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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山峰

鲁山县的街心花园、乡镇集市，熙熙攘攘的人群
中，常见一位身着白色镶金边演出服的花甲老人唱坠
子，他时不时“叫板”一下，引得老少爷们乐滋滋驻足听
曲儿。

这人叫乔双锁，是鲁山县辛集乡西羊石村人。他
打小就迷上了河南坠子，总觉得听河南坠子就像过年
一般舒坦。老乔说，“我这一辈子就想天天唱个坠子，
把咱河南人的乡情乡音唱得溜圆溜圆！”

上初中时，老乔就拜师学唱坠子。用恩师的话说，
年轻时小乔很有天赋，练唱功还从不偷懒，每天天不亮
就起床，不管严寒酷暑，打简板、练站姿，扯唱腔，常常
一站几个时辰，有时还半夜三更借着月光背唱词，不想
让一个字一个腔掉在地上。

小乔慢慢变成了老乔，坠子功夫几近炉火纯青。
他学会了《小八义》《呼延庆打擂》《血海深仇》等很多曲
目。17岁那年，凭借自身的实力，他成为县曲艺队的
一员，经常到各村巡回演出。与名家大腕同台演出的
机会多了，老乔又不满足了，总想着更大的进步。后
来，他有幸拜河南坠子表演艺术家刘桂芝为师，技艺长
进，眼界大开。

正所谓“名师出高徒”，高人指点加上刻苦训练，老
乔不光演技、唱腔、表情到位，打起简板更是令人叫绝，
手握简板轻轻一动，就能发出清脆的响声，看上去似断

似连，要掉却又像黏附着……
这些年，乔双锁也在思考：随着人民

群众文化生活形式的丰富多样，和许多
地方戏种一样，河南坠子也受到了冲击，
观众流失，艺人锐减，演出越来越少。河
南坠子路在何方？他看在眼里，急在心
头——这可是我们国家宝贵的非物质文
化遗产呀，如果有一天就这样断档消失
了……他不敢往深处想。

作为河南坠子的忠实粉丝，他常想：
我老乔必须坚定地站出来，走下去，握紧
河南坠子这把弦。

他不光台上表演，还坚持台下创
作。他家的柜子里保存着自己编写的
很多坠子剧本。对于只有初中文化程
度的他，创作剧本谈何容易。他就一边
自学文化，一边向人请教。他把二十四
孝故事中的《孝感天地》《卖身葬父》等 12个故事改编
成坠子书，教育世人孝敬老人。他改编的戏剧《刘墉
二下山东》《包公审驴》等被录制成光盘全国发行。
特别是结合新时代编演的《沧桑巨变六十年》《牛郎
织女夸鲁山》等节目，写出了传统故事，唱出了时代
新意。这些年，他累计编创新书（曲）目 50多个，不少
年轻人找他拜师学艺。这让老乔很高兴：河南坠子
后继有人啊！

2016年，老乔突发脑梗，当时医生说，即使以后恢
复得再好也可能无法唱戏了。“只要有舞台，我就会唱，
只要能唱，我就高兴。”他说，虽然患病以后记忆力下
降，但一登上舞台他的毛病就全没了……

前不久，经县市推荐，专家评审，老乔成为全省第
一批“新时代百姓宣讲员”。

老乔说，他要用河南坠子宣传新思想，歌颂新生
活，用河南坠子讲好河南发展的精彩故事。8

□梁永刚

童年记忆中，每到春暖花开的季节，便有人骑着自
行车载着几竹筐刚孵出的鸡娃儿，在村上拉着悠扬的
长腔吆喝：“赊鸡娃儿喽——”。“赊鸡娃儿”，就是用先
欠后还的方式买卖鸡娃儿。春天时商贩将鸡娃儿赊给
村人，秋后鸡娃儿长大生蛋见到钱时，商贩再拿着账本
上门收钱。

