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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峰

锄是农家最常用的农具之一，除了冬天，
锄基本上是闲不住的。春天锄麦子，夏秋锄
玉黍、谷子、高粱、大豆、棉花等。过去说“立
了秋，挂锄钩”，等于刀枪入库马放南山。后
来我当知青时又听说，“立了秋，猛一搂”，还
不能刀枪入库马放南山。

庄稼离不开锄，一旦离开，各种草就会探
头探脑地拱出来，分享庄稼的水分、养分和阳
光，挤占庄稼的空间，从而使庄稼营养不良，生
长缓慢，甚至减产。我揣测，锄也肯定不愿意
离开庄稼，一旦离开，心里就空落落的，它不忍
看到疯长的草欺负庄稼，也不愿离开紧握它的
温暖有力的手，与人、与庄稼，它觉得都有一种
感情。它可能也知道，人对它也是有感情的，
隔些天，就扛着它到了地里，从这头锄到那头，
一个来回又一个来回地锄着。累了，直直腰，
用挂在脖子里的灰白色毛巾擦擦汗，或坐在地
头、坟头的树荫下抽上一袋烟，或躺在草地上
枕着千层底老布鞋草帽盖住脸眯上一会儿，然
后起身往手心里唾口唾沫，又握住它，弯下腰，
重复着一个来回又一个来回的动作。人与锄
的感情，类似于手足之情。

少年时，我学会了锄地。那时，县城的学
校放假，老师都要求学生参加生产队的劳动，
并且开学时要带来生产队的证明。所以，每
逢放假，我就要回到乡下老家。初次锄地，虽
然模仿着别人的样子一推一拉，小心不锄到
禾苗，但却不知道前进的脚步也是有讲究的，
就像豫剧《朝阳沟》中拴宝教银环锄地那样，
要“前腿弓，后腿蹬”。而我是根本就不讲究
这些，碎步向前，脚印几乎一个挨一个。爷爷
发现后，说你这样锄过去，把地又踩瓷实了，
等于白锄了。是啊，小碎步踩瓷实的地，不仅
起不到松土保墒的效果，如果墒情大的话，还
会把刚锄掉的草踩进土里，使草复活。在爷

爷的言传身教下，我学会了“前腿弓，后腿
蹬”，一步是一步地向前。如果草贴近禾苗，
为避免伤到禾苗，就像爷爷那样，弯下腰用手
将草拔起。

当午的烈日下，爷爷、二叔和其他汉子裸
露着的古铜色脊梁上，冒出了绿豆大的汗珠，
它们集结起来顺流而下，流入腰部。草帽下
黑红脸上的汗珠，则点点滴进了土中，真实地
诠释着唐代李绅那首非常著名的《悯农》诗：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
粒皆辛苦。”我曾问爷爷，为啥要顶着太阳锄
地呢？爷爷说，锄下有火，天越热越锄地，锄
掉的草很快就会被晒死。如果是雨水多的时
候，还可以使土地尽快干松。爷爷还说，锄下
还有水，特别是天气干旱时，草和庄稼争夺有
限的水分和养分，这时锄地，既锄了草，又使
土地表面形成保水层，有利于庄稼的根往下
扎，去吸收更多的水分和营养。

春秋夏经常早出晚归的劳作，锄板蘸着爷
爷、二叔和乡亲们的汗水，磨砺得明晃晃的，在
阳光下闪着银光。那银光，是土地舞台上的激
光，与犁铧、耧铧、耙齿、镰刀的激光一样，照射
着爷爷、二叔和乡亲们的愿望。锄刃也磨砺得
像刀一样锋利了，身体也仿佛被磨蚀得损失了
几分几寸。斩除了多少杂草，锄已不记得，只记
得牢记自己的使命，劳作到生命的最后一息。

秋末后，锄才有了喘息的机会，才和犁、
耙、耧这些好兄弟聚在一起，叙谈着一年来各
自与主人与土地的亲密接触。这时，犁、耙和
耧都靠墙站着，锄则像倒挂在树上的猴子挂
在墙上。

布谷声声中，锄醒来了。爷爷擦去它脸
上的锈斑，它又容光焕发地爬上了爷爷的肩
头……

如今有了除草剂和锄草机，锄基本上退
出了广阔天地的大舞台，但每逢看到它，总有
一种亲近的感觉。8

□封德 王玉贵

“娃儿他妈的那双手，十个指头上全是厚
厚的老茧，手指也都弯曲变形了，一到冬天还
会裂出很多口子。”坐在轮椅上的西峡县西坪
镇花园关村村民桂美洲，看着正搬运香菇袋
料进大棚的妻子张凤侠，动情地说，“就是她
的这双手撑起了俺们这个家，要不是她，俺这
个家早散了。”

