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小舅子在夜市上摆了个小

摊，啤酒小菜，配上烤串卤串什

么的。家人都说他放着工作不

干瞎折腾，不务正业。可他却像

没听见似的，整天干得热火朝

天、乐此不疲。

一到节假日他就给我打电

话，“姐夫，忙不过来了，快来帮

个忙吧！”我心想，就弄个烧烤

点，能有多忙啊，还找外援。于

是我就推脱了。

这不，电话又打来了，催命

似的急。反正闲着也是闲着，

就和老婆一商量，带着孩子去

了。最起码不也能蹭个“串儿”

吃吗。

夜市街上灯光昏黄，烟雾缭

绕，人头攒动。时尚桌椅，光着

膀子的吃货，摆满桌面的啤酒瓶

子，小孩嘴上沾满了孜然，一阵

微风吹过到处都是烟熏火燎的

烧烤味。

小舅子的摊位有点偏，在最

不起眼的角落，可能是租金更便

宜。一辆小吃车、长方形的烧烤

炉子，和别人拼凑的桌椅，简简

单单就营业了。

只见小舅子身穿“白大褂”，

满头大汗，正忙着向烤串上刷

油、撒孜然。见我们来了，头也

没来得及抬便喊道：“姐夫，快

来，把这几串儿给客人送过去。”

我环顾四周，还别说小舅子

的生意还真旺呢！附近有好几

家座位都还空着呢，可他的烧烤

摊前却围着不少的人。难道他

烧的烤串好吃？有什么“祖传秘

方”不成？

看烤串儿色泽，颜值也不

高，甚至还有点发暗。味道吗？

吃上一口味道平平，就是孜然粉

撒得多了一点，满嘴的孜然味，

也没有什么特色可言。

给他“帮厨”的间隙，我就

问：“你的生意怎么这么好啊？”

小舅子“嘿嘿”一笑，说：“我是

买五串儿送一串儿啊！”我不屑

地说：“那别人不也都是这样

吗？有什么稀奇的！”他拍拍我

的肩，显出很老成的样子：“姐

夫，你读书、上班可以，这做生

意吗，你就不懂了吧？”我心想，

还是这个臭毛病，一说你胖你

就喘得厉害。

“送，就送个明明白白，不管

啥时候，只要你买够五串我就

送，多买就多送，决不食言！”说

到这儿他压低了声音，似乎是怕

别人听了去，“别家也是买五串

送一串，可是他们看人下菜碟，

肉贵了不送，肉贱了就送，挣了

就送，亏了就不送，今天你来吃

他送了，可明天又来吃却不送

了，这会让人产生被愚弄的感

觉，久而久之谁还来啊！”

他越说越有劲：“只要拉住

了户，逛夜市的老主顾比较多，

都是附近的熟头熟脸，三五成群

的，一坐下光吃烤串怎么能行，

总会点一些啤酒小菜什么的，这

不就赚到了吗！”

