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悠扬的夯歌

徐有功护法

叶县电子商务
产业园区。张晓庆
紧盯着电脑屏上变
换的数据。这些日
子，他和他的团队

正做着“双11”前的最后冲刺。
“近期收藏、加购的数量是平时的 5 倍左

右。”变换的数据让张晓庆颇为骄傲，“咱生产的
河南烩面‘双11’预售量稳居烩面类榜首。”

张晓庆年纪不大，却有5年创业史，是当地小有
名气的“电商达人”。与电商结缘，源于他在大学时
注册的一家销售电子产品的淘宝店铺。从那时起，
他就认准了电商是未来发展的一个方向，2012年大
学一毕业，便投身深圳一家科技公司工作。

打工三年，历尽艰辛。2015年春节回乡时
在叶县县城高速口，一张巨型海报吸引了张晓庆
的注意——“县长喊你回家做电商。”

“不知为什么，当时我心里很激动。想着自

己在外学的那些东西，应该能为家乡做些事儿。”
回忆当年辞职创业，张晓庆笑着说：“看似一时冲
动，其实是情理之中。谁不想让自己的家乡变得
更好啊？”

帮助农民解决“卖”难，是张晓庆立志回乡干
一番事业的初衷。“家乡有很多好吃的美食，匠人
们有很多好手艺，可是没有走出去的机会和平
台。”张晓庆说。

在深圳，张晓庆体会到了现实的残酷：没有场
地、没有资金、没有员工……现实让张晓庆差点放
弃创业的念头。就在此时，响起了县长的那声

“喊”。他随即向县有关部门申请了大学生创业基
金，并注册了公司。“鼓励大学生创业的政策优惠大
着呢，免了我三年的房租，还有水、电、宽带等费用。”

宽松的创业环境和优厚的创业政策，让这个
年轻人的乡村创业梦想照进了现实。一间不大
的办公间，几台电脑，七八个年轻人，张晓庆和小
伙伴们的公司开张了。

□王新立

在中原农村，盖房是每家每户的头
等大事。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为了让新
房根基扎实，生产队长总会喊上一帮青
年小伙儿，义务帮助农户完成盖房必不
可少的工序：打夯。

夯，其实是一个立着的青石圆柱，高
近一米，一抱多粗，周边用四根手腕粗
细、两米左右的木棍呈“井”字形捆绑在
石磙上部。然后，由八个人围在一起用
力抬起来，再同时松手，让石夯重重地落
在地面上。夯过的地面，根脚扎实，在上
面建新房，基础稳固，经年不毁。

打夯的时间大多选择在晚霞似火的
傍晚或月白风清的晚上。因为白天全村
人都要参加集体劳动。临到集体收工
时，随着生产队长一声吆喝，一二十名青
壮劳力，不顾一天的劳累，会齐刷刷地聚
到准备盖新房的农户家中。这时，房主
人已在院子里摆上一溜小桌，上面摆放
着烟、糖、瓜子。大家有的抽烟，有的嗑
着瓜子，有的喝着主人提前备好的红糖
水，一边悠闲地等着喊夯人的到来。

不要小瞧喊夯人，他可是有着丰富
艺术细胞，脑子灵、嘴皮快的人，也是这
次义务劳动的总指挥。大家夯抬得高
低，力气能否使匀，进退能否一致，全靠
他指挥。他能让打夯这种繁重、乏味的
劳动，变成“歌之舞之”的有趣活动。喊
夯人会应景生情，信口编排出一串串动
听的夯歌来，而这一首首夯歌都是有套
路的。高起调：“哎——咱们抬起来呀！”
这时，抬石夯的八个小伙子会一起用劲，
双手把石夯托在胸前，口中齐呼“嗨哟！”
然后举过头顶，随着喊声，石夯按节奏落
地。喊夯的人会接着喊：“咱就往前走
啊，单打这个包啊；大家劲使匀啊，用力
不要猛啊；抬要高抬起呀，落要松松落

啊。”“一夯挨一夯吆，夯夯
紧跟着；夯夯往前挪，夯夯
砸实落吆。”

等抬夯的人心齐了，劲
拧在一起了，喊夯人会在夯
歌中加上一些近似调侃的
内容：“打夯要小心哟，小心
砸着脚哟。伤着不得了哟，
老婆不愿过哟。受疼又花
钱哟，可是不划算哟。”