这些走村串户赊鸡娃儿的商贩大都操着外地口
音，戴着一顶草帽，草帽下是一张黝黑脸庞。商贩们骑
着一辆破旧的自行车，后座上交叉绑着几根木棍子，木
棍上吊着两个用细竹篾编的大竹筐，竹筐里装满了小
鸡娃。每到一个村子，商贩先寻一处向阳背风、宽敞平
整的空地支起自行车，卸下竹筐，揭掉蒙在竹筐上的盖
子，让颠簸一路的鸡娃儿透透气。

很快，商贩在空地上铺上一层布，用一顶草席在布
上围成圈，将竹筐里叽叽乱叫的鸡娃儿一捧捧地捧到
圈子里，撒上一些煮熟的小米。可能是饿极了，鹅黄色
绒绒球似的鸡娃儿挨挤着争相啄食，发出“叽叽叽”细

小嘈杂的叫声。
鸡娃儿吃饱喝足了，商贩手里的一袋烟也吸完

了。他站起身清清嗓子，开始不停地吆喝“赊鸡娃儿
喽——”。听到熟悉的吆喝声，最先围拢过来的是我
们这些爱凑热闹的孩子们，像一群小麻雀一样叽叽喳
喳，模仿着商贩吆喝的腔调大喊着“赊鸡娃儿喽——”
一声接一声此起彼伏。很快，上年纪的老太太拄着拐
棍，颤巍巍地从家里走出来了；手脚麻利的婶子大娘放
下手里的活计，顺手抄起竹篮、草筛子，在里面随便垫
上一点棉花套子或麦秸后着急慌忙地赶来了。她们把
商贩团团围在中间，问清楚鸡娃儿的价格后，你一言我
一语地议论着鸡娃儿的好坏，眼睛瞪大精心挑选着那
些身量大、精神头足、抢食猛的鸡娃儿。

毛茸茸的鸡娃儿张着黄黄的小嘴，很是可爱。我
们这些挤在大人中间看热闹的小孩子，总是忍不住伸
手去摸，时常惹得大人们不住地嗔怪。

品质好的鸡娃儿被挑出后，大娘大婶们并不急着放
进器具里，接下来还要分辨鸡娃儿的公母。毕竟，在那个
物质生活困难的年代，下蛋的母鸡是庄户人家的“小银
行”，攒一篮鸡蛋到集市上卖成钱可以买煤油、火柴、食盐
等生活必需品，母鸡娃儿自然而然被视作“宝贝疙瘩”。

分辨鸡娃儿公母可是个技术活儿。有经验的大娘
大婶把鸡娃儿轻轻捧在手心里，仔细端详它的爪子、屁
股和鸡冠子，十有八九就能认准公母；没经验的大姑娘
小媳妇让商贩帮忙挑选，并开玩笑说如果公鸡娃儿多
了将来少给钱。等鸡娃儿选好之后，商贩从包里掏出
皱巴巴的本子，逐个记下赊鸡娃儿人的姓名、鸡娃儿的

数量和钱数，说好秋后收钱。
赊来的鸡娃儿一般都出壳没几天，身体很虚弱。

母亲饲养鸡娃儿，像养孩子一样精心：白天，怕热着、饿
着，在养鸡娃儿的栅栏里遮挡出阴凉，定时喂水、喂煮
熟的小米，有时还把白菜叶切碎拌在里面；夜里，怕小
鸡跳出来跌伤或被猫狗吃了，将鸡娃儿收在竹篮里，用
布罩起来挂在屋梁上。等鸡娃儿长出翅膀，能听懂呼
唤声后，母亲才把它们撒在院子里。为了避免与邻家
的鸡娃儿弄混，母亲还把鸡娃儿的头顶或翅膀染上红
墨水或在它们腿上绑一根红线。

秋收过后，赊鸡娃儿的商贩骑着自行车又进村了，
车把上挂的破旧布兜很显眼。很快，便有热心人领着
他挨家挨户找赊过鸡娃儿的人家收钱。不管到了谁
家，主人都是搬凳倒茶，热情有加。彼此寒暄一番后，
主人按照账本上的记录把欠下的鸡娃儿钱如数付给商
贩，买卖双方皆大欢喜。

