳俩不但吵了，还动手了。他先把“擦枪走火”的两人劝住，细
听原委。原来，儿子经常出差，婆媳两人照顾孩子，因育儿理念不同，
为孩子的事儿就干上了。老张就苦口婆心摆家常，让双方从自己的
儿子和丈夫的角度考虑，求得家庭和睦。经过3个小时的劝说，双方
都认识到自己不妥的地方。媳妇主动向婆婆认错，婆婆也真诚道歉，
一家人和美如初。

很多人都跟老张说：“退休了，就好好地享受生活，操一辈子心
了，也该歇歇了。”可老张总是说：“我是一名党员，群众需要的时候我
啥都不做，心里不踏实。”

在社区当保洁员的小马被评为“五好员工”时，感动地说：“多亏了
张叔，要不是他，我这辈子就毁了……”三年前，初出校门的小马找工
作屡次受挫，一度丧失了信心，整天沉迷在网络游戏中，成了“啃老”的

“宅男”。无计可施的父母找老张寻求帮助。初时，老张“不经意”地找
小马解决一些小问题，小马顺利解决后，老张就夸奖他“很优秀、很聪
明”，并且经常和他谈心交流。为了能够更好地帮助他，老张还查阅青
少年心理学书籍，掌握了很多好的方法。一个月过去了，在老张锲而
不舍的努力下，小马终于打开了心结，主动应聘为社区保洁员。闲来
没事儿，他还会找老张下棋，聊天，欣然成了忘年交……

这些年来，老张以真诚和热情帮助着身边的人，赢得了邻里的信
赖。现在，越来越多的人把老张当成了知己，老张也更加快乐地发挥
着余热。他说：“我虽然退休了，但为社区建设、居民生活尽自己的微
薄之力，我高兴，我乐意！”10

□本报记者 吕志雄
实习生 秦然升 许荣霈

停车难，这是一直困扰郑州市民的
问题。然而，河南胸科医院保安刘文西
师傅和他的同事们，一直在努力缓解着
这个难。

7月 24日下午，医院院内，一辆白色
小轿车在慢速地行驶，要停车却找不到
车位，后面的车喇叭声声促。

刘师傅跑过去，简单一沟通，大手一
挥，女司机就往没有停车位的停车场倒车。

车太多，过道窄得像要给车上了
个枷铐，即使刘师傅喊着口令，女
士遇到个地面裂出的小坎儿，也不
敢倒车了。刘师傅几步过去，拉开
车门，让女士下车走人，自个上去，
将车倒进仅有一辆车空隙的通道
上，停好，几步走回凉亭，将车钥匙
放入桌上的木框内。木框内赫然

有几十把各式各样的车钥匙。
过了一会儿，有位男士走过来，

刘师傅顺手从框内拿出四把钥匙，迎了上
去，不等男士说话，递给他一把钥匙，接着
打开一辆车车门，将车开到医院内部道路
上，接着又开出两辆车，给那位男士腾出
了一条道路。男士开车出来，向刘师傅挥
手示意感谢。刘师傅挥下手，又急着将腾
到路边的车“塞”到小停车场的空当里。

就是这样，在刘师傅及其同事的努力
下，一个只有30个车位的停车场却能停40
多辆车，一天下来，就能多停30多辆车。

刘文西来自汝州农村，是个地道的农
民，到医院当保安三年了，没有多高文化，也
没有多大“能耐”，可停车难这个老大难问
题，为何能在他的“一亩三分地”得到缓解？

医院保卫科负责人评价刘师傅及同
事：他们爱岗敬业，以个人的辛苦与努力
提升了医院保卫的服务水平和管理水平。

确实，他们是爱岗敬业的。
在这样的大夏天，坐在岗亭伞下面，

还要出一身汗，更不用说钻进经过长时
间暴晒的轿车里了，车内温度高时能达
到七八十摄氏度。挪车时，打开车门，热
浪就扑过来。坐进去，刘师傅说“比蒸桑
拿都出汗快，蒸得头发晕。遇到皮座的
车，挪了车回来，常发现背上被烙出了水
泡”。这样的环境中，刘师傅说他一天要
喝八杯水，他那大杯子，装满了有两升。

说喝水，还真渴了，刘师傅刚将茶杯凑
到嘴边，那边来个取车的，茶杯盖来不及盖，
刘师傅就拿了几把钥匙去挪车了。不久前，
为一辆车出停车场，他挪七辆车，反复挪了四
次，只因为要开走的那辆车停得太靠里面了。

这些，都没有让刘师傅觉得苦，他
说：“俺是农村人，不怕吃苦。车主啥时
候要车咱就啥时候给人家腾开路，服务
不周到，就是失职。”

为这敬业，刘师傅和他的同事们，不只
是吃苦，更承担着巨大的心理压力，从记忆
哪把钥匙开哪辆车，到保证车辆不被剐蹭，
他们努力再努力。然而，有时也想，真要丢
一把钥匙或剐蹭一次，他们一个月不到
3000元的工资，要赔偿可就是个大事儿
了。为这个，他们更要小心小心再小心。

尽管如此，遇到一些暴躁的车主，还是
会受到这样那样的指责。对此，刘师傅说
出他的办法：“他跟你吵，你不跟他吵，那就

吵不起来。吵架不能解决任何问题。”

一个农民到城里来当保安，这样
的工作往往并不稳定，却为方便别人承
担更多责任、忍受更多辛苦。刘师傅
说：“保安是服务的职业，跟交警不一
样，没有任何职权。咱就是老百姓，做
服务，就得服务好，不服务好就不中。”

从一个老百姓的定位看自己的工
作，刘师傅对工作、对服务对象就有着一
种朴素的情感。

他说了一个故事。6月 8日上午，两
辆汽车的司机都盯住了刚空出的一个车
位，互相挤，谁也占不到位。两位司机先
是争吵，再互相推搡。他忙赶过去，拉开
人，再劝说，对谁也不指责不批评。最
终，让重病人家属优先停车，刘师傅又领
着另一个病人家属到院外停车场停车。
瞬间将“战火”压下来，他说：“将心比心，
与人方便，自己方便”。

定位于百姓，尽心于职责，不怕苦
累，方便他人。医院保卫科负责人称赞
他们说：“看着做的事都是小事，体现的
却是爱岗敬业、无私奉献的精神。”

刘师傅又去挪车了，在这小小的停
车场，他和他的同事们腾挪出的不只是
停车的空间，也是一片充满人间温情的
天地。1

停车场腾挪大天地

社区里的“和事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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