碰上一些肚里有墨水、
年岁大的喊夯人，他们会把
一些历史故事编进夯歌中，
再经他们的口喊出来，特别
有意义。其中，有这样一首
夯歌，至今还留在我的记忆
中：“大家来打夯哟／嗨哟，
刘备过长江哟／嗨哟，赵云
来保驾哟／嗨哟，忙坏小周
郎哟／嗨哟，兵困黄鹤楼哟
／嗨哟，君臣发了愁哟／嗨哟，军师诸葛
亮哟／嗨哟，巧计安排就哟／嗨哟，竹节
藏令箭哟／嗨哟，君臣喜心头哟／嗨哟，
下了黄鹤楼哟／嗨哟，急忙去荆州哟／嗨
哟，周瑜得了信哟／嗨哟，带兵追得急哟
／嗨哟，来到芦花荡哟／嗨哟，张飞把路
挡哟／嗨哟，周瑜中了计哟／嗨哟，气得
把命丧哟／嗨哟。这是一古本哟／嗨哟，
咱是来打夯啊／嗨哟……”

也正是这些喊夯人，通过自己的智
慧，把天上的、地下的、远的、近的、传说
的、现实的东西有机地串联在一起，让抬
夯的人在齐声呼喊中，忘记了劳累，增添
了精神。

悠扬的夯歌声粗犷火辣，韵味十足，
再加上抬夯人的齐声应和，声音可以传
得很远，自然也吸引不少乡亲来看。看
着观众越来越多，喊夯的人更来劲，抬夯
的青壮劳力也会更卖劲。特别是那些蛮

力用不完的愣头小伙，到了最后，干脆光
着膀子，赤裸上身，让汗水顺着雄健的肌
肉缓缓滚落下来。即使这样，在抬夯的
时候，他们还不忘把目光投向围观的人
群，悄悄搜寻自己心仪的姑娘，想着她们
是否能看见自己剽悍英武的形象。还有
那些围观的孩子，一边听着夯歌，一边在
新地基周围打打闹闹。除了能像平时一
样撒着欢儿玩耍之外，他们还会趁机抓
一把瓜子，甚至会磨蹭着打夯的父亲到
房主人家中，美美地吃上两张白面拌葱
花烙成的小油馍。

如今，农村盖屋已经不像以前那么
复杂了。谁家要盖新房，会有专业建筑
队找上门来。人工夯改成了电夯，一个
人牵着一台机器，在“扑哧扑哧”的单调
声响中，一天便可以搞定一座新房的地
基，而传统的夯歌却成了一代人心中的
绝响。8

□崔洁 黄海涛

唐代笔记小说集《隋唐嘉话》中，记载有
这样一个人物：武则天要杀人，他依照律法在
朝廷与之争论，“辞色愈厉”。武则天大怒，令
人将他拖出去斩首，他仍回头大叫：“身虽死，
法终不可改。”他临刑时才被赦免死罪，贬为
庶人。如此这般，并非一次，但他从未屈服。

这人就是唐朝一代名臣徐有功，他据法
力争、以死护法的故事载入史册，流传至今。

徐有功（640—702年）名宏敏，字有功，偃
师（今偃师市缑氏镇）人，是国子监博士徐文
远的孙子，青年时期举明经及第。

徐有功长年在司法任上，初任蒲州司法
参军期间，他审判案犯力求宽仁，从不刑讯逼
供，也不判人杖刑。吏人感其恩信，便互相约
定：如果谁犯了徐司法杖刑，大家都要斥责惩

罚他。由此，时人争着为他效命，直到任满，
徐有功不曾杀过一人。

徐有功任司刑丞期间，有个叫韩纪孝的
人，曾在徐敬业起兵造反时被授任伪官，已经
过世，推事使还要没收其家人财产，武则天已
下诏同意。徐有功追议上疏说：“按照当朝法
律，谋反者当斩。可本人死了就没法再斩，受
到牵连的人就要从轻处理。”武则天下诏采纳
了他的建议，于是涉案者都被改判赦免，约有
上百家。

在任左肃政台侍御史期间，徐有功审过
一个案子：窦孝谌的妻子庞氏被奴仆用妖言
唬住了，夜晚作法驱妖免灾，又被女仆诬告
说她诅咒圣上。武则天让薛季昶审理这件
案子，庞氏被判死刑。庞氏儿子告状申冤，
徐有功查明了其中的真相。薛季昶反诬徐
有功与恶逆为党，应该杀头示众。徐有功正

处理政事，一个令史哭着给他汇报这事。徐
有功说：“难道我一人独死，而他们长生不死
吗？”然后从容地离开了。武则天召见他，责
问道：“你断案多数重罪轻罚，为什么呢？”徐
有功回答说：“重罪轻罚，是我的小过失，爱
惜生灵，是陛下的大恩德。”庞氏最终被免去
了死罪。