记得有一次我问母亲，要是有人装赖，不给或少给
人家鸡娃儿钱咋办？母亲狠狠瞪了我一眼说，人心都
是肉长的，人家赊鸡娃儿的人挣俩钱怪作难的，谁要是
坏良心干那缺德事，村上老少爷们的唾沫星子也能把
他淹死。

一晃三十多年过去了。村人的腰包渐渐鼓了起
来，购物买东西都是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再不因囊中羞
涩赊账买卖了。

如今，乡间养鸡的农户极少，再也不见赊鸡娃儿的
人了。每每回想起赊鸡娃儿这种独特的买卖方式，那
种充满诚善的淳朴民风总让我感叹。8

□本报记者 刘向东
本报通讯员 张书勇 习中洋

张大嫂报喜

“李姐，我就是来给你报个喜。儿子找
到工作了……”邓州市扶贫办李征的办公
室，一个中年妇女推门而入。

她要报的喜，可不止这一件：去年大学
毕业的大儿子不仅找到了工作，还谈了女
朋友；上八年级的小儿子成绩优秀；她本人
也新换了工作，月薪2000多元……

“哟，喜事连连啊张嫂！儿子结婚时你可
得通知我……”李征笑吟吟地和中年妇女
约定。

邓州市扶贫办的李征和张大嫂的相
识，是在 2015年年初。那时候，张大嫂的
丈夫刚病逝不久，他们的两个孩子都正在
上学。丈夫因病欠下的一屁股债不说，家
庭所有的开支，也只能靠几亩责任田勉强
维持。

“他们家就是因病因学被评定为贫困
户的。”李征说，她第一次走进张大嫂家时，
看到堂屋里除了一张小桌和几个板凳外，
几乎没有其他生活用具。“刚开始接触时，
她已经连笑都不会了。”

李征说，扶贫扶志，也得把人的精气神
儿扶起来。

那些日子，李征和几个驻村扶贫干部
隔三差五往张大嫂家去。因为李征和张大
嫂年龄相近，说起话来自然也亲近了许
多。她劝她：人死不能复生。你得多想想
两个孩子，他们还很小，需要你抚养……

一次，两次，张大嫂无动于衷。再次登门，李征一边帮着张大嫂
做家务，一面絮絮娓娓地劝说。终于有一天，张大嫂长舒一口气说：

“我想去院外散散心。”
李征拉起张大嫂就走出院子。看到村里人欢马叫、花红柳绿的

情景，张大嫂紧皱的眉头渐渐舒展开来。眼瞅着张大嫂的精神有了
好转，李征忙趁热打铁，筹款购买了几只羊送到她家里，又为她的两
个儿子争取到了助学资金。紧接着，又把光伏发电、到户增收等扶贫
项目接续不断地向张大嫂家倾斜……

2018年，张大嫂家成功脱贫。人们又看到了那个开朗爱笑的
她。这几年，只要进城，她都会到李征的办公室报报喜……

张小占务工

一辆破旧摩托车、一根长长的鱼竿，整日坐在鱼塘边……这是贫
困户张小占留给人们的印象。村里人谈起他，都直摇头：“这人是扶
不起来了！”

早年丧父的小占，自幼和母亲相依为命。成年后，他却整日闲在
家。因“闲”娶不到媳妇，小占的意志更加消沉，几亩耕地也不打理，
整日骑着破摩托车四处钓鱼。

40岁时，小占被评为贫困户。面对帮扶政策和扶贫人员的劝
说，他油盐不进，我行我素。

“扶贫政策再好，可不是用来养懒汉的。”李征得知了小占的情
况，就下了决心：非把这个扶不起的“阿斗”扶起来不可！

两人之间，曾有过这样的对话——
小占：我不能外出打工，得留在母亲身边尽孝！
李征：你看你尽的是啥孝啊？地里的活还是你母亲干的，你天天

就知道钓鱼，吃的喝的还不是你母亲的劳动成果？
小占：如果我外出打工了，七十岁的老母亲咋办？
李征：你外出打工了，村里会照顾她的。
小占：那如果我外出打工了还是娶不上媳妇咋办？
李征笑了：那我就动员市妇联的同志给你找……
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小占终于表态了：我要外出挣钱，养活母

