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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8月9日 星期二 3
编辑∶白正春 实习生∶杜其纯 电话∶0371-65795789 E－mail∶ncbrx@126.com 版式∶李英 校对∶王姝

乡情民意农村版

编读往来

□陈鸿溪

轻信兑汇可赚钱
女子被骗九万元

竟有此事

□孟永新

门风家训

□赵兰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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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社旗县饶良镇陈庄村有个名叫牛振

山的农民，新中国成立前父辈逃荒带他定

居这里，以摔砖坯烧窑货养家糊口，在20

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期间，他所做出的

砖瓦在当地颇有名气，所以村子里给他送

了个绰号叫“老窑匠”。

因单门独户和穷人家的孩子早当家的

缘故，牛振山很快养成了尊重长辈爱护小

孩的良好品质，见人先说话，见活先帮忙，

并慢慢地学会了捕鱼扎鳖、逮兔子、择猪

崽、删鸡子、盘锅灶、装饰墙等“巧活儿”，

一时间成为村子里“小能人”、“大善者”，

羡慕得大户人家也垂涎三尺，不时都会说

“人家牛振山看住单门独户，其实可不单

也不独”。

尤其是牛振山成婚后，他的为人更是

让村子里感到敬佩和尊重。一次一次地交

往，一天一天地接触，一事一事地办理，都

给人留下好的印象。每逢天阴下雨，牛振

山总是肩扛长竹竿、手拿短铁锹，到东家看

看起脊房子上的瓦滑退没有，去西家瞧瞧

下水道堵住没有。每次逮回兔子、捕回小

鱼都舍不得吃，总要送给患病的人、怀孕的

妇女、营养不良的小孩补身子。由此，牛振

山的口碑愈来愈好，名声越来越大。

然而，好人不常在，2002年春“老窑

匠”因病去世。人走了，但他的为人处世

“秘密”却永远在教育、影响、感动、鼓舞着

他的儿女们，父亲的一言一行，让6个儿女

铭记在心，在潜移默化中得到启发。

都已成家立业的6个儿女，多次苦口

婆心地向老娘求情，让她到姊妹6个家中轮

流生活，老娘说啥不依。无奈，一次一次的

“闭门羹”，儿女们只好依着老娘“打道回府”。

人吃五谷杂粮，岂有不生病之理。

2010年春节前，老娘患上脑中风和神经错

乱症住进医院，姊妹6人和3个媳妇、3个

女婿争着往医院送钱、拿东西，抢着在医院

陪护。在那里，儿女们、媳妇和女婿们端尿

盆倒屎桶、洗衣服擦身子、叫医生拿药针、

喂饭饮水从不嫌弃，搞得医生护士、病友都

蒙蒙的，分不清谁是闺女，谁是媳妇，谁是

儿子，谁是女婿。

到了腊月二十六，在医务人员精心治

疗和护理下，老娘病情明显好转，姊妹们就

商量着春节回家过年，让老娘换个环境，促

使她早日康复。谁知，姊妹几个在大年二

十八晚上因交医疗费产生分歧，不是3个

儿子不同意，就是3个闺女不表态，说着说

着大吵起来。儿子说：“一共花了1万多块

钱，要是让你们几个掏钱，别人不捣俺们脊

梁骨吗？”闺女说：“咱妈也生俺养俺啦，俺

应该为咱妈出点钱，尽点孝心。”“那不中！”

“咋不中？”“原因就是嫁出去的闺女，就是

泼出去的水，娘家的事你没有发言权。”“法

律规定，儿女都享有赡养和分遗产的义务

和权利。”

