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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辉市胜利路上，一
家临街的电器维修部门口
摆了十多台旧冰箱、洗衣
机。朱红磊“蹲”在地上，穿
梭其间忙碌着。此时，“趴”
在一张特制的电动床上的
牛明凤喜眉笑眼。

丈夫为生计劳作，妻
子伴在一旁笑语嫣然。人
少时，她会为他歌上一曲。

他们身边，经常会聚有
三五“残友”。临近饭点，要
么是他，要么是她，打去一
个电话，唤一声：“四哥，来
做饭呗！”

要不了多久，会有一
个 中 年 汉 子 驾 车 而 来 。
很快，一锅热气腾腾的大
烩菜香气扑鼻……

□本报记者 刘向东
本报通讯员 李娟 石云

6 年的日子里，朱红磊一边修理电器挣
钱，一边悉心照顾牛明凤。闲暇时，他就蹲在
她的床前，柔情无限。

无微不至的体贴关怀，让牛明凤的心情越
来越好。每天，她都会在朱红磊为她梳洗打扮
时哼唱一首歌，“这歌，是我对他的感激语言。”

没有上过学，通过自学掌握了修电器技术
的朱红磊服务热情，说话随和。附近的居民都来
照顾他的生意，他更是以感恩之心回报大家……

由于场地有限，像冰箱、洗衣机等大件都
要放在室外。炎热的夏季，朱红磊经常忙得汗
流浃背；冬天，刺骨的寒风呼啸，他也是在外面
作业。看着丈夫忙碌的身影，牛明凤疼在心
里，时常一个人悄悄落泪，不时地喊朱红磊进
屋歇一歇。

为了能让妻子到户外活动，朱红磊设计了

一张四轮小床，并买来一些电器配件，制作了一
辆电动四轮车。当这辆车厢尾挡板放下时，正
好与地面形成坡度，四轮小床恰好能被人方便
地推着上下车厢。车有篷，有电，制动灵敏，防
晒防雨，视野开阔。为了炎炎夏日让妻子出行
凉快，他还在车厢里加装了小电风扇……

这辆车，被当地人称为“爱情房车”。
现在，只要牛明凤想外出，自己就能操作着

四轮小床四处转悠。但更多的时候，是朱红磊
在他人的帮忙下，把妻子连人带床推上车，自己
驾驶着，两个人有说有笑地外出旅游。前不久，
他们去了一趟30多公里外的旅游景区……

幸福并快乐着的日子，也让牛明凤产生了
把更多残友拉到一起快乐生活的念头。她组
建了一个“相遇是缘”残友群并当上了“群
主”。目前这个群已有一百多名残疾人士和志

愿者。
今年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牛明凤挑头组织

残疾人士为一线医护人员捐款。“虽然我们的捐
款并不多，但面对疫情，我们残疾人也不能袖手
旁观，我们也要献出一点微弱之力。因为这是
残友们的一颗颗对国家的炽热之心啊！”

四哥在这个群里，依然是最活跃的那一
个。他经常会和一些志愿者一起，开着私家车
甚至自费包车组织残友外出旅游，“每月至少
组织三次活动”。

去山东日照看大海，到洛阳赏牡丹、开封
赏菊花……他们让身边的残友感受到了世界
的精彩和生活的美好。

日常，三五残友会聚在朱红磊的小店里，
开心地聊着，向往着未来的生活，而牛明凤会
为大家唱歌助兴……1

两位残友，一对新人

35 岁的朱红磊，是卫辉市城郊乡北码头
村人。4岁那年，他患上了小儿麻痹症，下肢
残疾，只能蹲着走路。“我母亲说，我小时候白
白胖胖的，跑路可麻溜儿！”他说。

41的牛明凤，是卫辉市狮豹头乡沙掌村
人。6 岁那年，她和朱红磊患上了同样的疾
病，胸椎以下高位截瘫。“实话说，以前就没奢
望这辈子还有人娶我……”