做生意吗，贵在讲诚信，贵

在童叟无欺，贵在始终如一。为

什么吃货都爱吃“老字号”，其实

他们吃的除了是特色，更重要的

是始终如一的诚信。

没想到这小子没有什么文

化，这做生意还真有两把刷子。

社旗县赊店镇东裕社区退休干部贾庭

高，是当时“店街”出了名的“老独生子”，在

他饱经风霜人生经历中学会了工作诚实、为

人忠厚、持家有序、教子有方，以他点滴的生

活见证践行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贾庭高，生于1932年，那时正是国家战

乱闹得民不聊生时期。从他记事那天起，父

亲就经常对他说：“长大后别学坏，再穷也不

能偷人家东西，不管干啥都要正经干。”父亲

的家教严训，慢慢地在贾庭高幼小心灵里生

根、发芽。

8岁在南联小学读书一月多的他，因没

钱买小黑板和童子军鞋帽被迫退学。无奈

之时，他只得拿着镰刀、拎着箩筐出寨外拾

柴。12岁那年，贾庭高到李郭庄辘轳井担

水，排队到自己打水时，一位名叫刘小丑的

孩子抱着辘轳把不丢。贾庭高说：“你算不

论理，轮到我了，你为啥要打？”就这样，二人

各不让步，在辘轳井旁厮打起来，因贾庭高

个子大占了上风，刘小丑的姐姐到贾庭高家

“不依”。贾庭高父亲听后，不分青红皂白，

拎起鞋子朝贾庭高屁股上猛打。

1950年，18岁的贾庭高与贤惠善良的

刘坤秀结婚，婚后夫妻二人相互尊重、相互

帮助、相互理解，可谓是昔日“举案齐眉”的

梁鸿孟光。次年，生下大儿子贾中文，到他

43岁那年夫妇俩共生育6个儿子。因刚解

放和家庭孩子多的缘故，日子过得紧巴巴

的，但贾庭高没有忘记父亲对自己的教导，

经常对孩子们说：“你爷爷教育我的话今个

我传给你们弟兄几个，长大后别学坏，再穷

也不能偷人家东西，不管干啥都要正经

干。”同时，贾庭高还抓着机会给孩子们讲

“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之道理，还以戏

曲的形式为孩子们演唱《三娘教子》中“子

不学娘断机轴”选段，让孩子们在潜移默化

中深受启发和教育。就是这样，6个儿子，

无论在哪里，总是表现得非常优秀，让人点

赞。

1995年春天，六儿子贾中洋因生意亏

本到广州打工前，贾庭高语重心长地对儿子

说：“小洋啊，出门要牢记‘三稳’：一是手稳，

人家再宝贵的东西咱也不要拿；二是嘴稳，

不管听谁说啥不要传话；三是眼稳，看见女

人不要死盯着看。”就是这样，贾中洋带着父

亲给他借来的380元钱，怀揣着父亲的“三

稳”宝经，踏上了南下打工的征途。

父亲的“三稳”教子方法犹如春风吹进

贾中洋郁闷的心窝，又似春天播撒的种子，

经过肥沃土壤的滋润和充沛阳光的照射，秋

天结出了丰硕果实。两年后的一天上午，为

广州一家医药批发部老板开车的贾中洋受

到了严峻考验：老板在一大街下车前，指着

一个敞口的大皮包说：“你看好包，我下去办

个事，半小时后回来。”老板走后，贾中洋惊

讶地发现包内装有60万元散币，他急忙把

拉锁拉上。此时的老板根本就没有出去办

事，只是在附近一家店内观察贾中洋。晚

上，老板回去后细查现金分文不少，次日就

安排财务上每月给贾中洋多加500元工

资。后来，贾中洋回到社旗对父亲说：“爸，

你给我的‘三稳’话，真用上了。”此时的父子

俩，个个是喜上眉梢，儿子喜的是有一个教

子有方的父亲，父亲喜的是有一个听话的儿

子。

送人玫瑰手有余香。在对孩子们言传

身教的同时，贾庭高还注重对身边青年人的

正能量传输，特别是1990年退休后，以“走

遍阡陌传佳音，道说古今播文明”的实际行

动，于2002年成立了“东裕社区夕阳红艺术

团”，不仅每周三下午在县城东南寨门的土

戏台演出，而且为县城附近乔迁搬家、新婚

生子、生日寿诞的人家助兴庆贺，还走进敬

老院为老人们送去精神食粮。尤其是他们

创编的反映计划生育节目《儿媳妇背公公》

《十大劝》等，让观众看后捧腹大笑。

6个儿子六块金，个个比着尽孝心。

2012年老伴去世后，贾庭高因心脏搭桥住

进医院。在那里，六个儿子、儿媳妇轮流陪

护在床前，端屎端尿，取药喂饭，洗涮换新。

值得一提的是，五儿媳妇特意从深圳回来7

天伺候公爹，在医院只见她忙得不亦乐乎，

不是叫医生，就是喊护士，要么为公爹喂饭、

喂药，要么是为公爹洗衣、擦身子，要么为公

爹哼小调、唱小曲。

贾庭高康复出院后，五儿子贾中新和六

儿子贾中洋知道几个哥哥日子不太富裕，就

背着他们每人每月给父亲500元，他们这样

想：当父亲接到钱时会想他有几个儿子，当

每月给父亲寄钱时儿子们会想自己有一个

健在的父亲。

如今，贾庭高的6个儿子共生养10个孙

子孙女，其中一个孙女大学毕业后进修深

造，通达法、德、日、英四国语言，在广州市旅

游局工作，颇受单位领导和外宾好评。

当笔者问及贾庭高今后有什么打算时，

他只用一句“教育好儿孙为社会添光彩，尽

本分；带好戏班子倡导文明新风，是责任；选

好接班人带领艺术团，是愿望”表达自己的

心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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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政策必须落地
有话直说
□张超乡村新事

