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琉璃嘀咚
即将失传的老手艺

农村版

正能量
□本报记者曹国宏

通讯员李清雨裴涛

“我编这藤椅大的一个能挣七

块钱，小的能挣五块，杨书记给我们

找的这加工活，让干不了重活的我

也能供女儿读高中了。”春节前夕，

南阳市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朱海

军一行到该局派驻第一书记村——

社旗县唐庄乡官营村慰问困难群

众，村民杨纪红高兴地向帮扶人员

介绍自家的变化。

当日，南阳市公安局为该村55

户特困户送来价值3万余元的米、

面、油及棉被等过节物资，并为村小

学购置了电脑、投影仪等教学用品。

2015年3月，南阳市公安局法

制支队副支队长杨才仟进驻官营村

任“第一书记”。为掌握村情民意第

一手资料，驻村伊始，杨才仟就制定

了精准的调研计划，短短两个月访

遍了村里的党员群众，全面收集了

群众对驻村工作的意见建议，乡亲

们也记住了这位“警察书记”。调研

中，杨才仟发现，村民们文化生活匮

乏，搓麻将、打扑克成为主要娱乐活

动。“村里环境的改善，首先要从提

振村民的精神开始。”说干就干，他

到处筹集资金，对村党群服务中心

进行了改造升级，协调安装了一批

文体活动器材，购置了5台电脑和1

台打印机，村民随时可以上网学习

浏览，法律顾问定期到村开展活动，

村干部轮流值班服务群众，村里的

“服务楼”聚起了人气，村民们的文

化生活也“热”了起来。

同时，着眼精准扶贫，广泛征求群

众意见，深入实地调查测算，从完善基

础设施入手，定规划、做请示、跑协调，

先后争取资金77万元，硬化村庄道路

3公里，新打机井13个，修缮农田设施

4处；争取安全饮水项目资金125万

元，使全村通上了自来水；争取垃圾收

集清运、污水收集处理资金130万元；

投资200余万元的“社平路”，将打通

村庄通往县城的“康庄大道”。

杨才仟把产业扶贫作为增强

“造血”功能的支撑，联系省农科院3

名顶级蔬菜专家，对村民开展蔬菜

种植培训，通过村干部示范带动，引

导群众转观念、调结构，目前，无公害

农产品生产基地、蔬菜标准化日光温

室、塑料大棚基地建设等一批农业产

业项目已列入上级计划，村扶贫资金

互助社也正在筹建之中，群众发展农

业生产的积极性普遍高涨。

1月20日，记者一行来到赵玉平家，热情

的赵玉平夫妇连忙招呼我们坐下。赵玉平

说，为了保持婆婆生活环境干净舒适，老人床

上专门放置一个绵软床垫，怕冬天冻到老人，

特意为她烧上了热炕。

客厅里，婆婆郭玉莲坐在加了软垫的沙

发上，笑盈盈地和我们打招呼。老人虽然已

经百岁高龄，但是精神矍铄，除了行动不便

外，能吃能睡，身体状况还不错。都说婆媳是

天敌，但是郭玉莲老人嘴上却总是念叨说：

“有好儿不如有个好儿媳妇。”