2012年，QQ上有了个不大的群：卫辉市
残友群。他们互相关爱，让这个群显得格外温

暖。日常里，他们沟通着彼此的治疗心得，鼓
舞着彼此的生活勇气。

爱，是关爱，也有爱情。那一天，当朱红磊
问：“你想过没有，有一天你的父母都不在了，
谁来照顾你的生活？”“想过，没敢想那么远。”
牛明凤回答。

简单的话语，澎湃的心——他有了找个爱
人一起过日子的强烈愿望，她却在感动中压抑
炙热。嫁给谁，都是谁的累赘啊！

知不知，我大小便无知无觉？知不知，我

只能终日趴在床上，连翻身都需要有人搭手？
知不知……

一连串的问。在一声“我知道”的回答之
后，时间仿佛静止了。

“我有手艺，再养活你一个，不成问题。”
“那你非娶我这样的，到底为了啥？”
“你每天给我唱唱歌就行……”
聊了两年QQ，两颗相爱的心迸发出了火

花。然而，谈婚论嫁时，牛明凤的父母却不愿意：
他那样子自己都顾不住自己哩，咋能照顾好你？

感同身受，四哥助残

被唤为“四哥”的那个人，名叫孔祥卫。他
是村干部，也是一家民营企业的副总。生意好
的年景，他能挣一二百万元。不过，日常生活
里，他常拮据。

四哥有一个爱好：做大锅菜。“我好吃嘴，
还特挑剔。”他做大锅菜的食材，差不多都是土
猪肉、农家鲜菜……

四哥的大锅菜，十有八九是为残疾人士而
做。最多的一次，六七百人同吃……

四哥不善说媒，也和朱红磊、牛明凤非亲非
故。但这两人的婚姻，却是四哥“保”下来的。

6年前，朱红磊和牛明凤通过QQ“私定终
身”后，面临的第一个问题是见家长。手捧牛

明凤的照片，朱红磊的母亲笑得合不拢嘴：这
“儿媳妇”漂亮呀！可朱红磊却怎么也鼓不起
见牛明凤父母的勇气。“就我这样儿，上门提亲
八成是要挨打的啊！”

第一次，第二次，是四哥陪着朱红磊登的门。
“我知道你们是怕女儿受委屈，所以才反

对这桩婚事的。”四哥说。“我理解你们的心
情。可女儿大了，你们总不能照顾她一辈子不
是？”四哥又说。

可是，牛明凤的父母只是一个劲儿摇头。
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八次十次登门，牛

明凤的父母终于说出了担忧：女儿已经这样
了，若是以后再被退亲，那可丢大人了……

眼瞅事情有转机，四哥拍着胸脯替朱红磊
保起了媒：“这点你放心，红磊不是那样的人！”
一瞬间，朱红磊也像长了七窍玲珑心似的，“我
保证以后只要我能动，哪怕是我自己去要饭也
要把明凤照顾好！”

2014年农历九月二十六，一对有情人终
成眷属。那一天的花车、婚宴等所有费用，都
是四哥为他们掏的腰包……

这一天，四哥还有了一个承诺：“以后只要
我遇到这样的婚事，所有费用还由我一个人来
承担！”

随后 6年里，四哥说到做到，又当了多次
证婚人……

六年相伴，爱意无边

□孟庆玲

他站在那儿，像一座山，朴拙、厚
重、苍茫。他提笔，水墨如雾霭掠过，
江山澄澈，天空蔚蓝。

一

他叫祝庆藩，嘉庆十九年（1814
年）的榜眼，翰林院编修、詹事府左、右
春坊赞善（从六品）。红花、骏马、人海
从记忆中涌来，在喜庆而繁杂的世界
中，他却沉静得像一棵树，故乡的风起
来了。

固始县城关镇，那个南依大别山，
北临淮河，中国南北地理分界线(秦岭
—淮河分界线)穿境而过的地方，成就
了祝庆藩的青壮年时代。

34岁中进士，37岁中榜眼，虽然
功成名就，但荣耀并不能遮掩岁月蹉
跎。许多春秋，祝庆藩是在书房度过
的。祝家是书香门第，簪缨之家，祝庆
藩的担子自是不轻，小小年纪却老成
持重，是因为，他的身后不仅有要崛起
的祝家，更有陷入困顿的国家——清
朝像一艘破旧的航船，而时代正波涛
汹涌。做一个最正宗最优秀的儒生，
齐家治国平天下，将是祝庆藩的使命
和宿命。他苦读他沉思他泼墨，他要
以一支狼毫扫尽雾霾和尘烟，还国家
以强盛，还世界以清明。而要做到这
些，他就得让自己足够强大，强大到像
秦岭，莽苍、浑厚、冷峭、顶天立地。就
如此刻，他站在毓庆宫内，绷紧了脸，
冷冷地看着跪在地上，比他小不了几
岁的太子、未来的道光帝旻宁。

太子近来学业敷衍，不进反退，压
得祝庆藩心里不爽。其实，祝庆藩只
是从六品的赞善，教训太子轮不到他，
只是上司圆滑，不想坏规矩，又不想得
罪太子，思来想去，正碰上祝庆藩清冷
的眼神，心里一喜，慢条斯理道：“既如
此，太子之事就烦请祝大人了。”