你一声，我一腔，让别人认为是“老窑

匠”6个儿女不给老娘对药费钱，就跑出来

看热闹。仔细一听，原来是姊妹6个争着

给老娘对钱。邻居们一边听一边为“老窑

匠”家点赞：“只听说过姊妹们不给爹妈对

钱的，人家这却是争着为老娘拿钱。”同时，

邻居们也在想自己将来孩子们会不会像这

家那样。

就是这样，“老窑匠”家吵了近一个钟

头。最后，还是村上“光棍儿”出面调解，才

使这场“风波”得以平息。

“孝老敬老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你们

几个争着为老娘掏治病钱，是咱村学习的

榜样。关于老娘治病花钱的事，姊妹6个

人每人2000元，既符合3个闺女愿望，又

符合国家法律要求，因为几个闺女有的是

外县的，如果不这样，人家外县会笑话咱社

旗人不懂法律。”

听了这话，3个闺女异口同声地说：

“还是您论理，还是您公平。”3个儿子却

说：“老偏心，等着她们给你端整桌吃吧！”

春节期间，“老窑匠”家吵架的事儿

不胫而走。县人大代表、陈庄村党支部

书记李聚成在一次村组干部会上讲：“老

窑匠家 6 个儿女争着为老娘对钱的事

儿，是咱陈庄的骄傲，是咱深入开展婚育

新风进万家活动的典型例子，是咱全村

学习的榜样。”