赵玉平的老伴白兴勤告诉记者，这些年，

因为老母亲上了年纪，他时常出门，照顾老人

的担子就落在了妻子赵玉平的肩上。妻子对

老母亲多年来的悉心照顾，让他欣慰和感激。

为了更好地照顾老人，赵玉平和婆婆吃

住在一个屋，每天给婆婆喂水喂饭、洗洗涮

涮。无论多忙多累，每天她都要用轮椅推着

婆婆溜达两圈。人年龄一大，肠胃功能就下

降，既不能太油也不能缺乏营养。赵玉平就

做起了有心人，每逢看电视时她都留心有关

健康饮食的节目，然后按照搭配为老人烹饪

每顿饭菜。每天早上，赵玉平都要用黄豆、

花生等熬制营养粥给婆婆喝。老人的听力不

太好，她就凑到耳边耐心地和她说话，唠家

常。

“赵玉平的细心和耐心，这些年我一直看

在眼里，也是打心眼里佩服。”隔壁邻居张霞

告诉记者。花甲媳妇照顾百岁婆婆的事迹在

附近几个村里传为美谈，邻里都说，正是有了

好媳妇赵玉平的悉心照料，婆婆郭玉莲晚年

生活才如此幸福。

东白堂村支书白培庆这样评价赵玉平：

“儿媳对婆婆的好都超过了儿女对母亲的

好。赵玉平十几年如一日，悉心照料婆婆毫

无怨言，这个社会就需要这样的‘正能量’。”

“一定不能让孩子没有爸”

1998年1月，余忠凤的丈夫李国志在

湖南省宜章县打工时恰遇一起爆炸案，当

时正在现场的李国志被炸成重伤，全身中

枢神经损坏严重，下半身瘫痪，大小便失

禁，从此生活不能自理。

丈夫瘫痪时，女儿 14岁，儿子才 11

岁。当时，村里一些人劝余忠凤离婚，余

忠凤咬着牙告诉自己：“一定要挺住，一定

要把丈夫照顾好，一定不能让孩子没有

爸。”

从此，一家人的生活重担落在余忠凤

的肩上。她每天不到5点就起床，先下地干

活儿，等丈夫差不多睡醒了，就回家烧水，

给丈夫洗漱擦身、换尿布，然后做饭。有时

下地干活回家后，顾不上喘口气就接着给

丈夫按摩，与丈夫聊天，每天都累得直不起

腰来。

春去秋来，年复一年，在余忠凤的精心

照料下，丈夫的上肢能够轻轻抬动了，上半

身也有了知觉。

这18年，她过得真不容易！

李国志动情地对记者说：“我瘫痪后，

四肢完全失去了知觉，妻子每天都是一口

一口地给我喂饭，端屎倒尿。这18年过得

真不容易呀！”

18年来，余忠凤没有赶过一次集，她的

娘家熊湾村离李楼村只有七八里路，她也

很少去。有时去娘家，一个多小时就得急

忙往家赶。

余忠凤说：“也想在老人跟前尽孝，但

家里实在离不开人。好在父母和哥嫂都很

理解。”

农闲时，余忠凤经常用轮椅把丈夫推

到院子里晒晒太阳；农忙时，她用轮椅把丈

夫推到田地里。亲戚和邻居们都很同情她

家的遭遇，主动帮忙干农活。

“我出事时，14岁的女儿正在汝南县一

中上学，由于家中经济非常困难，学习成绩

优秀的女儿为减轻家庭负担，放弃了学业，

供养弟弟上学。女儿骑着自行车走村串户

卖黄豆芽，夏天两手泡得发白，冬天两手冻

得通红。儿子也很懂事，在汝南一高上学

时每周只花10元钱。”李国志哽咽着说，“这

些年，妻子、儿女和亲邻们都为我付出了很

多，我对不起他们。”

常年的过度操劳，余忠凤患上了腰椎

间盘突出、冠心病等疾病，她为丈夫、为这

个家付出了太多太多的爱。

这种爱，平凡却伟大！

如今，女儿已出嫁成家，儿子大学毕业

后在郑州一家建筑工程公司工作，家里翻

盖了新房，生活比以前好多了。余忠凤笑

着说：“这么多年苦日子我都熬过来了。只

要坚持，相信日子会一天比一天好的。我

们俩现在最大的心愿就是儿子能早日找到

一位好姑娘，成家立业。”