太子眼中闪过一丝笑意。
祝庆藩恭恭敬敬给太子行礼，然

后请太子跪下。
太子不可思议地看着祝庆藩，却

见祝庆藩目不斜视地盯着前方，前方
是孔子的画像，和父亲嘉庆帝寝宫的
方向。望着祝庆藩挺拔的背影，太子
终于跪了下来。

天气有点燥热，太子的脸上沁出
了汗珠，随即，汗珠成了一条线，滴答
下来。忽见人影一闪，太子脸上有了
喜色，祝庆藩却皱眉。

环佩叮咚，是皇后来了。
皇后没有看祝庆藩一眼，命人拉

起了太子就走。跨过门槛的那一刻，
淡淡地撂了一句：“我儿学也为君，不
学也为君！”

“学则为尧舜之君，不学则为桀纣
之君！”祝庆藩高声应道。

皇后转身，看了祝庆藩良久，他低
头，背却笔直，皇后忽然莞尔：“好个祝
大人。”

太子重新跪了下来。
祝庆藩轻轻松了口气，却没有作

声……

二

其实，祝庆藩对自己好，太子是知
道的。因此，成为道光帝后，祝庆藩的
仕途一直颇顺。历任国子监祭酒、内
阁学士、太傅、礼部尚书等职，基本在
吏部、户部、礼部等六部都混过，端的
是一个复合型人才。不过，透过走马
灯似的任命，他却感到了一丝不安。

某日，祝庆藩回乡。
一别经年，这个生养他的故土依

然壮美若斯，只是不知那些人可否还
淳朴无私？

祝氏祠堂，黑压压肃立着人群。
门楣上，赫然是一块“世代簪缨”的鎏

金大匾。
祝庆藩的脸色暗了下来。不炫耀

还好，一炫耀恰如孔雀开屏，露出了自
己的软肋，匾额如一把刀，生生置家族
于危地。

在祝庆藩的注视下，“世代簪缨”
很快被卸下来，阳光如金子洒落一地。

之后几日，祝庆藩提着京城带回
的糕点挨家串门，谈民生，谈过往，谈
轶事，却绝口不提政事。族人先是端
着，毕竟祝庆藩一回来就给大家一个
下马威，让人情何以堪？末了，在他清
澈的注视下慢慢放松下来，言笑自
如。祝庆藩回京时，族人又聚在祠堂
门口相送，抬眼望望门楣上的空白，祝
庆藩笑了笑，或许终有一日，族人将会
明白，于他而言、于家族而言，一清二
白的无字匾额最好不过。

祝庆藩七十岁大寿时，还真得了
一块道光帝御赐的匾额——“资敬延
祺福寿”，虽然绕嘴，字里行间满是祝
福和信任，他的住宅也被称“ 宗伯
第”。祝庆藩将这块匾挂在书房，累
了，望匾淡然一笑。

三

祝庆藩任过盐漕转运使，这是个
肥缺，是皇帝的考验还是补贴不得而
知，只知道他淡淡地领了旨，谢了恩，
赴了任。任上，他淳民俗，崇教化、整
吏治，白花花的盐和白花花的银子如
刀戟呼啸而来，却在他面前打了个弯，
又变成了一条清亮的溪流逶迤而去。

之后，祝庆藩任钦差大臣，巡视江
南。江南好，风景旧曾谙，他记得家乡
秦岭—淮河那条南北分界线是怎样把
江山一分为二的，他记得北国的秋风
和南国的春雨一起翩跹，他记得门楣
上“世代簪缨”的匾摘下后意味隽永的
留白……

于是，他带着侍从出入于江南的
酒楼瓦肆、小巷里弄、钱库粮库，终于，
他脸色一冷，将一摞厚厚的票据扔在
了两个县令脸上。起风了，幕帷飞卷
如波涛，祝庆藩知道，更大的风暴将要
来临了。

夜深了，书房里，祝庆藩还在秉烛
看卷宗，烛光忽然跳了一下，他心里一
动，击桌叹道：“岂有此理，贪官鱼肉乡
里，百姓状告无门，我祝庆藩就是拼了
这条老命，也要还百姓一个公道。”

忽然嗤的一声，破窗射进一只毛
茸茸的大手来，祝庆藩一怔，继而提笔
写了一个“山”字在那只手上，一个声
音忽然响起来：“祝大人恕罪，不要以
山压我。”祝庆藩一笑，又提笔在“山”
字下面写了一个“山”字——重山叠
嶂，恰是一个“出”字，那只手马上缩回
了窗外。

关于这桩公案，坊间说法很多，有
说是贪官买通刺客要刺杀他的，有说
是皇帝要试探他的……但不管说法如
何，结局只有一个，那就是祝庆藩一身
正气，以不变应万变，牢牢地掌握了主
动权。

只有没有人知道，此时，他的后背
湿成一片。山，山……蓊郁莽苍的秦
岭、冷峭厚重的大别山、朴拙灵动的燕
山……在纷乱的局势面前，唯有岿然
不动如山，唯有顶天立地如山，才能转
困为安，破局而出……

