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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乡贤叶丙福

一叶一福夕阳红

□本报记者董豪杰文/图

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
初试时间确定

从地图上看，河南省的东南角是固始县，

而陈淋子镇，是固始县的东南角。向东跨过

史河，就是安徽省境内了。

陈淋子镇光荣敬老院临339省道修建，

大门看起来比村子里的其他房屋气派多了，

但除了路上飞驰的大货车之外，陈淋子镇的

人很少“光顾”，距离镇区接近5公里的距离，

让这里稍显偏僻。

但偏僻并不代表不为人知，在陈淋子镇

找到光荣敬老院并不难，几乎人人都能当向

导，还会说上一些敬老院的事儿。快活林村

73岁的曹丕元了解得更清楚，他就住在敬老

院对面，“无儿无女没人照顾嘛，老人到这儿，

吃喝啥的都不缺，里面啥都有，俺镇这敬老院

可是很出名的。”

叶丙福就是这个敬老院的院长，在这里

照顾老人，已经有30年。

一、敬老院是一个大家庭，
五保老人生养死葬。30年来，
叶丙福既像家长，又像儿子。

8月12日临近中午，阴雨依然没有停的

迹象。叶丙福从办公室出来大声喊道：“吃饭

啦。”照顾老人多年，他早就练就了一副大嗓

门。

厨房门口的牌子上写着每天的菜谱，早、

晚是米饭、稀粥和小菜，每周会有两顿面条，

午饭的菜最丰富，荤素搭配。“有干有稀、有荤

有素，这样搭配着才适合上了年纪的人。”叶

丙福解释说。

这天中午吃炖肉，两口大锅正冒着热气，

老人们陆续从餐厅的柜子里取出自己的餐具

到厨房排队，叶丙福会帮忙给大家盛饭。大

多数老人会第一时间回到餐厅或者在房檐下

吃饭，但总有人会端着两份饭，小心翼翼地往

房间走去。得先给卧床不起的人送饭，80岁

的晏国珍就是需要送饭的人之一，因为腿上

有病，吃喝拉撒都在房间里解决。在叶丙福

看来，这还算不错。至于瘫痪、失明的老人，

还得有人喂饭。

叶丙福总是吃饭最晚的人，他必须确认

每个老人都吃上饭才行，睡觉自然也是最晚

的，每天晚上7点左右，叶丙福要“点名”一

次，直到看到所有人都在才行。只要不外出，

天天如此，30年来，早已养成习惯。87岁的

朱华民用“眼勤、手勤、腿勤”来形容叶丙福：

“我来这儿9年了，不管刮风下雨，这些事儿

他坚持住了，不容易。”

除了照顾老人吃饭睡觉的“固定动

作”外，这几天叶丙福又多了一项工作，每

天早晚各一次，到镇上的医院看望病人，

敬老院现在有8个人在住院。天黑前，在

医院的病房里，因为脑出血住院的孟庆平

一边吃着叶丙福带来的炒河虾，一边回答

着“没啥问题，医生天天过来，吃饭俺都去

食堂买”。

最多的时候，敬老院有16个老人住院，

白天来的时候，叶丙福通常会去见见医生，询

问一下病人情况如何、有没有危险、需不需要

转院治疗，“该抠门就得抠门，敬老院也不富

裕，但该心疼还是得心疼，不能亏待了老人。”

