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精彩周末/人物·时空│142020年8月7日 星期五
责任编辑 吕志雄hnrbrw@sina.com

历史深处

都市一隅

民生记忆

一

天刚放亮，81岁的熊凤琴已为老伴穿好衣服、洗了
脸，在屋里开始每天例行的康复行走，只见他步履蹒跚，
艰难挪动。

不能自理的老伴身材高大，他大半个身子重量，全压
在只有 1.56米高的熊凤琴肩上。她小心翼翼地扛着老
伴的胳膊，咬着牙，弓着身子，汗水吧嗒吧嗒滴在地上。

负重而行，亦如熊凤琴的人生。一家四口，老伴患病
15年，大儿子患强直性脊柱炎21年，小儿子被同样的病
困扰着，已经9年。不幸，似乎“盯”上这一家。面对接踵
而来的打击，她选择了坚强——精心照顾患病的老伴和
两个儿子，用爱为不幸的家撑起一片天。

“只要有我在，家就不能散！更不能给社会添麻烦。”
耄耋之年的熊凤琴笑对不幸。

二

豫西集团江河公司，像一条带子嵌在弧形的大山深
处。

1963年，熊凤琴和魏长林结婚,生活非常幸福，后随
魏长林来到这个三线工厂。魏长林在企业机动处工作，他
热情、认真，负责任、技术好，深受大家敬重。2000年，魏
长林光荣退休，本应该安享晚年了，可2005年 5月，他突
然中风，患上脑梗，并引发精神病、癫痫，不会说话，吃喝拉
撒不能自理。生活的重担一下子全压在熊凤琴肩上。

面对突然降临的厄运，熊凤琴不抱怨，不嫌弃，她对
魏长林说：“老伴儿啊，咱俩是夫妻，只要有俺在，俺就永
远照顾你!”

三

洗衣做饭，开办网店，帮助照顾父亲，他面带微笑，声
音响亮，患强直性脊柱炎多年的魏俊峰几乎颠覆了常人
对这种病的理解。几乎没人知道，正是母亲熊凤琴帮助
他走出了病痛的阴霾。

1999年 5月，魏俊峰被诊断为强直性脊柱炎。拿着
诊断书，“手都是抖的”，熊凤琴心如刀割。多好的一个孩
子啊！他身材颀长，皮肤白净，大学毕业分配到一家企

业，工作认真踏实。歌曲听上两遍，就能开口唱；篮球场上，更是大家关注的焦点。
魏俊峰赚足了姑娘们的眼球。

正值韶华，突遭病魔缠身，离开心爱的工作岗位病退在家，魏俊峰一下子被打
倒了，抱怨、痛苦、绝望，他甚至想到了却此生。看到儿子痛苦的情状，熊凤琴就日
夜守在他身边，搀扶着儿子出去散步，安慰他、鼓励他，一遍遍告诉儿子：“儿啊，有
娘在，你就不用怕!”

在母亲的精心呵护下，魏俊峰逐渐开朗起来，积极配合治疗。经过十多年的医
治，病情有了好转，尽管走路不太好看，但是生活已经可以基本自理，有时还能帮助
母亲照顾父亲、打理些家务。为了给家庭多增加些收入，俊峰又开始学习互联网知
识，在网上开办了小店。

四

9年前的那个夏天，小儿子魏海峰也确诊患上了和哥哥一样的强直性脊柱炎。
海峰怎么也不能接受，为什么哥俩都患这样的重病！命运对自己、对自己的

家，为什么这么不公平？他泪流满面，狠命地拍打自己的脑袋、自己的腿、自己的
腰：“让我去死算了！”

“那似乎是最困难的时候，那段时间太难了。”熊凤琴说。
海峰原来定的亲事，彩礼都送了，人家听说病情后，就把亲事给退了。望着退回

来的彩礼，熊风琴揪心般地难受，都说儿是娘身上掉下的肉，儿子这么痛苦，就像一
把刀子在剜自己的心啊！可她知道，自己不能倒下，她一倒，家就彻底没了，她打起
十二分的精神，大声叮嘱魏海峰：“儿啊，有娘在，决不许你放弃!”