□王亚运

查酒驾莫忘农村

社会百态

□孙红旗

邓州市：戏曲进校园

门风家训

□赵兰奇 文/图

贾庭高的“三稳”教子法

中原影像

□康秀群王成会文/图

竟有此事

□刘洋田景琰

小伙助人被误会
监控录像还清白

冷暖人生

□叶颖

春节回老家，同几位乡亲攀

谈起定亲彩礼的事，得知县里制

定了新的村规民约，限制了彩礼

的数额以及待客的数量和婚车

的数量，很替乡亲们高兴，可乡

亲们却高兴不起来，细聊起来才

得知好政策缺乏监管监督机制，

私下里依然是6万、8万、10万的

彩礼钱。你不出那么高，有人

出。双方一个愿打，一个愿挨，

谁也不说。乡村干部也是睁只

眼闭只眼，你不说我正好装作不

知道。

近年来，农村结婚彩礼“行

情”暴涨，远远高于物价的上涨

幅度和农民收入的增长幅度，导

致一些农村家庭苦不堪言，成为

沉重的经济负担，甚至出现了因

娶亲致贫，因婚杀人的事件。影

响了美丽乡村建设和农村社会

的和谐稳定。天价彩礼的盛行

已阻碍了农村经济的发展，成为

农民致富路上的巨大绊脚石。

定婚送彩礼更是世代相传的

习俗。目前，婚前给付彩礼的现

象在我国大部分地区特别是农村

还相当盛行，已经形成了当地的

一种约定俗成的习惯，并且还有

着较为统一的标准，甚至礼金数

额呈逐年上升趋势，有些乡镇彩

礼钱竟达10万元以上，远远高出

农民收入的增长幅度与物价的上

涨幅度。 这对一个本来就处于

温饱状态的家庭来说无疑是一个

天文数字，且这个数字因为攀比

导致巨额费用节节攀升，娶不起

更等不起。彩礼不堪重负现象不

仅普遍存在，而且有愈演愈烈的

趋势。高额彩礼使得原本纯洁的

婚姻关系带上了“铜臭”气息和买

卖性质，农民也因结婚背上了沉

重的债务负担。

对于“天价彩礼”的陈规陋

习，地方政府也采取了不少措

施。但从群众反映和实际效果

来看，并没有收到理想效果。要

刹住彩礼攀比之风，必须官民互

动：政府应做好破解彩礼的“引

路人”、“破冰者”。虽有村规民

约，但村规民约没有法律效力不

能处罚人，制裁人。好政策还要

有好的执行程序，要落地，不能

满足于制定了，重要的是执行

了，有效果。笔者建议，尽快完

善立法，依法规范彩礼的处理。

只有这样，才能破除陋习，树立

和发扬社会主义法治观、道德

观。

为弘扬传统文化、传承戏曲艺术，活跃

校园生活、陶冶学生情操，3月3日，邓州市

“戏曲进校园”活动在城区二初中隆重开

启。

据该市文广新局负责人介绍，这次活

动，旨在在青少年学生中传承优秀传统文

化，提升青少年学生审美素养，让全市中小

学校学生每年免费欣赏到一场优秀戏曲演

出，让广大师生在戏曲艺术展演活动中认识

党和国家文化强国战略，汲取文化精粹，传

承高雅艺术，感悟艺术魅力，并在各学校培

养戏曲、音乐、舞蹈等方面的艺术专业人才。

在美丽的山

城西峡县，有这样

一家人，因为对投

递工作的热爱，一家人全部选择成为投递员。

说起祝世德，认识的人都竖起大拇指。

刚到投递班时，因为路况不熟，语言听不太懂，

投递起来非常困难，他就一家一家地摸排，直

到晚上十点钟才拖着饥饿疲惫的身体回家。

2006年的一天，像往常一样，天刚蒙蒙亮他就

开始工作了，当时他负责的是城郊段道，在投

送的道路上有两个急转弯，为了躲避一位收

麦的老农，急刹车后他被甩出去三五米远，当

时他的脸、胳膊、手尤其是腿摔得全是血，可

是，他并没有顾及伤痛，而是强忍痛楚一点一

点地挪动步子走完那段投递路程，将邮件送

到客户手里。

比起祝世德，妻子张庆霞也毫不逊色。

刚到西峡时她从事的是汽车美容生意，因为

对邮政事业的热爱，两年后，她毫不犹豫地结

束了红火的生意，义无反顾地成为一名绿衣

使者。面对全县最长的投递段道，她一干就

是十几年。为了保证地址不详的信件、包裹

能够及时送到客户手里，她走遍了整个街区；

为了保证雨雪天气中邮件不被淋湿，她用自

己的雨衣把邮件包裹得严严实实，甘愿风雨

打在身上；同时她会默默地记下每一位用户

的名字和电话，在年节的时候为他们送上最

诚挚的问候与祝福。十几年来她的投递段道

上，从来没有缺报少刊、投诉的现象，客户乡亲

们对她的投递服务工作赞不绝口。

因为父母的言传身教，儿子祝景煜当兵

退伍回来之后，也毅然决然地选择了投递事