年过半百的桂美洲和张凤侠夫妇，多年
来靠着勤劳的双手辛勤地劳作，小日子过得
其乐融融。然而，天有不测风云。2009年冬
天，桂美洲在栽树时，不慎被倾倒的大树砸伤
了腰部，中枢神经受损，下肢高位截瘫。飞来
的横祸，不仅让桂美洲从此卧床不起，也使沉
重的家务重担一下子落在了张凤侠肩上。烧
锅做饭、缝补浆洗的活儿她得干，运粮劈柴、
春种秋收这些重体力活儿她也全担了下来。
她每天还要照料丈夫的饮食，晚上要给他翻
四五次身……每天像个陀螺一样，从早上睁
开眼，一直忙到天黑。

“那时候两个孩子都还小，感觉天都塌下
来了！但一家人的生活还得继续，唯一的出
路就是拼命干。”回想当时的情景，张凤侠的
眼角湿润了。那个时候，儿子正上小学，女儿
也被迫退学外出务工。为了缓解家庭经济负
担、给儿子付学费、支付丈夫的治疗费用，自
2010年开始，张凤侠不得不拖着疲惫的身躯
一次次增加香菇的种植量。而且，为了节省
成本，从运料、装袋、灭菌、点菌、刺袋到输水、
采菇等繁重的劳作过程，她都舍不得雇人，全
靠她一人没明没夜拼了命地干。

同时，张凤侠还管护着 60多棵山茱萸树
和近百棵樱桃树，并在2亩庄稼地和3亩山坡
地里种植玉米、土豆、红薯等作物。稍有空
闲，她还会像个男子一样上山采药或到邻村
打短工……一晃十多年，张凤侠的体重由
130多斤降到了 90多斤，娇小的双手变得粗
大，布满了条条裂纹。

“前些年，不少人劝她离婚改嫁，但她却
守着家守着我不离不弃，这辈子能碰见她这
个好人，真是我的福气！”在张凤侠的精心照

料下，已经能够用胳肢窝架在双杠上进行康
复锻炼的桂美洲说，“这个双杠也是凤侠亲手
为我安装的，要不是她伺候得好，早就没我这
个人了！”

2016年，桂美洲家被评为建档立卡贫困
户。也就是在这年秋天，他们的儿子考上了
大学，按政策有了助学补助，同时，桂美洲治
病吃药的费用也能报销了。张凤侠说：“我
有双手，我相信俺家的日子会慢慢好起来的，
照护丈夫是俺的责任，我会尽力争取早日脱
贫！”

张凤侠希望依靠自己的双手脱贫的信心
和决心也深深地感动了驻村扶贫的工作人
员。他们积极为她出谋划策，还搭桥牵线为
她找来了养猪、种植中药材等项目，使桂美洲
一家的收入很快就超过了脱贫线。2019年，
他们还被评为了“脱贫光荣户”。

种香菇，种药材，养猪，种地。眼瞅着
勤劳的妻子没明没夜忙碌，已经能够坐着
轮椅出门活动的桂美洲喜欢伴随在妻子左
右，他说：“没有妻子，俺家咋会能脱了贫
呢！”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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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吕志雄
实习生 许荣霈

这是一个农民办的博物馆
——“双旗农耕文化抢救馆”，
他的主人，是中牟县刘集镇水
牛段村社区的段双奇。屋子
里、院子里堆着各种淘汰的旧
农具，手推三轮车、架子车摞
着，曲柄犁互相缠着，纺花锭子
整箱装着……面对它们的时
候，那些早被人忘记的劳动生
活画面一下子在眼前鲜活了
——拉着一架子车石头，背上
的袢带深勒在肉里；织布机咣
当响着，新的被里床单呼之欲
出；蒸笼腾着热气，一笸箩馒头
召唤着新年的到来……

段双奇站在门前绽放着笑
脸，挺胸开怀，似乎有了这个
馆，一切过往美好的回忆，都经
了他手，坚强地留在世人面前。

一

一个蹬杆，一根麻绳，一条
腰带。就是中原人缚笤帚的简
单工具。段双奇热切地望着这
些东西，可八十多岁的老翁却
死死攥着不丢手。

“嫌钱少？你说多少就多
少。”段双奇说。

老人还是攥着，讲着这简单
工具的故事。“少年时逃荒，可就
凭着这个，一路往西，一路缚笤
帚，俺家没有一个人饿死。”

老人摩挲着蹬杆，似乎又
回到少年岁月。老人是对这工
具有感情呀。

段双奇立马来了精神。为
老人拍了照，说将来放到我的农
耕博物馆里，写上你的名字，连这
照片一块展览，你想看了就去看
看，也让更多人知道你的故事。
最终，老人要二十元，他给了一百
元，买下这套缚笤帚工具。

