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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美的石头会唱歌
□本报记者 刘向东 本报通讯员 刘奕昕 张培培

□谷矿强

“问世间，情为何物，直教人
生死相许……”这首被人无数次
引 用 、感 动 了 无 数 人 的《摸 鱼
儿· 雁丘词》，其作者是元好问。

元好问（1190—1257年），太
原秀容（今山西忻州）人，金元时
期著名文学家、历史学家。说起
元好问，他与河南宜阳县也有关
系。他曾避难寓居于宜阳三乡，
其间一群文坛巨士闻风而至，谈
诗论道，切磋学问，三乡古镇一时
间星光璀璨、文风大盛，后世称之
为：一代文星照三乡。

金章宗明昌元年，元好问诞
生在忻州一个世代书香的士大夫
家庭。由于他的两个叔叔都没有
儿子，元好问兄弟三个，他又最
小，所以根据当时传统，在他七个
月大时，过继给了叔父元格，元格
随即把他带到掖县。

据记载，元好问天资聪明，7
岁能写诗，被誉为“神童”。他 11
岁时，得到了翰林侍读学士兼知
登闻鼓院路择的赏识，路择“爱其
俊爽，教之为文”。14岁时，元好
问又师从陵川人郝晋卿，逐渐博
通经史、淹贯百家……

元好问生活的年代，宋金元
连年交战，地处晋北的太原、忻
州，更成为蒙金战争蹂躏之地。
他从 16岁起开始参加科举考试，
但屡试不第。贞祐四年（1216年）

五月，为避兵祸，27岁的元好问携
全家渡过黄河，寓居宜阳三乡。
当年十月，蒙古军攻克潼关，元好
问与家人南渡洛河，避难于女几
山（今称花果山），直到年底蒙古
军北归，他才重返三乡。

三乡是唐代大诗人李贺故里，
唐高宗时设三乡驿，辖区内有汉光
武庙、唐五花寺塔、竹阁寺等名胜古
迹。元好问寓居三乡，除了三乡文化
底蕴浓厚、相对安定外，还有一个原
因：这里是他引为“平生三知己”之
一的辛愿的家乡。辛愿，字敬之，金
代著名诗人，居住在女几山下，号女
几野人，又号溪南诗老。元好问对辛
愿的推崇喜爱，在他的《自题中州集
后五首》中表达得明明白白：“爱杀
溪南辛老子，相从何止十年迟。”

在三乡避难期间，有感于家
国动荡、民不聊生，元好问承袭杜
甫的现实主义风格，写下大量情
感真挚、慷慨悲壮的诗词。他与
当时诗坛名士麻革、陈赓、陈庾等
人经常登高怀古、诗词唱和。

兴定二年（1218 年），元好问
离开生活了两年多的三乡，移居
登封嵩山。挚友辛愿为他设宴饯
行，写下《送裕之往许州酒间有请
予歌渭城烟雨者因及之》：“白酒
留分袂，青灯约对床。言诗真漫
许，知己重难忘。爽气虚韩岳，文
星照许昌。休歌渭城柳，衰老易
悲伤。”其中“文星照许昌”，乃是
元好问最初拟往许昌，后来发生

变故，遂改道登封。
1221年，32岁的元好问进士

及第，任国史院编修，留官汴京。
1226年，调任河南镇平县令，次年，
改内乡县令。任内乡县令期间，他
重视农桑、关心百姓疾苦，带领百姓
修筑堤坝、抗旱排涝，身体力行发展
农业生产。在元好问的治理下，乱
世之中的内乡呈现出少有的繁荣。

正大八年(1231年)，元好问调
任南阳县令 ，他大刀阔斧进行改
革，成绩斐然，《河南志》赞扬他

“知南阳县，善政尤著”。此后又
升任尚书省令史、左司都事、尚书
省左司员外郎等职，官至翰林知
制诰 。“为官避事平生耻，视死如
归社稷心”是他的品德与操守，也
是他人生的真实写照。

1234年，元灭金，元好问随金
朝大批官员被俘。晚年重回故乡
后，他隐居不仕，于家中潜心著
述，编成《中州集》，这是一部金代
诗歌总集，收录金期的诗人词客
以至布衣百姓的诗词 2116首，他