《隋唐嘉话》中还记载了另外一个故事。
武则天时代的一名酷吏叫皇甫文备，跟徐有
功一起办过案，曾诬陷徐有功与叛逆分子勾
结，并上疏给徐有功定罪。武则天特地保释
了徐有功。不久，皇甫文备犯事被人告发，徐
有功讯问时却宽宏大量。有人说：“他先前诬
陷你,想要置你于死地，现在你反而想放了
他，为什么呢？”徐有功说：“你说的是私仇，我
所恪守的是公法，怎么可以因私怨而破坏公
法呢？”

徐有功曾对亲近的人说：“司法官员，关
系着人的生命，不能为逢迎圣旨弄虚作假，以
求苟且避祸。”徐有功审理案子，一向公平守
正。他依法纠正冤假错案，因此曾先后三次
被判死刑。面对死亡，他安然不惧；被免死
刑，也不喜形于色，武则天因此很看重他。

长安二年（702年），徐有功病逝，享年 62
岁。武则天追赠他为大理寺卿。唐中宗李显
登位后加赠他为越州都督头衔，并特下制书
表彰：“节操贞敬，器怀亮直，徇古人之志业，
实一代之贤良”，“卓然守法，虽死不移。无屈
挠之心，有忠烈之议”。武宗会昌年间，追赠
谥号为“忠正”。

徐有功护法的故事口碑相传，千古流芳。
《旧唐书》赞曰：“听讼惟明，持法惟平。世皆纷
浊，不改吾清。”《新唐书》赞曰：“不以唐、周贰其
心，惟一于法，身蹈死以救人之死。”8

□韩静 臧佳佳

中午 11点半，修鞋匠郑学民撂下手
中的活计，在蒙蒙细雨中匆匆往家赶。此
时，家里 85岁的老母亲正等着他回家做
午饭呢。“我一般都是早上七点出摊，怕老
母亲中午饭吃不好，就赶回去给她做好，
再回摊上干活儿。”

年过六旬的郑学民，是临颍县三家店
镇邢庄村的贫困户。他两岁时，因小儿麻
痹留下了后遗症，双腿肌肉萎缩，最终导
致他基本失去了劳动能力。

由 于 双 腿 不 能 正 常 行 走 ，郑 学 民
20 岁那年，母亲用架子车拉着他到西
华 县 拜 师 学 起 了 修 鞋 缝 补 手 艺 。 脑
子活又肯吃苦的他，经过两年多的艰
苦 努 力 ，不 仅 熟 练 掌 握 了 缝 补 手 艺 ，
也对生活有了更多的寄托和希望。修

鞋，成了他最大的乐趣和依赖，一干就
是 40 多年。

无论刮风下雨，郑学民每天早上都会
准时出现在镇里的街道边，挥动钉锤，踩
动机器，给人补鞋钉掌。除此之外，他的
三轮车上还拉着剪子、拉链、纽扣、菜刀等
杂货。郑学民说，之前的他日子过得比较
困难，因为有了扶贫政策的保驾护航，政
府又为他办理了低保、残补等，“我和母亲
的生活有了起色！”

“现在生活虽然富裕了，但大家的节
俭精神还都在。我一天修鞋能挣个三四
十块钱，搭配着卖杂货可以挣个六七十
块。虽然我干活苦点儿累点儿，但我知道
人要靠双手劳动，自力更生才能创造美好
的生活。”

修鞋的工艺不复杂，但长年累月的高
强度手工劳作，让郑学民的手上磨出了很
多老茧。“民哥干活很仔细，价格还便宜，
修补过的鞋也特别结实。”一位顾客说，因
为郑学民修鞋的手艺好、质量有保证，她
家里人的鞋子坏了，只要能修，
她都会拿来让郑学民给修修。

在郑学民看来，修鞋也要凭
良心。“人必须实实在在才能生
存。修鞋这活儿虽然不起
眼，但要想干长久，一
定要保证质量，有了
质量保证，才能有熟
客和回头客。”

生性乐观、善良

的郑学民不单自己修鞋，还热心帮助他人
一起脱贫。附近有个残疾村民，2016年
被列为贫困户后，郑学民主动找到他，并
收他为徒传授修鞋技艺。师徒俩的摊位
相距20多米，但两人在生意上彼此谦让、
互相帮衬。几年来，师徒二人修鞋坚持不
涨价，还积极为其他贫困户提供免费修鞋
服务。如今，两人都通过自己的劳动成了

“脱贫光荣户”。
“党和政府出台了很多惠民政策，

让我们过好日子，但我们也不能事事都
依赖国家。虽然我们身有残疾，但有双
手，更有国家的扶贫兜底政策，我们的
日子越过越好，也越来越有希望。”郑学
民说，他和徒弟现在日出而作、日落而
息的生活挺好的，尤其是能够用自己的
手艺为附近群众提供方便，他们感到非
常开心。