这是多年前段双奇购买旧
农具时的情景。

生于 1958年的段双奇，年
轻时学摄影，一边种地，一边搞
新闻摄影，是远近闻名的没有
记者证的“记者”。在摄影中，
他越来越体会到这些淘汰的生
产生活工具的价值。他说：“我
慢慢感受到这些农耕器具背后
的文化魅力。可以说，每一件

农耕生产器具，都包含着发明
创造的动人故事，蕴含着祖先
的勤劳和智慧，传承着祖先艰
苦奋斗的精神。”

然而，人们的辛勤劳动换
来了物质的丰富，也推动生产
工具的变革、生活方式的转
变。很多老工具不用了，大片
的村庄拆迁了。段双奇生长的
水牛段村也变成了社区。

“ 留得住乡愁！”啥是乡
愁？段双奇在思索。乡愁就是
人对生活环境生产工具的感
情。如果祖辈生活的村落没有
了，原有的生产生活工具没有
了，乡愁会变成忧愁。他最终
瞄准了农耕生产生活用具。

2010年，他开始了抢救农
耕生产生活用具的艰难过程。

二

抢救这些东西，钱从哪里
来？段双奇先是用多年种花木
的积蓄，不够，又投入了拆迁补
偿款，卖了私家车，可东西还是
买不尽，又借了别人40万元。

钱是问题，搜集更是问题。
原来他背着照相机，走到哪儿都
风光。如今骑个电动三轮车，走
到哪儿都像个拾破烂的。

哪里有拆迁他就往哪里
去，老屋子拆了，丢在旮旯里的
旧东西才容易翻出来。一次，
他盯上一户人家蒸馍用的竹篦
子，还没见到主人，就听到有人
呵斥，以为他是小偷。

有时候，看中一件东西，想

买过来也难。有个老人将一件
老物件卖给了他。可这东西丢
在家里人们觉得是累赘，一旦
有人买了就觉得是个宝贝，老
人孙媳妇知道了，觉得卖得亏
了，追过来又要了回去。

就这样，寒来暑往，他跑遍
了中牟县的大部分拆迁村庄，
并以中牟为中心，向外延展，甚
至去陕西、山西、河北、山东，到
处搜集面临淘汰的农耕时代的
传统家什。

为钱作难，为收购作难，受
尽了气。但一想到那攥着缚笤
帚工具的老人，就觉得再难也
要走下去。

三

十 年 间 ，段 双 奇 收 集 了
12.3 万件生产生活用具，大的
有架子车，小的有牛铃铛，稀奇
的有太平车、鱼镰刀。可这些

“宝贝”往哪儿放呢？又怎么才
能发挥其作用呢？

段双奇眼里，如果一个个
农具记录着个人的情感，那么
众多农具列队亮相，就是在传
承着农耕文明。他总结农耕文
明就四个字：“耕读传家”。立
足于耕，就是脚踏实地好好种
地；开拓于读，就是掌握知识知
书达理。传承中华农耕文明，
人们会少一些浮躁，多一些脚
踏实地；少一些小富即安的享
乐，多一些艰苦奋斗的精神。

然而，要传承这种精神得
有舞台。

之前，他改造自家院子，办
展 览 ，命 名 为“ 双 旗 文 化 大
院”。大院还被省有关单位认
定为“学习品牌”。然而，不久，
水牛段村被划入城镇化改造
区，院子被拆了。2018 年，刘
集镇政府在绿博三号党群服务
中心为段双奇的“宝贝”开辟了
一个 400 平方米的展馆，他将
之命名为“双旗农耕文化抢救
馆”。但即便如此，农具还是摆
放不开，挤着屋子里，摞在院子
里，另外还有 4万件存放在他
在外地租来的房子里。

如今，离镇子远、离树林近
的这个抢救馆虽然免费开放，
却并不吸引人，更不能给段双
奇带来经济效益。

段双奇并不气馁，有同路人
为他撑腰打气。一个大学的系
主任到他这里参观时，听说段双
奇想出书，捐出十万元来，这样，
有着近千张图片及说明词条的
《农耕与传承》一书出版了。有
新疆建设兵团的一个干部参观
后，想拉他的农具到新疆，在那
儿办展馆，段双奇没有同意，因
为他还有一个更大的梦想。

这激发了段双奇的豪情。
他正与一个旅游地谈协议，要
办体验馆。他设想，在旅游点，
当几百架纺车整齐摆开，几百
游人一起体验纺花，当年延安
大生产运动的场面是不是就能
再现？那样，这些农具带给人
们的就不只是玩乐，而是带人
走进峥嵘历史，体验艰苦奋斗，
更自信地面向未来。1