还为 250 余名作者写了小传，填
补了中国文学史的空白。

1244年冬天，55岁的元好问
从洛阳出发，再回三乡。此时，距
他离开三乡已有26年。昔日群贤
宴集之地，如今人去楼空，一个个
好友知己或驾鹤西去，或流亡他
乡。特别是好友辛愿的辞世，更
令他悲重万分，发出了“两都秋色
皆乔木，一代名家不数人”的感
慨。元好问这次故地重游，既是
对三乡寓居生活的重温，也是对
知己辛愿“昌谷烟霞久寂寞，欢游
还肯到三乡”的回应。

元宪宗七年（1257年）九月四
日，元好问在获鹿寓舍逝世，享年
68岁。

元好问一生颠沛流离、遭遇
坎坷，但他始终清廉自守、勤于政
事，深受文人士子和群众的爱戴，
被尊为“北方文雄”“一代文宗”。
清代纪晓岚在《四库全书总目·遗
山集》中评价元好问：“才雄学赡，
金元之际屹然为文章大宗。”8

□王新立

我的耳畔时常会响起石磨的噜噜
声。那沉闷、悠长的声响牵引着我的
思绪，在不经意间回到那个远逝的岁
月……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我们村里支有
石磨的农户有三家。这三盘石磨，结构
相同：均由上下两部分组成，下面是磨
台，上面是磨盘。磨台呈圆柱形，上大下
小，全部用石头砖块堆砌而成；磨盘分上
下两扇，下面那一扇固定在磨台上，用磨
杆推动上面那扇磨盘旋转，粮食从磨眼
儿里流到两扇磨盘中间，经多次压磨粉
碎就变成了面粉……

别看这三盘石磨样子朴拙，却掌控
着全村二百多口人的嘴巴能否按时吃上
热馍、热饭。为了磨面，母亲头天就会把
要磨的粮食，用毛巾蘸着清水来来回回
地揉搓。母亲这样做，是为了把粮食拾
掇干净，也是为了第二天磨面时，湿润的
粮食不至于在噜噜作响的石磨里扬起弥
天的面尘。

那时候，全村几十户人家磨面全靠
生产队里那三头瘦骨嶙峋的老驴。其
中有一头灰驴性子倔强，但有耐力。轮
到我家磨面时，母亲首选的是表哥家里
的那盘石磨。那盘石磨呈赭红色，质地
坚硬，上下两扇磨石由于定期经过锻磨
师傅的锤钎打磨，无论是麦子、豆类还
是其他粮食，只要经过磨眼进入锻槽，
很快会在石磨的噜噜声中四分五裂，化
为齑粉。

我清楚地记得每月轮流一次的磨面
情景：天刚麻麻亮，我就从饲养室里牵走
大灰驴，径直赶到表哥家的磨房里。这
时，母亲已把要磨的粮食倾倒在磨盘上，
再用手拢成上尖下圆的形状。看见我牵
着驴进来，母亲伸手拿起一块蒙眼罩，戴
到驴的双耳上。给驴蒙眼罩，是为防备
它在拉磨过程中，趁人不注意偷吃磨盘
上的粮食。接着，母亲又给驴脖颈围上

“扎脖”，再把一副拉套套到驴身子的两
侧，并把拉套的末端挂到磨棍的连杆上。

当一切准备工作就绪后，母亲轻
“喔”一声，那灰驴子便立马支棱起双耳，

四蹄紧蹬，开始漫长的环磨“旅行”。也
就是从这一刻起，古老的磨房里开始响
起石磨的噜噜声，驴蹄的嗒嗒声，筛面箩

“呼哒呼哒”的滑动声……这些节奏不一
的声音相互交织着，宛如一支长长而又
沉沉的乐曲回荡在母亲的耳畔。在这首
没有变化、没有高潮、旋律平淡的乐曲
里，母亲默默地消磨着那个时代的无聊
光阴。

当磨盘上的粮食被一遍遍研磨着越
来越细时，母亲会用粗细不一的筛面箩
把碾碎的粮食糁分成细粉、粗粉等，一直
到粮食在石磨上碾得只剩麸皮，母亲还
舍不得丢弃，她会再一次用粗箩将麸皮
细细地箩上一遍，收集一部分泛红的麸
粉。这些麸粉虽然已经没有太多的营养
成分，但在以后蒸馍、熬稀饭时，把它掺
进去，还是可以填饱肚子的。清寒的岁
月，只要与粮食有关的东西，母亲都会珍
惜，不敢有一点抛撒……那时候，让全家
人填饱肚子，是她追求的美好而朴素的
愿望啊！