每每说起自己的儿子，郑学民的母亲
也很是骄傲，“我们脱了贫，他又有手艺能
够养活自己，日子肯定会越过越好。”8

今年年初，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让“吃
饭”问题再次被国人关注，大家都明显地感受到，
饭碗要端在自己手里才踏实。

“其实疫情一开始我就意识到了这个问题，
实体经济是整个产业的根本。所以我选择跳出
电商做电商，从河南点餐率较高的烩面做起，既
能丰富我们电商平台的上游产品，又能推广家乡
特色美食。”4月，张晓庆便开始研发、生产速食
烩面。从面粉选材、面皮制作到汤料搭配、包装
设计，每一个环节他都要精心挑选、严格把关，光
一种汤料就要试上百次。

“喝一口汤就惊艳到我了，就是老家的味
道……”网友的评论给了张晓庆不小的安慰。

7月，张晓庆的速食烩面开始上架天猫售卖。
短短3个多月，销售5万多盒，销量全网第一。

前不久，张晓庆在分析后台数据中发现，北
上广的消费者复购率较高，于是就想在北京地铁
站投放广告，提升产品知名度。叶县有关部门了
解到他的想法后，专门安排人员与他一起到北京
洽谈合作，并成功投放广告。

“各位老铁，欢迎来到我的烩面直播间……”
在天猫商城直播间，年轻帅气的张晓庆深得粉丝
喜爱，常常1个小时就能卖出几百盒烩面。从刚
开始的不好意思到现在的游刃有余，张晓庆用最
短的时间“拥抱”了时下流行的直播带货。

“烩面是河南的传统美食，但并没有像螺蛳
粉、过桥米线那样被大范围地推介出去。我想做
的就是把河南的面食文化推广开去。”张晓庆说，
自己作为年轻一代的河南人，应该在实现自己价
值的同时，为家乡发出光和热。1

创业初期，张晓庆发现，由于缺乏电商专业
人才和有效管理，导致当地企业的一些优质产品
不能“上线”，销售渠道大大受限。

企业有产品，网上有需求，如何打破产销闭
环？市场嗅觉敏锐的张晓庆便从事起网店代运营
业务，为当地企业提供并长期维护电商销售平台，得
到了客户的一致认可。随后，张晓庆又把目光放在
了当地的鸡蛋、玉米等土特产品上，让这些产品通过
天猫、淘宝、拼多多等平台抵达全国城市市民的餐
桌。“2019年光是玉米和花生就销售了6万多单。”

为了做出品牌效应，张晓庆还专门为叶县的
特色农产品注册了商标，开办了叶县特色产品展
示展销中心。现在，他已为当地百余款特色农产
品在线上找到了出路。

科技发展日新月异，而老家不少乡亲甚至没
有听说过“电商”，张晓庆急了。他自己找场地、
搬音响、做课件，向愿意学习的村民免费教授电
商知识。

40多岁的刘新辉之前守着几亩地过活，农闲
时便到工地搬砖。来到培训班，“农村电商”“物联
网”“人工智能”“5G技术”这些从来没有听说过的
新名词“飞”进了这个农村汉子的耳朵，更“飞”进
了他心里。培训后，他在村里开了家农村淘宝店，
从刚开始的代收快递、代买东西，到后来自己租赁
仓库做线上批发，现在每月利润都在万元以上。

两年来，张晓庆一共培训了 1000 余人次。
他的公司也被授予河南省电商示范企业、河南省
科普基地、河南省科技扶贫基地、河南省农村电
商示范店铺等多项荣誉称号。

“俺不怕吃苦，就是没资金、愁销路。”63岁的
程大嫂是叶县辛店镇一名普通农家妇女，也是贫
困户。丈夫因病常年卧床，她只能靠养鸡赚点钱
贴补家用。张晓庆帮她把养殖规模扩大到了
2000只，并全部回收她家的柴鸡蛋。如今，程大
嫂家已稳定脱贫，而像她一样成为张晓庆“供货
商”的贫困户，目前已有十几户。

“与您烩面，何必改天？”拥挤的地铁站里，一块块“河
南烩面”的灯箱广告引人注目，也让在京的河南老乡倍感
亲切——近日，叶县 90 后小伙张晓庆在北京地铁站投放
的速食烩面广告，已涵盖了 7条线路。

“广告效果挺好，我们线上的旗舰店销售量增长了一倍
多呢！”张晓庆笑逐颜开。

□本报记者 刘向东 本报通讯员 乔培珠 吴丁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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