执子之手，与子偕老。这样一种爱，平

凡却伟大。什么是相濡以沫？什么是患难

夫妻？什么是白头偕老？余忠凤用18年的

时间作出了回答。

2009年6月，25岁在校入党的梅斌大学

一毕业，径直报考了大学生村干部。同年9

月，他被分配到正阳县汝南埠镇于岗村，任

村主任助理。两年的村干部锻炼后，2011年

他回到了家乡这个镇的岗头村，成功当选村

委会主任。考上选调生后，他又服从组织安

排，到一个“老大难”村任村党支部书记，为

改变村子面貌不遗余力。

争取修路项目

岗头村是个后进村，经济薄弱，基础设

施落后，干群关系紧张。占全村人口一半多

的岗头、刘庄、余庄等六个村民组，1000多

人出行全是土路。留守老人们遇上雨雪天

气，只能背着孩子送上学。以前他们习惯种

植蔬菜，只因路不好运不出去，鲜菜烂掉赔

本，弃之不种。

更为严重的是夏秋防汛，有两个自然村

四个村民组的700多口人，三面被汝河环

绕。一到汛期，防汛车辆、人员、物资很难入

村，安全隐患极大。村民们年年成群结队到

县、市上访。

2012年9月17日，梅斌费了九牛二虎

之力，争取到了修路项目。通知下来，他的

肾结石恰巧发作。梅斌顾不上治疗，忍痛到

县里写申请报告。可等到腊月还不见动工，

一些人开始挖苦责难。

梅斌四处奔走。正月元宵节一过，施工

方进驻工地，群众盼了几十年的道路，一个

月变成了现实。

考上选调生

2013年春，省委组织部在全省大学生村

干部中招考选调生，梅斌抱着试试看的态度

参加考试。他从2月25日开始修路，修了

近一个月，几乎是天天在路上，甚至夜里也

要开会，研究解决修路过程中遇到的问

题。直到4月15日考试，他也只是抽空看

一下书，最终竟以全驻马店市第六名的成

绩考过了。

8月8日，梅斌被派到正阳县慎水乡，分

到乡信访办工作。六个月后的2014年2月

24日，领导闻知他当过村主任，且有主持村“两

委”工作的经历，找他谈话，让他到“老大难”刘

桂村任党支部书记。他在驻马店市委党校参

加选调生培训一个月后，随即到村任职。

刘桂村面貌一新

怎样甩掉“软弱涣散”基层支部的帽

子？梅斌一方面落实好党员理论学习，让党

员参与管理村务工作，为他们提供参与村级

治理的平台；另一方面，他给每个党员制作

了宣言卡吊牌和村“两委”面向党员和群众

的宣言卡，时刻教育提醒党员村干部，发挥

好自己的模范带头作用。

针对村民接送孩子时，在小学门口被风

刮日晒雨淋等情况，村里出资6600元在校

门口搭建一个42平方米的雨棚；学校大门口

两边加宽，方便学生家长停放车辆；村委从

农家书屋整理出200本适合小学生阅读的

图书，供学生假期阅读。

2015年3月份，全村投资1.25万多元，

建设了11个水泥垃圾池，挖通基本农田排水

沟430米，打通主要排水道近1000米，改善

了农业生产条件。

刘桂村成立了爱乡公益联谊会，捐款

1.2万元，6000元用于公益事业，2000元救

助10个困难户，2000元捐建垃圾池，2000

元为村文明新风文艺宣传队购买音响设备。

文明新风文艺宣传团购买道具、服装

等，每晚演出。以老党员、老教师为骨干，以

教练广场舞健身为主，加以小品、快板、相声

等节目，宣传党和国家政策、村“两委”工作、

村里好人好事等，参加群众达500人左右。

如今的刘桂村面貌一新，今非昔比。

1月19日，在平顶山市石龙区

龙兴街道郞店村(原归鲁山县)，房氏

第七代琉璃嘀咚传人、52岁的房留

刚正在制作琉璃嘀咚（也称琉璃不

对儿）。

据了解，琉璃嘀咚的历史可追

溯到清康熙十七年(公元1679年)，

距今已有300多年的历史。上世纪

七八十年代，鲁山县梁洼镇郞店村

曾是全国有名的琉璃嘀咚制作专业

村。后因种种原因，琉璃嘀咚销量

锐减，郞店村琉璃嘀咚制作户纷纷

转行，后继乏人。虽如此，郞店村仍

是目前全国唯一一个现存和生产琉

璃嘀咚的地方。据房留刚介绍，他

每年春节前可生产琉璃嘀咚十多万

个，销往全国各地。因不便运输，利

润微薄，纵是他的儿子也不愿从事

琉璃嘀咚的制作，传承无人。

“琉璃不对儿，只玩一会儿，噗

嚓掉(方言音dia)儿，不说那话儿。”