一布袋粮食磨完了，古老的石磨终
于停止了低沉的歌唱。母亲忙着收拾石
磨上剩余的麸皮时，我则从磨道里把驴
牵到院子，为它去掉蒙眼罩。煌煌的阳
光耀得灰驴两眼发花，禁不住对着空中

“啊呜啊呜”长嘶一阵，然后，惬意地打上
两个长长的喷嚏，身子一软躺在地上，左
一个右一个打起滚来。也就是在这左右
的翻滚中，灰驴一身的劳累似乎顿然消
尽了。当我牵着它向生产队的饲养室走
去，回首磨房里的那盘石磨，恍如一位老
人正蹲坐在那片狭小的空间，默默地做
着一个寂寞的梦！

许多年过去后，石磨已成为一个时
代特定的器物，遗留在人们的记忆中。前
些天，在一家农家乐的院子里，我看见两
扇磨得很薄的磨盘，已经脱离了相亲相
近、耳鬓厮磨的关系，各自躺在院子的一
角，成了人们的观赏物。睹物生情，我走
上前弯下腰，细细地寻觅着磨盘上面一道
道斜斜的錾道，有几只蜗牛顺着錾道在不
紧不慢地爬着……石磨已远离了昔日的
辛劳，但我却不禁又想起那久违的噜噜
声，沉闷而悠长……8

□刘理政 李静倩

缝纫机嗡嗡作响，李明兰十指麻利
地忙碌着。不大一会儿，一个窗帘的半
成品做好了……

镇平县晁陂镇中户杨村的扶贫车
间里，李明兰和10多个留守妇女正一起
忙碌着。“这是我们的新产品，宝蓝色镂
空绣花窗帘。你看这满满的牡丹花刺
绣工艺，多好看啊！”看着自己劳动创造
出的作品，李明兰心里别提多高兴了。
然而谁能知道，眼前这个积极乐观的
她，曾有着一段艰辛的经历。

李明兰年轻时，跟丈夫一起做玉器
生意，共同抚养一双儿女，日子虽算不
上富裕，但夫妻和睦，女儿考上了大学，
生活倒也有滋有味。

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几
年前，李明兰患上乳腺癌后，丈夫为了
照顾她搁置了生意。高昂的手术费、儿
女的学费、生活费，让失去经济来源的
家庭陷入了低谷。李明兰也因此陷入
了深深的自责，感觉是自己拖累了家
庭，整个人一度萎靡不振。

就在李明兰被阴霾笼罩之时，脱贫攻
坚的春风也吹到了她家。镇村干部相继
到她家中宣传扶贫政策，经“四议两公开”
程序，李明兰家被确定为建档立卡贫困
户，享受到了医疗保险、金融扶贫、到户增
收等扶贫政策。这些扶贫政策，让李明兰
看病吃药基本不用花自己啥钱了，也让一
双儿女享受到了教育扶贫补助。

随着李明兰的病情一天天好转，丈
夫也重拾玉器生意。尤其是女儿大学
毕业后，家里经济负担越来越轻了。但
在李明兰的内心深处，仍旧有着一块

“心病”：不想成为家里的拖累，不想坐
享其成给政府增加负担。可由于身体
原因，她一直找不到合适的工作。

恰此时，中户杨村建起了扶贫车间，
一家布艺企业入驻后，招收缝纫女工。
紧接着，县妇联也在扶贫车间成立了“巧
媳妇”基地。妇联干部和技术能手一对
一、手把手对愿意参加劳动的留守妇女
进行培训。有着一定手艺基础的李明兰
这下心里可乐开了花，立马报了名。

勤劳的李明兰通过不到半月的实
践操作，顺利上岗并成为技术能手，当
月便领到了近 2000元工资。眼瞅着小
日子又有了奔头，李明兰人也开朗了许
多。“以前俺总想着家里没了收入，孩子
还在上学，日子可咋过啊！现在好了，
俺家现在有三个人都能挣钱了。”如今
的李明兰彻底从阴影中走了出来，工作
和生活都多了几分自信。