母亲的爱和坚强，感染了魏海峰，他振作起来，对熊凤琴说：“娘，我决不放弃，
命运再不公平，日子再苦，咱也要好好过!”他积极接受治疗，心情逐渐开朗，病魔在
他的面前不再嚣张，病情慢慢得到了控制。

五

熊凤琴的家窗明几净，阳台上放着鲜花。一家人穿戴整齐干净，待人朴素大
方。厄运摧不垮，重担压不折，熊凤琴像青松一样坚强，她热爱生活、开朗乐观，带
领一家人向前走着。

这些年，根据国家有关政策，企业为熊凤琴办理了家属工退休手续，现在每月
有1740元的收入；为魏俊峰办理了病退，现每月有1100多元收入：为魏海峰实施
了劳保和困难职工救助。党和政府的关怀，企业和社区的帮扶，让这一家人感到了
温暖，增添了战胜厄运的力量。

熊凤琴的事迹也感动了社区居民，感染着身边每一个人，更赢得了大家的尊重
和赞扬。米、面、油大家帮着买，液化气大家帮着换，而谁家有了事，热心的熊凤琴
也总是赶到现场。培英村居委会主任杨秀菊动情地说：“在熊姐的影响下，小区里
尊老爱幼，邻里团结，大家积极向上，生活得很和谐！”

“命运再不幸，也得继续生活；生活再苦，一切都会过去。”熊凤琴瘦弱的身体里
澎湃着坚韧勇敢和不向命运低头的信念。

“走喽，我出去一趟！”熊凤琴一边往外走，一边和坐在客厅的老伴打招呼。正
在网店忙活的俊峰探出头，笑着向母亲挥了挥手。

推开门，风和日丽，时光正好。10

□吴烨

又到高考季，又是学子们全力以
赴进考场，忐忑不安等分数，患得患
失报志愿，几家欢乐几家愁的时候。

不由想起 30 多年前我的高考。
1983年 8月，我以超出重点大学分数
线4分的成绩，被河南大学（当时叫河
南师范大学）录取，成为我们自然村
有史以来的第一个大学生。每每回
想起打仗般紧张的高中生涯，眼前总
是浮现出当年的许多片段，其生活之
艰辛、心灵之磨砺、真情之感动，深深
地扎根于我的记忆深处，历久弥新。

山路弯弯

我们村是豫南一个典型的丘陵
山地自然村，距离乡高中有 18里路。
这十几里路，有一半是弯弯曲曲的小
路、山路，另一半是凹凸不平的乡村
公路。那几年，我几乎每周都要在这
条山路上往返两次。

当时我们那里还没实行家庭联
产承包责任制，我家人口多、劳力少，
生活异常艰辛，父母辛苦劳作一年，
还得往生产队“贴钱”。为了省钱，我
和在同一所高中上学的姐姐，每月都
要从家往学校背两袋米，交到食堂换
取饭票；每周都要从家里带几罐子妈
妈腌制的咸菜，“咸菜+米饭”，伴随我
们整个高中时光。

记不清多少次了，为了赶上学校
的早自习，鸡叫两遍我就起床，匆匆
吃点东西，就背上几十斤重的米袋，
手里拎着装满咸菜的罐子，踏进茫茫
夜色之中。走过村庄，引来阵阵犬
吠；穿过农田，耳边一片蛙鸣。最要
命的还是经过荒无人烟的山岗，心里
总是怯怯的。为壮胆气，我就大声唱
歌，一会儿“北风（那个）吹”，一会儿

“雪花（那个）飘”，想起什么就唱什
么。待走到学校，天才刚刚放亮，不
经意间低头，发现食指和中指已被勒
出深深的印痕。

对农家少年而言，十几里山路并
不算长。第一次高考体检，要到六七
十里之外的县城医院。谁知天不作
美，一大早就风雨交加，山洪甚至冲
毁了部分道路，公共汽车也停开了。
那一天，我一早从家步行到学校，再
和几位同学一起从学校步行去县城，
从早上 6点多一直走到下午 1点多，
在泥泞的道路上，我们冒雨走了 7个
多小时！

在临近县城的路边老农茅屋里，
满身泥污、又累又饿的我们，每人买
了 2个最便宜的菜瓜，几口便风卷残
云地吞进肠胃。我很诧异，原来菜瓜
也能这么好吃。

这是我生平第一次到罗山县城，也
是我迄今为止步行时间最长的一次。

姐弟情深

相对于走路，生活的贫困更令人
揪心。那个时候，我中午吃4两干饭，
早晚各 2两干饭加一碗稀饭，就着自
家的咸菜下饭。那咸菜常常长了白
毛，我也是照吃不误。紧张的学习生
活，严重的营养不良，使我一度视力
模糊，脚腿浮肿。那腿一按就是一个
窝，半天也不能复原！

即使这样节俭，家里也供不起我
们姐弟俩。

第一次高考“预选”，我顺利地进
入预选班，可惊讶地发现没有姐姐的
身影。后来我才得知，因为没钱缴报
名费，姐姐失去了参加预选的机会。
那时我们家十分贫困，我和姐姐同时
上高中，妹妹也在同一所学校读初
中，不少亲戚对此颇有微词。他们