在3月份召开的县人代会上，李聚成

又借这一典型写成了一篇题目为《大力宣

扬孝敬典型 促进文明新风形成》的文章。

县人大建议报至大会秘书处，很快得到采

纳。

上周日，地处山区的南召县太山庙乡包

坪村张北组邢文付家来了一家远亲，南召县

信用联社理事长程红忠一家人来看望他了。

今年40多岁的邢文付先天性残疾，妻子

和哥哥有智力障碍，上有90多岁的老母，下

有两个上学的儿子，家庭困难。去年，南召县

信用联社与包坪村结对子，定点帮扶。程红

忠和包坪村贫困户结成了远亲，不断来穷亲

戚家慰问，指导脱贫。特别是张北组邢文付

和王立珍家，这两家贫困户更是让他牵挂，逢

年过节，他总是来慰问。为改变包坪村12户

贫困户的经济状况，今年7月，程红忠自筹了

1.2万元，利用双休日带着一家人来包坪村慰

问，每家送上1000元慰问金。

当天，程红忠亲自慰问了4家贫困户，剩

余的慰问金委托驻村工作队员分别送到其他

贫困户家中。

前些日子，我们到宜阳县甘棠村参观，

在“召伯听政处”碑亭前，见到该村村民张长

升，他是讲解员。

石碑高2.2米，宽0.72米，1724年由时

任宜阳知县郭朝鼎立、河南府尹张汉书“召

伯听政处”，表达了后世官员对召公在甘棠

树下断案决狱、亲民爱民的美德的敬仰，甘

棠村也由此得名。这是一件重要的文物，张

长升的故事与保护石碑有关。

提起护碑经历，他如数家珍。1990年

发现遮掩于枯枝杂草之中的石碑后，他自发

看护，并开始研究召伯文化。1996年郑卢

公路拓宽改建，欲清掉石碑，他躺在碑前，

说：“推土机车推碑，先从我身上碾过去。”不

惜舍身护碑。当看到一半碑身埋进了土里，

而且紧贴路边，隐患巨大，他开始上下奔走

呼吁，又联络一批人加入护碑队伍，终于在

2006年1月，将石碑迁移到甘棠村委会院

内。后村委会筹措资金8万多元，于2011

年6月，建成召伯听政碑亭。2011年1月，

洛阳市廉政教育基地在甘棠村揭牌。2012

年7月，这里又被命名为河南省廉政文化教

育基地。“召伯听政处”石碑重新焕发了生

机，再现它的尊严与风采。

一些重大事件的发生都在一个时间点

上，但翻开张长升的大事记，近30年来，他

几乎每天都没有停止过护碑、研究的脚步。

他近乎痴迷，逢人说召伯。当选县政协委员

后，他更是逢会就交保护石碑提案，以致有

人说他发“神经”了。他说召伯文化就像碑

亭周围的棠梨树一样，在他心里扎了根，护

碑是义务，弘扬召伯文化是责任。召伯文化

已成为他生活的主要内容，一天不看召伯

碑，不提召伯文化，就食不甘味，夜难入眠。

生活虽清贫，精神却富有。他今年60

岁，还是农民，仍荷锄下地，但他的思想已经

在召伯文化的天空里自由驰骋。宜阳县成

立了召伯文化研究会，他被推举为会长。他

收集了古今歌咏召伯及甘棠的诗文，在各方

人士的大力支持下，主编出版了《召伯甘棠》

第一、二集。研究会举办了宜阳县廉政文化

书画展，启动“甘棠论坛”……

对任何人来说，这条道路都布满荆棘，

何况他是一个农民。但张长升凭着执着的

精神，靠着对信仰的坚守，把自发的护碑行

动发展成了一生的事业，在前行的道路上，

坚持前进一步可能柳暗花明，后退一步也许

前功尽弃，“锲而不舍，金石可镂”的精神，终

有今天的成就。

张长升给我们上了生动的一课。

针对农村留守学生多，暑假期间缺少关爱的现状，濮阳县渠村乡妇联积极组织乡村女党员干部开

展“亲情相伴、呵护成长”暑期关爱留守儿童活动。“爱心妈妈”定期对留守儿童进行心理健康和安全教

育，陪他们一起游戏娱乐、读书学习，让留守儿童健康安全、快乐充实过暑假。

“这么多天，民警们没少费心。现送来两

箱方便面，你们加班时吃。”7月18日，在卢氏

县公安局退赃大会上，刚刚领回9万元被骗款

的张女士买来两箱方便面来到刑侦大队，握

着大队长王军峰的手动情地说。

6月14日，在接到张女士报案后，卢氏县

公安局迅速启动大要案机制，成立专案组，多

警联动，经过调取监控、摸排调查，迅速锁定

了嫌疑车辆。之后，通过循线追踪、缜密侦

查，民警转战河南、湖北、湖南、贵州4省12地

市，行程2万多公里，最终在贵州省都匀市丹

寨县将4名犯罪嫌疑人全部抓获，并悉数追回

张女士的9万元被骗款。

经查，6月14日上午，王某某和吴某堂、

吴某奇驾驶无牌轿车窜至卢氏县伺机作案。

11时许，当“衣着光鲜”的张女士出现后，吴某

堂以急用钱，欲低价兑换手头的“英镑”（其实

是秘鲁币），吴某奇、王某某则分别冒充银行

工作人员和律师，以异地遇难，不得已才兑换

手头外币，“倒手即赚钱”的方式，诱使张女士

轻信了3人“真实的谎言”，骗走其9万元钱。

前段时间，我颈椎的老毛病又

犯了，疼痛难忍，寝食不安。以前，

每次复发我都去附近一家按摩店

做理疗，按摩师娴熟的手法加上牵

引、熏蒸等辅助疗法，疼痛症状总

能得到缓解。这次我照例到那家

按摩店做理疗，接连按了3天，症状

不仅没轻反而加重。我问按摩师

是怎么回事，他回答得干脆利索，

再按几天看看。咬着牙坚持到第5

天，我实在是无法忍受颈部钻心的

疼痛，只好来到附近一家医院挂了

个专家号，顺便把几天前拍的片子

拿了过去。

“一开始你就把治疗方向搞错

了，要是再这样按下去，会出大事

的。”专家让我趴在床上，按了几下

我的颈部，又盯着片子仔细端详了

一阵儿，开口一句话说得我高度紧

张起来。紧接着，专家耐心解释

说：以前你的颈椎病比较单一，主

要是颈部肌肉僵硬，按摩理疗是不

错的方法。可这次不同，从片子上

看椎管明显狭窄，压迫到了神经和

血管，单一的按摩只会加重病情，

越来越糟糕。”