不甘落后的李明兰计划着，用辛勤
劳动换来手艺上的提高，努力使自己成
为扶贫车间的技术能手、村里的“巧媳
妇”，帮助更多的留守妇女，通过双手劳
动换来幸福生活。

“没有国家的好政策帮俺渡难关，
真不知道俺家这几年的日子能咋过
呦！”这是李明兰的肺腑之言。如今的
李明兰腰杆挺直了，脸上的笑容也多
了，逢人聊起天来话也多了。

脚踩缝纫机，十指上下翻舞，李明
兰又开始了忙碌的工作。缝纫机的嗡
嗡作响声，仿佛是在回应着生活的新希
望。8

一

上世纪 70年代，一个著名诗
人在辉县拍石头乡写下诗句：

辉县的太行山区，哪条沟里

石头最多？/哎，哪儿都不少，要

是石头变成馍，/全辉县人，保管

一万年也不会挨饿；/要问哪儿最

多，也许要数拍石头公社……

让石头变成馍，这是诗人的
想象，更是山里人的盼望。

穆青的《十个共产党员》一书
中，写了辉县的两个共产党员
——原辉县县委书记郑永和、原
拍石头公社党委书记孙钊。为了
让石头变成馍，让山区百姓过上
好日子，他们带领群众常年在“上
依绝壁、下临深渊”的崇山峻岭
间，如愚公般奋斗着。正是他们
的奋斗精神，感染了诗人——

人们把石头拍成大坝，建立

水 库 四 座 ；/人 们 把 石 头 拍 成 地

基，盘山公路通进山窝；/人们把

石头拍到地底，用好土把它们淹

没；/人们把石头砌成渠道，让清

清的甜水流过；/人们把石头垒成

田堰，使梯田整齐而有规则……

一个拍石头乡的普通农民，
在临终前给儿子张锦文留话：

“娃，你得记住共产党的恩啊！”
当张锦文成为一名民办教师

时，他为他的学校写下了一首校
歌：我们是拍石头的脊梁，扛起了

拍石头教育的希望。石头再硬也

要拍，越拍我们越坚强。把石头

拍响是我们的义务，石头响彻四

方是我们的愿望……

42年过去了，如今已 59岁的
张锦文，是辉县市拍石头乡中心
小学的校长。这所小学，也是乡
里唯一一所完全小学——17 年
前，拍石头乡合并了全乡 24个教
学点，组建成寄宿制小学。在这
里就读的 200 多个孩子，除了本
乡外，还有近一半儿来自其他乡
镇，甚至更远的地方……

二

“娃，那是你的出路！”张锦文
很小的时候，父亲就开始在他耳
畔絮叨这句话。出路，就是走出
大山，成就事业。

1978 年，正读高中的他被村
干部叫到学校当了一名小学教
师。他记得，17岁的他教课第一
天，给那些坐在石条课桌前的山
里孩子说的也是这样的话。

如今，张锦文仍用这句话激
励那些走进学校的孩子。

42年前，家在山上，学校在山
下。每天，张锦文要在悬崖绝壁
间的羊肠道上往返8公里，去教三
个年级的全部课程。

那个“复式班”的教室是什么
样子？邻着小河的三间透风的破平
房里，摆放着一些石桌石凳。冬天，
顺河的风像刀一样剜得人脸生疼，
他和他的学生手冻肿了，脚冻裂了，
耳朵生疮了，但他们依然热情高涨
地读着课文，演算着数学题。

那时的张锦文，领着每月4元
钱的民办教师补贴。中午，山高路
远的孩子们回不去，他就用三块石
头支起锅熬点粥，和他们一起喝。

买不起胶鞋，他就让家人给
做加厚的千层底布鞋。25年间，
他穿破了300多双布鞋。

好好读书，放飞梦想；走出大
山，报效国家——这是他对一代
代的学生们说的话。

他自己，何尝没有这样的愿
望啊！

三

石头再硬也敢拍，越拍我们越

刚强；把石头拍响是我们的责任，

石头响彻四方是我们的担当。我

们在石头里拍出了桃李，我们在石

头中拍出高尚……校歌是这么唱
的。但他张锦文也退缩过。

17岁当民办教师，靠的是激
情。二十好几说不来媳妇，张锦
文也彷徨。

“出路在大山外，我不是没想
过。”每天在 8公里山路上往返的
张锦文，感受着艰难和辛苦，也期
待着走出大山，改变生活。

好多亲戚朋友都在山外干出
了明堂。有那么一次，张锦文刚
狠下心到山外一个亲戚办的企业
上班，几个村干部便骑着自行车
找到了他。劝说再三，张锦文还
在犹豫着，一个还是亲戚的村干
部猛然撂下一句话：“张锦文，咱
村里那么多人都能打光棍儿，为
啥你就不能打光棍儿？”