业。他的段道在县城属于城郊段道，每天都

得骑车跑上十几里地，城区外有钢厂，地面

灰尘特别大，他每天回到家第一件事就是赶

紧洗脸洗头。碰上雨雪天，通往火车道的那

段路，就会被冲洗成一路黄泥深坑，根本骑

不了车，遇上这种情况，他都是卷起裤腿一

步一步推车前行。2015年10月的一天，下

着大雨，为了送两个包裹邮件，浑身都湿透

了，满是泥浆，车子的保险杠断了，可一想客

户收到包裹时开心的样子，自己的疲惫顿时

烟消云散。

这就是一家普通的邮路人，在邮政投递

的路上，他们奏出了一曲曲壮丽的乐章。

医院门诊收

费员利用职务之

便，两年侵吞公

款近42万元。日前，开封市鼓楼区法院一审

以贪污罪，判处张某有期徒刑二年六个月，并

处罚金10万元。

2013年1月至2015年4月，张某在担任

开封市某医院财务科门诊收费员期间，利用

其负责收取医院门诊治疗费和医药费的工作

便利，采取隐瞒收入不入账的手段，侵吞公款

419362.60元据为己有。2016年7月27日，

医院财务科审核中发现张某所交票根号不连

接，要求张某打印当日总报表，眼见事情败

露，下午张某才向单位主动交代其有漏账的

事实。随后张某的父亲将赃款全部退还给医

院。

法院审理后认为，张某身为财务工作人

员，利用职务之便，侵吞公款，数额巨大，犯罪

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其行为已构成贪污罪。

但张某属于自首，依法可以减轻处罚。

日前，在农村老家同几位朋

友吃饭，有位开车的朋友竟然在

酒桌上端起了酒杯，笔者劝他不

要喝酒，他回答说：“没啥事，农

村里没人查酒驾。”

自2011年5月1日“醉驾入

刑”以来，全国各地加大对酒驾

的查处力度，“喝酒不开车，开车

不喝酒”的观念开始深入人心。

但在一些农村地区，很多人对酒

驾的危害认识不足，加之受警力

限制，农村地区查处酒驾的力度

不够，农村道路酒驾现象依然突

出，并不时引发恶性交通事故。

受到警力、装备、经费等条件的

限制，农村道路缺乏交通安全标

志、设施及宣传提示。交警开展

酒驾宣传活动时，一般选择人口

密集城区，与农民面对面的机会

很少。近年来查“酒驾”主要集

中在城市或城区，而一些农村成

了“酒驾”无人管理的空白区。

农村人口众多，随着生活水平的

提高，车辆的增长速度也越来越

快，因红白喜事喝酒的人也越来

越多，酒后驾车造成伤亡的交通

事故也时有发生。虽然一些车

辆驾驶员也明知酒后驾车的危

险性，但存在侥幸心理，认为探

亲访友路途短、路况熟，交警又

巡逻不到，“酒驾”无人查不会出

事，就麻痹大意酒后驾车，结果

发生了本可避免的交通事故。

呼吁公安交警部门要调整警力，

加强巡视督查治纠力度，管好，

管严乡道、村道上的酒驾，以确

保广大农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

全。

路遇有人摔倒，

扶还是不扶？固始

县的小伙子胡鹏飞

给出了肯定的答案。但是让他万万没想到的

是，自己本来助人为乐的善举，却让他摊上了

麻烦事。

2月13日上午11时许，胡鹏飞接孩子放

学，骑着电动车正准备回家，突然在固始县红

苏路南段小哈佛幼儿园对面，看到一辆电动

三轮车翻倒在路边，平时就是热心肠的胡鹏

飞赶紧停下车去查看情况，发现有两个人被

困在车里，胡鹏飞赶紧把人拉了出来。可没

想到，救起来的两个人却一把拉住胡鹏飞，称

他就是肇事者。两边争执不下，于是就报了

警。警察赶到后，双方各有说辞。

民警在现场调查取证之后，将当事人带

到了派出所，通过调取监控录像，终于还原了

事情的真相。原来，付某驾驶电动三轮车行

驶在机动车道上，突然发现后边挤出了一辆

电动车，她一紧张就赶紧转向，没想到三轮车

突然翻倒，后面的胡鹏飞将她救起时，她误把

胡鹏飞当成了肇事者，这才引发了后面一系

列的误会。

在监控录像面前，付某终于相信是自己

错怪了好人，赶紧向胡鹏飞道了歉。

基层呼声

□张超

风雨邮路一家人

一个医院收费员
两年贪污四十万

小舅子卖烧烤

贾庭高（中）在自己家向学员们讲述“一把弦子起家”的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