专家的一席话让我如坐针

毡。我忙问他有什么补救办法，他

说:“吃药打针都不奏效，最好的办

法就是少坐多躺，每天坚持做康复

体操。”专家起身给我演示了他自

创的颈椎康复体操，动作要领很简

单，我很快就学会了。

回去后，我遵照医嘱，除了静

养休息，就坚持每天早中晚做康

复体操，不到两周颈部不适的诸

多症状基本上消失，病情明显好

转。

高尔夫球是一项非常有趣的

运动，之所以能够风靡全球，受到

人们的喜爱，是因为这项运动需要

头脑和全身器官的整体协调。每

次击球之前，选手都需要观察和思

考，需要靠手、臂、腰、腿、脚、眼等

各部位的有效配合来击球。而击

球的关键则在于两个方面，即方向

和距离。初学者中有不少人只想

着把球打远，而忽视方向的重要

性，其实，把球打直要比打远更重

要。所以，擅长打高尔夫的人都会

谨记这样一条原则：“方向比距离

重要。”

对于医生而言，找准病症，选

对方向，方可达到药到病除妙手回

春之功效。对于每个人来说，认准

目标，走对方向，天道才会酬勤，功

夫才会不负有心人。

作为一名教师，工作之余，我

不爱打牌，不爱喝酒，唯一的业余

爱好就是写作。由于自己身处基

层，常年和老百姓打交道，而广袤

的农村大地，每天都发生着可圈可

点的动人故事，为我的写作提供了

源源不断的新鲜素材。自1988年

以来，我先后在省市级媒体发表文

章数百篇，其中苦辣酸甜，的确一

言难尽。

农村的教师，工作量大，加之

我又是一个有600多个学生的小

学校长，每天忙忙碌碌，早出晚归，

但只要一有空闲，我就读报。其

中，《河南日报农村版》“乡情民意”

版面，家风、基层呼声、冷暖人生、

农家故事等专栏，写的事情仿佛就

在身边，那么的鲜活，那么的“接地

气”。这个版面我先后发了十几篇

稿子，和编辑老师素不相识，反倒

是因为稿子，主动给我打电话，和

我沟通修改稿子事宜，还让我提供

照片一并发表，这才是省报人的大

家风范。

一天，我正在家里和妻子怄

气，村支书领着一个妇女找我，想

让我报道一下她的事迹：照顾瘫

痪丈夫12年，拉下数万元外债，还

侍弄5亩责任田等。听着这个农

家柔弱女人对艰难日子的哭诉，

我的心灵阵阵颤痛。和她相比，

我身体健康，一个大男人，还有什

么能压倒我的？用鲁迅先生的话

说，“几乎压出我身体里的小

来”。妻子在一旁也跟着抹眼

泪。一场家务“战争”随之烟消云

散。写作的过程，不仅仅是文字

的艺术，还是心灵的陶冶和提升

的过程。

几年前，我曾写过一位孝敬老

人的好媳妇，文章见报后，妯娌二

人闹了矛盾。那个媳妇说：“你上

了报纸，不是显得我不孝顺吗？这

个陈鸿溪，不说好好教书，就会瞎

写，你让他拿出记者证，我看看。”