讲这事儿的张锦文回忆说：
“明知道这是饱汉子不知道饿汉
子饥的说法，我当时硬是说不出
反驳的话！”

跟着村干部回去时，远远的，
张锦文遇到了感人的一幕：几十
个孩子眼巴巴地站在教室外，等
他；接着，他们一窝蜂地跑过来，
扑到他身上，像久别的孩儿见到
了父母……张锦文泪水盈眶：“这
辈子教书，再穷我也认了！”

25岁那年，在他人的撮合下，
张锦文娶上了媳妇。

从 1978 年到 2003 年，25 年
间，领了 22年民办教师工资的张
锦文，没有因工资低而敷衍过，更
没有放弃任何一个学生。他所在
的寨凹村8个自然村92户人家，他
一遍遍都走到了。几十年间，在这
里，每一个适龄儿童都有学上，从
没有一个学生辍学。这些年间，这
个不足 300人的村，走出大学生、
研究生和博士生30余人……

一批批孩子走出了大山，走上
了成才之路。可艰苦的生活条件、
长期的劳累，使张锦文30多岁时就
患了心脏病、甲亢、胃炎等多种疾
病。2001年那年，他的体重从 60
多公斤直线下降，不足50公斤。心
慌，眩晕，令他在黑板上写字都非常
困难，但他咬牙坚持着。“如果因为
我一个人的病而耽误了课程，那受
伤害的可是几十个孩子啊！”

四

上世纪 70年代，辉县人民的
奋斗精神，也赢得了周恩来总理
的赞誉：辉县人民干得好，辉县人
民在前进！

“我们将爱拍在石头里，让爱

的火花洒向四面八方。我骄傲，

我是一名拍石头教师；我自豪，我

是一名山区人民教师！”

40 多年过去了，如今的拍石
头乡，大大小小的石头依然漫山
遍野。但眼前已不再是穷山恶
水，而是扑面而来的满山翠绿。

满山绿色中，是拍石头乡中
心小学。

2003年，乡村教育改革合点
并校，张锦文成为拍石头乡中心
小学的校长。

如今的拍石头乡中心小学，教
室是二层小楼，校园有塑胶跑道，每
年都有200多个孩子在这里上学，
这里每天书声琅琅。仍旧教着课的
张锦文，也不断研究着针对山区孩
子的教学方法。“学会吃饭睡觉，学
会说话共处，学会学习求知，学会做

人做事”——他在孩子们心中播下
美德的种子，让种子发芽，生长，和
文化知识共同拔节，结出硕果。

酒香不怕巷子深。从2004年
开始，张锦文每节课都会为自己创
设的“生活化快乐教学”法准备两
种以上教案，他的教学法不仅得到
了省、市教育专家的肯定，也吸引
着外面的学生慕名而来——这里
每年招收的新生中，有一半是外地
人，周口、新乡、淇县、卫辉……就
连四川大凉山的彝族贫困孩子阿
的木且也曾在这里上学……

“此时此刻行走在我的研究
生校园，在手机上看到了我最喜
爱最敬爱的张老师的事迹，是满
满的感动、满满的敬意。张老师
是我最喜欢的班主任，我的小学
时光，是他教会我知识，教会我自
信乐观与成长，无论多久，这些影
响深深刻入心灵，愈久愈感动。”

“现在我已经是一名大学生
了，但是提起让我很尊敬很感谢
的老师，我还是会第一个想到张
老师。他是亦师亦友亦父的角
色，真的值得人敬重学习。”

……
提起自己的恩师，学生们有

无限的感激和深情。他把无私的
爱给了学生们，也感染着这些孩
子们，让他们不仅掌握了知识，更
懂得了爱与奉献。

2015年 9月，张锦文的《生活
化快乐教学》一书正式出版，他也
获得了河南省教育科学研究优秀
成果特等奖。

张锦文还在继续探索着。他
应邀到清华大学、河南师范大学
等省内外高校为教师作师德和课
堂教学报告，目前已经有上百
场。他获得了河南省模范教师、
河南省首届最美教师等荣誉，入
选“第四届河南省十大教育新闻
人物”“感动中原十大教育人物”，
他还当选了“中国好人”……

大山深处，他还在探索着，奉
献着。1

“踩”出新生活

元好问避难三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