说，男孩子读读书还说得过去，女孩
子早晚是别人家的人，没必要花这个
冤枉钱。正巧碰上我和姐姐同时参
加预选，需要缴纳费用，父母去亲戚
本家借了一圈，也未能凑够两个人10
元的报名费。最后姐姐说：“弟弟平
时成绩就比我好，让他上吧。”她没有
让父母告诉我，因为仅仅差两元钱，
她无法报名参加考试，无奈地止步于
高考的门前。

我拿着父母给我的5元报名费顺
利地参加并通过了预选。可因为2块
钱而放弃高考这件事，成了姐姐一生
的痛，成了父母心头深深的愧疚，也
让我始终无法释怀，久久不安。

姐姐退学后回村务农，第二年当
上了村干部，用自己稚嫩的肩膀，和
父母一道，担负起供养我和妹妹读书
的重担。

一次，姐姐去乡里办事，一位熟
悉的乡干部惋惜地说：“你应该复学，
接着高考呀！”姐姐闻言，转过脸去，
泪流满面。

姐姐终究没有走出家门口的那
条山路。

走出山村

在我们乡高中，每年一二百名学
生只能考上寥寥的10多人，其中多数
还是复读生。

新学年开学，正是刚刚考上大学
的师兄师姐给母校和老师来信的“高
峰期”。于是每逢班会或学校开会，
从校领导到各科老师，经常给我们读
信，以至于我们多数人对这些来信耳
熟能详。来信中所描述的校园风光、
城市美景，以及对母校的眷恋和感
激，都成了我们持续奋进的动力。

第一次高考，我因 2分之差名落
孙山。父亲说，我们家这么穷，是不

是该回来种田了？可没有上过一天
学的母亲不同意。她说，再穷也要让
孩子上学！

就这样，我又回到了学校，并由
理科转为文科。那段时间，因“弃理
从文”而忐忑不安的我，偶尔从邻桌
同学那里看到苏轼的《水调歌头·明
月几时有》，非常喜欢，当时就抄录并
默记。同学见状，就让我试着背诵，
结果一字不差。他连声说：“你这么
快就记住了，学文科完全没问题！”

那时候生活很苦，但学习更苦。
每天早上6点半起床，直到晚上10点
熄灯，除了上课，就是自习。一摞摞厚
厚的试卷，见证了我们高强度考试和
模拟考试的身影；装在口袋里的小纸
条，密密麻麻地记着英语单词、历史事
件和地理名词；桌子下面摆放的煤油
灯，时刻准备在教室停电时“上岗”。

那一年，重装上阵的我终于“杀”
出重围，走进大学校园，也走出了那
个小山村。

一晃30多年过去了，高考已经离
我越来很远，但每每回想，又如在昨
天，近在眼前，成为心灵深处的珍贵
记忆。1

□本报记者 吕志雄
实习生 许荣霈 秦然升

人脸大的“理发”两个字挂在小区道
路边上，宣示着张建设师傅的十元理发
店的存在。六平方米的简易房里，一把
椅子和一面镜子，加上普通的理发工具，
就是这个理发店的“核心”服务设施。张
建设老汉一手按着人头，一手翘起小拇

指，紧紧地捏着剃刀，细细刮着顾客脖子
上的绒毛乱发，专注的神情里，也显示着
他身上那股子看似柔软的坚韧。

十元理发店在郑州市纬二路、政五
街这块儿已有六年了，之前不是十元
店，而是五元店。后来，随着物价的上
涨、成本的提高，收费才改为十元。

当都市美发馆动辄以上百元价格，
在人脑袋上勾画着险峻、渲染着绮丽之

时，张师傅用他最传统的剃刀，在城市
的角落里一刀一刀阐释着简约，刻画着
另一种生活方式。

77岁的李老太太住在附近小区，得
过一次脑梗后，走路都有些吃力了。可她
还是步行十分钟，腿都走得“酸溜溜”的，
来到张师傅的理发店理发。年轻时在鹤
壁钢厂当工人，老太太说话依然是“铁姑
娘”的爽朗：“别处理发，要三四十，有一家
还要六十，我说你去找那高级人吧，咱这
头能值恁多钱？又不是金头银头。找张
师傅理，便宜。”进门的人，都是老主顾，不
用问话，那人往椅子上一坐，这人就开始
理，理过了，顶着一头碎头发回家洗去
——张师傅这里不负责洗头。

收破烂的老耿也喜欢老张的理发
店，这里除了便宜，还不用排队，进门就
理。可这也让老耿为老张担心：“只凭
这简单剃头手艺，能干多久？”