至今见面还不想搭理我，我始终坦

然一笑。

尽我所能，弘扬正能量。爱我

所爱，持之以恒。我“撞到南墙不

回头”。

我的父亲是一个文盲，斗大

的字不识一箩筐。但是有一个字

他不仅能写，还经常用这个字教

育我们弟兄几个，这个字就是

“正”字。

父亲小的时候，家里非常穷，

不到10岁就在地主家打长工。后

来逃荒到陕西，在一家砖窑厂学

会了烧窑。20世纪60年代，父亲

在西安刚好遇到铁路上招收烧窑

师傅，窑厂现场考核后，为显示公

正，再采用投票的方式决定，每获

得一票，划上一笔，五票就是一个

“正”字。父亲从此认识了这个

字，也明白了其中的意义，而他当

年就是凭着近两行的“正”字高票

通过，成了一名有编制的建筑段

工人。

父亲在西安铁路局建筑段上

班后，母亲在家照顾着我们兄弟

几人，只有农闲的时候才会带上

我们去看望父亲。慢慢的，母亲

和张婶、李姨等建筑段的家属们

都熟络起来。

那天，张婶劝母亲道：“石嫂，

你看我们都把户口迁了过来，你

也让石哥找下管这个的老尹。上

次，我们家给他送了两斤果子就

把事儿办成了。”哪知母亲回去一

说这事，父亲就火了。他愤怒地

说：“这不是走后门吗？不行！做

人要正大光明，违反规定的事情

咱绝对不做。”母亲再也没有提起

此事。

20世纪80年代末，父亲退休

回到了河南老家，哥哥已经成家

立业，我也进入了教育系统。父

亲经常叮嘱我要堂堂正正做人，

干干净净从教。他说：“你是老

师，是做给学生娃们看的，你自己

都做不正，那孩子们不全念歪

啦！”从教15年，我谨记父亲叮嘱，

牢记自身职责，从没有放松过对

自己的要求。

进入纪检部门后，父亲对我的

唠叨更多了。每次回家，父亲都会

说：“做啥事都得凭着良心，一定把

心放正。现在你是监督干部的人

了，人家眼睛都瞅着你呢！你只有

心放正、做得正，说话才有说服

力。”父亲朴实的话像钉子般一字

字钉进了我的心里。

父亲只认识一个字，这个字不

仅成了父亲秉性的代名词，更成了

儿孙们做人处世的财富。这个字

虽然只有五画，却喻示了人世间最

应推崇的正气。

“老窑匠”的“教子经”

前不久，乡下的朋友老杨，向我讲述了给

儿子汇款时发生的窝心事儿：

7月28日上午，老杨的儿子宾宾到东北

办事，因带钱不够，返回前要老杨汇1000

元。接到儿子的电话，老杨立即赶往县城内

的一家银行。

一到柜台前，老杨就戴上银行准备的老

花镜照着提供的样单一一认真填写。既按规

定填写宾宾的银行账号，又填写自己的电话

及身份证号码。而后，到其中一个汇款窗口

排队，好不容易轮到他，老杨立即把汇款单和

1000元现金双手递给营业员，谁知对方一看

这些钱马上问道：“你没有银行卡吗？”

“没有。”

“你到汇款机汇吧。”

“我不会呀……”

“那里有客服人员为你指导。”

“你帮帮忙吧，好不容易排队轮到了我，

汇款也不多，儿子在外地急着用呢。”老杨几

乎用哀求的口气说。

然而，对方却不高兴地找茬说：“看你填

的单子，不该写的乱写。你连个字也写不好

吗？”老杨一听这话顿时火了，心想自己50多

岁的人了，咋能任这个毛头小伙欺负。

于是，老杨声音提高八度地发火说：“我

这把年纪就这个水平，字写不好，我承认。如

果我能写好了，我也成书法家啦。你的服务

态度咋恁差劲？客户大老远来你这办个事咋

恁难？”此时，整个营业大厅顿时紧张起来。

两个人越抬话越多，越说越生气。此时，

柜台内部出来个女士责怪这个营业员说：“你

给他办了，不是就没啥事了吗？你还嘟囔啥？”

几分钟，汇款完成，但双方都显得十分生

气。

老杨在讲这件事时，还提到中间其他的

刁难细节。譬如：这个服务人员让老杨重新

填写汇款单，故意拿张不一样的汇款单。老

杨一看不对，对方又让老杨跑到前台重新拿

一张，这次虽然没让填写身份证号码，但让老

杨拿出了身份证，然而这个营业员根本就没

看身份证就把款汇走了。

对此，老杨感叹地说：“这不是明显刁难

人吗？好在我带身份证了，如果没带，肯定办

不成。时下，各行各业整天口口声声高喊要

转作风，没有想到这家银行竟有此事。”

父亲只认识一个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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