□梁小兰

一

张释之，方城人，西汉法学
家。

汉文帝时代的张释之本无
甚功名，但他的哥哥大约看他
有些想法和能力，就为他捐了
一个小官骑郞。

骑郎的日常任务就是为皇
帝守宿。皇帝出行时，骑郎作
为侍从跟随，相当于警卫员的
角色。这样一个小职位，张释
之一干就是十年，不是因为喜
欢，实在是没有获得升迁的机
会。十年老在一个位置，张释
之很失落，觉得太对不起哥哥，
又不好意思花哥哥的钱再去捐
一个更高的官，便决定辞职回
家。没想到，这一想法倒使他
的命运从此发生了改变。

时任中郞将的袁盎知道张
释之是个人才，惋惜他的离去，
就向皇帝求情调张释之做谒
者。谒者也是一个小职位，但
它直接为皇帝传达事情，能近

距离接触到皇帝。
张释之如果没有真才实

学，即使做了皇帝的秘书，也不
会有什么作为的，但张释之在
向汉文帝分析了一番秦亡汉兴
的道理后，汉文帝便对他刮目
相看，官位由谒者晋升为谒者
仆射，类似于由秘书升为秘书
长。张释之从此便有了一个不
同寻常的人生道路。

二

一次，张释之随汉文帝到
上林苑。文帝是个细心人，他
就苑中登记造册的各种禽兽情
况问了上林尉十几个问题，但
上林尉左顾右盼，结结巴巴，怎
么都答不上来，旁边的下属啬
夫毫不磕巴地回答了皇帝所有
问题。一个说不出，一个伶牙
俐齿，两相一对比，汉文帝就有
心提拔啬夫，他命张释之马上
拜啬夫为上林令。此时如果没
有张释之，可能也会成就啬夫
一件美事。但在一旁的张释之
洞察了发生的一切，一番话打
消了文帝的念头，张释之说：

“如果陛下因为一个人口齿伶
俐就越级提拔，很可能引起天
下人争相效仿。”言下之意这样
做势必导致官场口舌之风盛
行，败坏官场风气。结局啬夫
没得到提拔。张释之就事论
事，对当时的官场起到了一定
净化作用。

张释之得到了文帝对他的
进一步信任，回去的路上，文帝
让他陪侍身边，又问了他一些
有关秦朝的弊政，张释之都据
实回答。回宫后，文帝即刻提
升张释之为公车令。公车令做
的是什么工作呢？凡吏民上的
奏章，四方的贡献及被征召者，
都由其向皇帝转达，比谒者仆
射权力又高了许多。

张释之凭借对事物的敏锐
判断、对皇帝的大胆谏言一路

升迁，先后做了中大夫、中郞
将，后来做到了廷尉。廷尉，位
列九卿，是汉朝中央最高司法
审判机构长官，真正的位高权
重。但是，张释之是不是只在
意升迁之路呢？并不是，他内
心是要实现公平执法的理想。

真正使张释之成为天下名
臣的，也正是在廷尉职务上。

三

一天，汉文帝出巡。皇帝
出行，按说周围肃穆安静，闲杂
人等避开，可是经过长安城北
中渭桥时，突然横生枝节，一个
人从桥下跑了出来，把皇帝驾
车的马惊了。皇帝很生气，抓
住这个人交给廷尉张释之。皇
帝的意思，立斩。如果张释之
是逢迎小人，也可能揣摩皇帝
心意，立斩此人。但张释之并
没有那样做，他审讯惊驾之人，
让他叙述事情缘由，了解到整
个事件后，只判处那人
交罚金。皇帝一听大
怒：我差点都摔伤了，
才判罚款？但是
张释之耐心向皇
帝解释：按照现
行法律，只能这样
判 ，如 果 加 重 处
罚，就不能取信于
民，如果执法者随
心所欲地执法，那
老百姓就会无所
适从。皇帝听了，

沉吟半晌说：廷尉说得对。
后来，有大胆盗贼竟去偷

了高祖庙神座前的玉环。抓到
盗贼后，文帝又交给张释之治
罪。张释之按律判处盗贼死
刑。偷个东西判处死刑，这在
当代看来不可思议，但当时偷
盗皇家物品就是大罪，应当重
判。然而对于判决结果，汉文
帝却并不满意：应将盗贼灭
族！张释之忙脱帽向皇帝叩头
谢罪说：依照法律盗贼理应得
到这样的处理。接着他反问皇
帝：偷盗祖庙的器物就要处以
灭族之罪，如果有人挖长陵一
捧土，又当用什么刑罚惩处
呢？文帝无语，过了些日子，还
是同意了张释之的判决。

由此，张释之也得到了天
下人的赞叹。时人称“张释之
为廷尉，天下无冤民”。8

历史深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