对许多上世纪90年代前出生的人

来说，这句话和一声声清脆的震动

声带来的依旧是美好的回忆。每逢

春节，都是琉璃嘀咚销售的好季节，

但如今，这个给许多人带来欢乐童

年的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正面临

着失传的危险。

眼见
□本报记者丁需学 通讯员刘大伟 李林果文/图

杨秀红是共青团台前县委办公

室主任。2014年8月，她到台前县

打渔陈镇北丁庄村任党支部第一书

记兼镇长助理。

1月21日，记者一行迎着寒风，

走进台前县打渔陈镇田庄小学（学

生来源主要是北丁庄等附近8个村

庄），看到一群孩子拿着书本，围拢

在一位青年妇女身旁，叽叽喳喳叫

喊：“杨妈妈，这些书，我们可喜欢

啦！快给我们讲个故事吧！”

这位年龄三十岁出头的妇女，

就是台前县委组织部选派到打渔陈

镇的镇长助理兼北丁庄村第一书记

杨秀红。

在杨秀红驻村日记的前几页，

详细记录着北丁庄村孤寡老人和留

守儿童的名字和基本情况。她是孤

寡老人眼里的“干闺女”、留守儿童

心中的“杨妈妈”。无论工作再忙，

杨秀红每周都要抽时间陪村里的孤

寡老人聊聊天，逢年过节，都不忘给

村里80岁以上的老人发放慰问品。

看到农村的学校条件差，留守

儿童除学校发的书籍之外，几乎无

书可读，杨秀红抱着试试看的态度

在自己的同学微信群发了一条信

息：“各位老同学，我正在北丁庄村

挂职，附近8个村庄的孩子都在田庄

小学上学，其中95%以上都是留守

儿童，孩子无书可读的现实让人心

焦，请伸出你们的援助之手吧！”她

小学同学姜丙涛看到这条微信后，

积极响应。今年1月8日，姜丙涛、

王瑞芳夫妇亲自为田庄小学送来了

1700套图书，并为田庄小学建立了

共享图书室，签订了读书捐赠合同，

承诺以后每年都会来捐赠。

“这次挂职要求完全脱离原单位

业务工作，让我们能够把心思完全放

在挂职单位，踏踏实实做一些事情，

也使自己得到锻炼和提高。”谈到这

次挂职，杨秀红深有感触地说道。

赵玉平在给婆婆梳头赵玉平在给婆婆梳头

余忠凤在照顾丈夫余忠凤在照顾丈夫

琉璃嘀咚很受孩子欢迎琉璃嘀咚很受孩子欢迎

南阳市公安局派驻第一书记村

群众精神面貌变
发展生产劲头高

台前县北丁庄村第一书记杨秀红

为村小学建共享图书室
□本报记者段宝生

通讯员王为峰 刘玉芬

人物
□本报记者 黄华

通讯员 王化远 刘超红

汝南县三桥镇霍埠口村余忠凤

8年精心照料瘫痪丈夫

爱在身边

□本报记者黄华通讯员李勤玲孔涛文/图

在汝南县三桥镇霍埠口村李楼有一位普通的农村妇
女，她在丈夫下肢瘫痪后，18年不离不弃，对丈夫无微不
至地关心照顾，用柔弱的双肩撑起一个完整的家。她就
是今年56岁的余忠凤。

花甲儿媳赵玉平

悉心照顾百岁婆婆

□本报记者段宝生通讯员李红忠

在范县张庄乡东白堂村有这样一对婆媳，媳妇叫赵
玉平，今年63岁，婆婆叫郭玉莲，今年103岁，两人情同母
女，让人称羡。

正阳大学生村干部梅斌

从村主任助理到村支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