轶事虽有趣，但其实关于祝庆藩，
史料少得可怜，只知道固始城东 10公
里的张家店是他最后的归宿，很难想
象曾任起居注职务的他，手握如椽史
笔的他是如何把自己隐在故乡的山水
里，隐于历史的褶皱间。或许这个结
局正是那个清雅、蓊郁的大山一般的
儒生想要的吧。

也是，这个国家，这个民族，有了
山，有了山的精神，无论他在不在，都
会江山澄澈，天空蔚蓝。8

□杨林防

初冬时节，受过霜打的树叶
随风翻着跟头飘落了下来。行走
在满是落叶的道路上，听着“唰
唰”的声响，让人惬意。

一叶落而知天下秋。立秋之
后，树叶开始飘落，但还只是零星
地飘落，地上的落叶很少。寒风
阵阵，绿树摇曳，正是人们观赏风
景的好时节。过了霜降，一夜间
树叶就会落满一地，即使没有风，
叶子也会自然飘落，黄澄澄的、青
黄相间的、黑褐色的，偶尔还有几
片红色的，煞是好看。又让我想
起当年搂树叶的情形。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那会儿，
村里人家把院里的落叶扫起来，
堆在大门口的街边。再把生活污
水泼在上面，个把月就可以沤制
成上等的农家草肥。冬至前，把
肥撒到麦田里，犹如给麦田覆盖
一层棉被，大雪过后，雪融水带着
草肥中的有机物渗透到土壤里。
这样，落叶也就成了“香饽饽”，勤
快的人早早起来，在村外的道路
上、土坑里用竹耙子搂树叶。

一条小河自西向东从我们村
穿过，两岸河坡上种满了柳树、榆
树、杨树等，宛如一个带状树林。
落叶缤纷时，自然也是搂树叶的
好时光。

早起的人们扛着竹耙子，抱
着蛇皮袋和布包单来到河坡，从
拂晓到太阳升起，可以搂一大包
树叶，将布包单对角系住，吃力地
背回家。要不了几天，就会在家
门口堆起一个像小山一样的树叶
堆儿。

我在村里学校上五年级时，
学校放了一个月的秋假。秋深
了，家里农活忙完了，我早早起
来，到河坡树林下搂树叶。这活
儿看似不消耗多少体力，也没啥
技术含量，却有一定的技巧在里
边。来到树林里，找一片落叶厚
的地方，先用竹耙子搂出一个大
圈，这是占地盘。圈出一大片，再
慢慢用竹耙子搂成堆。

第 一 天 早 上 ，我 还 未 到 河
堤，就听到“唰唰”的竹耙声。到
河坡上一看，早来的人已经圈占
了地盘。我沿着河坡向西走，直
到与邻村交界的地方，才找到一
片“处女地”，明显落叶不多。默
默埋怨自己起得晚，快到吃早饭
时，才搂了几小堆，只装了多半
蛇皮袋子。

第二天早上起床，我顾不上
洗脸，匆匆穿上衣服扛着竹耙子，
拿了一个布包单，跑着去河坡
了。这次没走多远就圈占了一大
片，高兴地搂起来。一早上搂了
好几大堆树叶，铺开布包单，将树

叶打成包，用竹耙子把背起，咬牙
往前走，中间休息了几次才回到
家，自然赢得了家人的称赞。接
下来几天，我都早早起床去搂树
叶。我起得早，别人也起得早，大
家好像在相互竞赛。一天，我突
然发觉河堤外侧有一大片苗圃，
拇指粗的杨树苗下，积了厚厚一
层杨树叶。我钻进苗圃，用手往
蛇皮袋里抓树叶。正抓着，“扑
棱”一声，一只野鸡飞远了。我兴
奋地走过去，里面竟然有一窝野
鸡蛋。抓起小小的野鸡蛋，我没
心思再抓树叶了，高兴地背起半
袋子树叶回家了。娘让我把野鸡
蛋放在一个碗里，说中午给我炒
着吃。

半下午，我给几个小伙伴炫
耀了一番早上的奇遇。他们不
信，我就领着他们到我家的厨
屋，几个人看着碗里的野鸡蛋，
两眼放光。

我搂树叶的收获，一下子激
起了几个小伙伴的干劲儿，都喊
着要跟我一块去搂树叶。连续几
天，虽然没有遇到野鸡，也没见到
野鸡窝，更没有捡到野鸡蛋，但每
天各自背一蛇皮袋树叶回家，各
家的草肥堆变大了。

我进城工作后，每每看到一
地落叶，就会想这是多么好的草
肥原料，当垃圾处理多可惜呀!我
一直在想，让城里的落叶化成有
机草肥，滋养万顷良田呢？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