张师傅并不因此而失落，他说：“我
现在眼都不太管用了，再过几年，肯定
干不成了。”他很坦然：“人呀，日子都是
往好处过。”他有坚守，却并不固执，他
的生活适应着变化。

张师傅今年66岁，来自夏邑县，农
民。他说，14岁那年赶上洪灾，为了吃
饱饭，开始跟着师傅学手艺。艺不压
身，学习三年徒出师，他挑担走街串户
赶大集为人理发，攒钱买了自行车，之
前那副被磨得油光的扁担就下岗了。

凭着“饿不着”的手艺，他娶了妻
子，有了儿女。农忙种地，农闲理发，抚
养儿女长大，家庭的重心也随之变了。

如今，儿女都比他有能耐。女儿结
婚后与丈夫到郑州打工，有了孩子没人
看护，接了老两口来。张师傅进城了！
儿子当兵立功回来，在郑州创业，买房，
结婚生子。老两口看护了外孙再看护
孙子，夫妻俩围着儿女转。

孙子也上学了，不需要看护了，再
回老家吧，可家里的地都流转给别人
了。总觉得忙了半辈子，不干点什么心
里难受。便和门口保安、院里老人聊
天，知道他们都嫌街上理发太贵。张师
傅就想起自己的手艺，想重操旧业去理
发。儿女们反对，说不缺你吃的穿的用
的，掏力掏得还不够？就不能歇歇？张
师傅却说，能干一天就干一天，不能总

伸手向子女要钱。于是，踅摸地方，正
好邻近小区有简易房，租金低。一拍即
合，五元理发店就开张了。

附近打工的，以及城里不愿意“花
冤枉钱”的老人都来这里理发。收入不
高，但顾住房租，一个月也能挣个像门
口保安的工资，张师傅很惬意，不只是
为着钱，也为“有耍的地儿”。

顾客多是同龄人，理发时，讲些年轻
时的事儿，说些在孙子辈面前闹出的笑
话，谈论国家大事，说说家长里短……

张师傅爱养鸟，门口挂一笼，对面
扯根线也挂几笼。社区在那儿放张长
椅，院里的老先生、老太太们爱坐在那
儿听鸟叫，与闲了的张师傅说些闲话。

“我才不让他理呢！”染了红头发的
时髦老太太耍笑张师傅，“他就会理个
光头。这附近你看谁是光头，就是他理
的。”说着话，来了一个短发的老先生。
老太太指了说：“这才是他理的呢！”短
发老先生说：“俺这头比那七八十块钱
的头还凉快！”张师傅听着只是笑。

听说记者采访张师傅，时髦老太太
稀奇，说老张也能上报纸？张师傅笑眯

眯却是很硬气地顶了一句：“咋？俺农
村人就不值钱？！”语气重，却是说笑，都
不恼。老太太说：“还说是农村人呢？
住城里，又不种地。”张师傅这才意识到
他身份其实已经转变了。

以往是多么羡慕城里人呀！理发店
里几乎没有别的装饰，但一张照片却是张
师傅最在意的饰品。照片上，他穿了笔挺
的西装，将手潇洒地插在口袋里；老伴着
了旗袍、挂了珍珠项链，优雅地端着手。
两人面带微笑却是庄严地站在天安门广
场。而其实，他脚下踩的是农村的土地，
身后的天安门城楼只是布景。照片表现
的是他的梦想，成为城里人的梦想。

如今，三个外孙两个孙子生下来都
是城里人。大孙子十三岁了，再过一年
就是张师傅学徒时的年纪，张师傅心里
想的是孙子能考上大学。儿子买的房子
好，两孙子都上省实验小学。农民爷爷，
城里孙儿，将来孙儿还是大学生。张师
傅说，他要好好活着将来抱重孙子。

坚守着过去，那里有快刀斩不断的
情丝；期望着未来，将会迎来更多让人
稀罕的惊喜。1

老张和他的十元理发店

□秦然升

华山，苍龙岭。在这仿佛身置云端、如履白刃
的山峰上，一位体态发福的中年男子颤颤巍巍地想
要下山，然而陡峭的山峰使他步履维艰。苍龙岭是
著名的险峰。古时的华山，自然不能如现代凿石为
阶，造槛护路，使游人履险如夷。起初，他也试了几
次但走上几步又不得不退回来。于是，他为了减轻
行囊，就把所带书籍都丢掉了。这一试还是腿颤心
怯，不敢迈步，急得放声大哭。哭着哭着，他写了一
纸求救书，绑上石块，扔下山去，这才被山下采药者