亲，成家立业！
2016年 7月 25日，小占背起行囊要南下务工时，李征还特意组

织镇村的干部们为他举行了热烈的欢送仪式。
若干月后。“李姐，我现在月工资都三四千了呢！”小占如约给李

征打来电话。
又过了几个月，他来电话：“李姐，我找到女朋友了，过年时就回

家结婚哩……”

姚豆腐创业

自幼父母双亡的老姚，15岁便跟人外出学习磨豆腐手艺。出师
后，却因缺乏资金和场地，只好又跟人外出打工。

屋漏偏逢连阴雨。2008年，一场大雨过后，老姚家三间泥瓦房
坍塌了。因无钱修缮，老姚只好带着妻儿住到亲戚家。因为日子苦，
妻子离他而去。

很多时候，老姚半夜醒来，翻来覆去地想：我啥时候才能盖起自
家的房啊？

脱贫攻坚战打响后，经精准识别，老姚家被评为贫困户。在一系
列扶贫政策的助力下，老姚建起了三间平房、一座小院。

感恩之余，老姚心底的念想又活泛了：我要施展手艺，开豆腐店！
可是，开店用的钱从哪儿来？
李征在一次扶贫调研中知道了老姚的情况。她当即对老姚的帮

扶人赵中玉说：“老姚这么有奋斗志气，咱们一定要想方设法帮他实
现梦想！”

申请小额贷款、帮着考察市场、建厂房、办理营业执照……两个
月中，李征和赵中玉不知跑了多少腿、操了多少心，终于帮老姚把豆
腐店开起来了。

然而，店有了，老姚的眉头还是皱着：买黄豆的钱还没着落呢！
“我们来解决！”李征和赵中玉等同志，自掏腰包给老姚凑了1万

元……
“梦想终于要成真了，我说啥都要干出个样子来！”老姚说，除生

产传统豆腐，他又尝试着制作蔬菜豆腐、水果豆腐。很快，他的豆腐
就打出了名堂，他也被叫作了“姚豆腐”。

2017年的一天，妻子回来了，一家人破镜重圆……
今年 2月 25日，李征作为表彰对象，参加了在人民大会堂举行

的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面对荣誉，她这样说：“我生在农村，
长在农村，多年的农村生活工作经历，使我对脚下的这片土地充满了
敬意。脱贫攻坚是国家战略，能在这个战场上奉献力量，是我的荣
幸，也是我作为一个共产党员的责任和使命！”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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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乔说唱新生活

□梁小兰

一

大明官员宋礼，在清雍正时期被敕封为“宁漕公”，
光绪五年，他又被朝廷敕封为“显应大王”。朝廷褒扬
他：“宋尚书圣德神功不居禹下。”

宋礼作为明朝官员，为何会受到清王朝如此之高
的评价？

生于元末明初的宋礼（1359—1422），今洛宁人。
小时候的宋礼聪敏好学，在乡试中取得优异成绩，被推
荐进入京城国子监读书。在国子监，他勤奋刻苦，表现
十分出色，被吏部推荐到山西做了按察佥事。按察佥
事为明朝正五品官，官位可说是不小。

在按察佥事任上，宋礼秉承为官之道，认真履职，
锄奸剔蠹，执法严明。郡县有司一些贪戾之徒，也不敢
再行贪贿之风、大肆搜刮民财。宋礼深受当地百姓爱
戴。

由于宋礼勤勉能干，恪尽职守，永乐二年（1404），
他被永乐帝朱棣擢升为工部尚书。

二

宋礼当上工部尚书的第五年，母亲去世，得皇帝恩
准，宋礼回家守孝。宋礼守孝的第二年，适逢会通河淤
积，皇帝决心疏通会通河，以方便漕运，便下旨让宋礼
主持会通河的整治工作。于是宋礼开始了长达八九年
的会通河治理。

会通河开凿于元代，属于大运河的一段，元朝末
年，黄河决口，会通河受泥沙淤积，洪武二十四年，黄河
在原武决口，安山湖水绝断，会通河瘀滞地段更有三分
之一。会通河的治理是一项极其复杂的工作，在此之
前，宋礼并无从事这项工作的经验，可见他面临着多么
严峻的考验。