发现。华阴县令闻讯才派人把他抬下山，这一出闹
剧才就此结束。

这个故事被后人称作“苍龙岭上叹途穷”，他的
主人公便是中唐著名文学家——韩愈。此事在民
间流传后，有山西百岁老人赵文备游到“韩退之投
书处”，有感韩愈的逸事，遂大笑不止。清代李柏登
山至此，在石上刻道：“华之险，岭为要。韩老哭，赵
老笑，一哭一笑传二妙。李柏不哭亦不笑，独立岭
上但长啸。”韩愈的胆小，似要与华山共存了。

然而在朝廷中的韩愈却与此大相径庭。为了
百姓安宁、国家富强，“胆小”的韩愈却悍不畏死。
唐宪宗迎佛骨入禁中供养三日，而后送到各寺庙供
人瞻仰，上至王公大臣，下至士人百姓，争相瞻仰祈
福。甚至有人废业破产、烧顶灼臂祈求供养。韩愈
见到百姓生命财产都受到严重损害，于是上表谏
阻。文中指出，求佛祈福之事本就不可信。上古未
有佛时，黄帝尧舜禹汤文武年寿皆近百岁，而后世
崇拜佛法的帝王，几乎都运祚不长。这直接打破了
宪宗通过求佛而能稳坐帝位，延年益寿的幻想。文
中又说道，百姓见帝王都如此崇佛，自然有不明是
非亦不惜身家性命而供养膜拜者。他们“焚顶烧
指，百十为群，解衣散钱，自朝至暮，转相仿效，惟恐
后时，老少奔波，弃其业次”。如不加禁止，则更不
免“有断臂脔身以为供养者”。这样不仅直接损害
百姓的生命财产安全，更是会伤风败俗。因这上
书，韩愈免不了“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阳路八
千”。

韩愈到了潮州，并没有自怨自艾，而是衷心为
百姓服务。正所谓“儒者亦有延年术，只在山程水
役中”。湫水的鳄鱼一直威胁着百姓的生命财产安
全。韩愈到任后，写下了一篇感天地、泣鬼神的《祭
鳄鱼文》。他命人将一头猪、一只羊投入潭中，命鳄

鱼七日之内西迁六十里。从此，潮州境内竟永绝鳄
鱼之患。一篇文章自然不可能解决鳄鱼之患，但此
文实际上以鳄鱼为比喻，激愤地指责藩镇贪官鱼肉
百姓、祸国殃民。鳄鱼之患的解决，也反映了韩愈
在潮州励精图治。潮州人专门为韩愈修建了庙堂
以为纪念，四时祭祀。

韩愈回到京城数年后，成德节度使田弘正被部
将王廷凑杀死，王又向朝廷索取节钺“转正”。朝廷
不允，王廷凑起兵对抗，打败朝廷军队。没办法，朝
廷派韩愈前去“宣抚”。他出发后，百官都为他的安
全担忧，甚至认为他必然被杀。元稹说：“韩愈可
惜。”唐穆宗也后悔。韩愈却认为：“天子担心我的安
危，我也应当尽到臣子的责任。”到镇州后，王廷凑手
下拔刀开弓迎接韩愈，韩愈毫不畏惧。到客房后，兵
士仍手执兵器围在院中。王廷凑对韩愈说：“之所
以这么放肆无礼，都是这些士卒干的，而不是我的
本意。”韩愈凛然不惧，厉声喝道：“皇上认为你有将
帅的才能，命你为节度使，而你竟指挥不动这些士
卒！”韩愈大义凛然，使王廷凑暂时归顺朝廷。

韩愈在国家百姓利益攸关之事上，即使是面对
幽寒的刀光，也能“虽千万人吾往矣”。孔子说：“仁
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暴虎冯河，死而无悔”
只是匹夫之勇。而真正“适于义”的大勇之士能做
到“举世非之，力行而不惑”。这正是韩愈的大勇，
更是他的“仁”。如果无谓地死在华山那样的“无人
区”，自己兼济天下的理想又如何实现呢？又如何
对国家、民众献上自己的一腔挚诚呢？

苏轼为潮州的韩文公庙写下碑文，开篇即言：
“匹夫而为百世之师，一言而为天下法”。韩愈不仅
在当时能够“忠犯人主之怒而勇夺三军之帅”，也能
为后世开启一代风尚，“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济天下
之溺”。烈哉昌黎，尚飨千古！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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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如生活欺骗了你

不要悲伤，不要心急

忧郁的日子里需要镇静

相信吧，快乐的日子将会来临

心儿永远向往着未来……

——普希金

那年高考

韩愈的怯与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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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敬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