到任后，面对会通河的复杂情况，宋礼不辞辛苦，
日夜查询资料，了解当地地理水文概况，认真考察、勘
测地形，设计治理方案。为了更多了解情况，解决难
题，他布衣微服走访当地百姓，搜集民间治水资料。在
汶上县城东北的白家店村，宋礼遇到了当地的土水利
专家白英，他虚心向白英请教，当他听到白英“借水行
舟，引汶济运，挖诸山泉，修水柜”等良策时，大喜过望，
遂邀请白英参与治河工作。

在白英的建议下，宋礼主持修建了堽城与戴村之
间的大坝。大坝绵延五里，有效遏住汶水，并将汶水引
至运河制高点汶水县南旺镇，形成水脊，使河水南北分
流。并设置水闸，根据时令蓄水、放水，同时，疏通会通
河沿岸的南旺、安山、昭阳、马场等天然湖泊，修成“水
柜”，最终解决了运河缺水的难题。

京杭大运河在淤堵多年后，终于畅快地流动起来。
会通河的疏通，使得漕运再次兴旺，解决了明朝南

粮北运的大问题，并一直惠及清朝。有人评价这项工
程：“真令唐人有遗算，而元人无全功。”

据《明史·运漕证序》记载：“元开会通河，其功未
竣，宋康惠踵而行之，开河建闸，南北以通，厥功茂哉。”
在疏浚运河过程中，宋礼还了解到，海运风险大，航船
并不结实，时有漂流沉没的，而一些官员又多摊派，不
顾船夫死活，遇到风浪大时，船沉粮毁的现象经常出
现，宋礼又上书朝廷：废除海运，改行漕运。

为此，宋礼还算了一笔账：海船一艘，一百人运一
千石粮，而这笔费用如果用在河船上，可造船二十艘，
每船十人，可运四千石粮。显而易见，漕运有很强的优
势。永乐十三年，海运停止，漕运繁荣，这既保障了船
夫的安全，减轻了百姓负担，又减少了国库开支。

从此，明、清两朝漕运畅通了 500余年，繁荣了经
济，造福了百姓。

三

永乐年间，明朝计划修建北京城，而修建宫殿需要
大量木料，宋礼奉命入川采伐木头。四川距京城1400
多公里，路途遥远，这对宋礼来说是个不小的挑战。

永乐二十年，宋礼再次奉命到蜀地督采木头，其时
他已是花甲之年，正是儿孙绕膝，享受天伦的时候，而
宋礼还奔波于蜀巴。而且楠木多生在原始森林的险峻
陡峭之地，伐木是一件极其艰险之事，运出山则同样艰
难，而所有事情都需要宋礼操持主办。《明史·宋礼传》
记载，“礼伐山通道，奏言得大木数株，皆寻丈，一夕自
出谷中，抵山上，声如雷，不偃一草。”这说明伐木后，不
仅要砍山通道，还要觅得有水之处，让木头顺流而下。
说起来轻松，而实际工作却是千难万险，往往一块大木
头，得经过八九个月的时间才能到达目的地。由于积
劳成疾，宋礼不幸卒于任上……

宋礼一生为官多年，当过礼部侍郎、工部尚书，单

在工部尚书的职位上一干就是18年，掌管着全国的水
利、土木、交通运输等。按说，这么一位朝廷大员，家里
肯定资财不少，但是宋礼去世后，人们发现，他家无余
财，连安葬费都拿不出来。

同僚们也不相信，堂堂朝廷一品大员，竟清贫如
此，纷纷上书参奏宋礼。明成祖朱棣本就猜忌多疑，谗
言听多了，他也不信宋礼真能两袖清风，于是下令对宋
家彻查，并发话在查清之前，不得下葬。

一代廉吏终究是经得起考验的。都察院历时一年
半时间，终于确证宋礼人品高洁，清廉奉公。在礼部尚
书吕震的操持下，宋礼终于入土安葬。

“一品高官无殓资，清风两袖垂后昆。”这是后人对
宋礼的评价！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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