叶丙福说。

但总有治不好的时候，两周前，叶丙福刚

“送走”一位老人。在敬老院，大家对死亡并

不避讳，很多闲置的地方都放着棺材。

去世的老人就埋在敬老院附近的一片荒

地上，每年清明节和春节，叶丙福都会去上

坟，按照当地的习俗，在坟前烧纸、放爆竹。

二、敬老院究竟获得过多
少荣誉，叶丙福从来没有数清
楚过，他更在意的，是老人们的
安全。

“这是1990年的，这是1991年的，证书

还有很多呢，年年都有。”敬老院办公室里，

“先进单位”牌匾、锦旗挂满了半面墙。墙中

间挂的一个长方形钟表，早已经不能走了，

连玻璃表面的红色油漆字，都只剩下痕迹，

叶丙福也记不得这是哪年奖励给敬老院的

了。

这些年，到敬老院参观学习的不少，每

年叶丙福都会接待来自不同地方的人。“咱河

南各地的不断来，连安徽来得都不少”。

与锦旗一样的红色，只有院子里随处可

见的灭火器，挂在白墙上很显眼。75岁的刘

光杰房间外，就挂着灭火器，房间里还放着花

露水和驱蚊药。在敬老院安全管理措施里，

房间内点蚊香、抽烟以及使用电热毯、烧水壶

等是不允许的。

这是叶丙福最严厉的，也是最让他骄傲

的，敬老院从来没出现过安全事故。

大多数时候，叶丙福都会住在敬老院，尤

其是高温、雨雪等天气，他不放心，得守着敬

老院。叶丙福床边的桌子上，放着一台显示

器，这是近几年敬老院安装的监控设备，能够

保证他“一睁开眼就能看到敬老院各个地

方”。

桌子上会经常放着泡面，错过饭点的时

候，叶丙福就吃泡面。对于照顾老人来说，很

多事情不会等吃饱了才发生。

长年照顾老人，让叶丙福学会了不少技

能，他拉开一个抽屉，翻着里面各种各样的工

具介绍说，这个是给老人剪脚指甲的、这个是

理发用的，“早些年敬老院穷，我只能慢慢学

着给老人们理发，水平还可以，现在好点了，

能请理发的到这里来。”

三、老人们通过劳动挣工
分，按工分发钱，叶丙福把这叫
做“共产主义的劳有所得”。

阴雨绵绵的午后，让敬老院的活动室里

比往常更加热闹，棋牌室里摆起了两桌麻将，

而另一个房间里看电视的，也有十几个人。

69岁的许心来，对打麻将“情有独钟”，“人多

热闹，有人说话，没事儿打打牌，消磨时间，也

动动脑筋，锻炼锻炼。”

“和了！”搓麻将的声音响起来，牌桌上的

钱也开始重新分配，“就是玩儿的，打的是一

块的。”

可五保老人的钱从哪里来？

除了每月50元的零花钱和过节的红包

外，敬老院的部分老人通过劳动也能获得一

定的收入，用于个人开销。

“在敬老院干些力所能及的工作，挣工分

换钱，有劳有得。”叶丙福说，“这些老人大多

经历过人民公社，对工分并不陌生，比较容易

接受。”叶丙福展示了今年以来敬老院工分

表，根据工作的不同，每天的工分由5分到

10分不等，每10分代表30元钱，每年10月

结算。满勤的话，最多一年能有接近一万元

的收入。

因为挣工分，75岁的陈庆兰没有很多时

间打麻将，他正在牛棚里。下午两点到六点，

是他的放牛时间，他要带着三头牛去附近吃

草。最多的时候，牛棚里一共有12头牛，“刚

卖过一次，就剩这一大两小了。”说完，便披上

雨衣出门了。

陈庆兰在外边放牛的时候，住在他隔壁

的杨显礼正在房间里边吃葡萄边听戏。“4块

钱一斤，我去镇上买的，可甜。”说话的同时，

还不忘“炫耀”一下放在桌子上的唱戏机，“不

光能听，还能看呢。”每年挣的工分，能给杨显

礼带来几千元的收入，主要用来添置生活用

品和买东西吃。

在敬老院，切菜、做饭、烧水、打扫卫生等

老人们能干的活，都被量化为工分，有专门的

记分员。工分最高的是烧水，一般会轮流干，

每天都要4点钟起床，烧足大家一天所需的

热水。老人们会在起床后拿来自己的暖水

瓶，每人两个，要灌满100多个。

这是叶丙福想出的激励办法。“我一个人

干不了所有的活，大家尽量都动起来才行”。

四、敬老院的老人生活太
苦，是叶丙福辞了村支书来当
院长的原因，家人对此态度截
然不同。

26岁，叶丙福就当上了陈淋子镇院岗村

的村支书。每次去镇政府，都会路过敬老院，

这让他知道了老人们的生活，“缺油少菜，好

多时候都吃萝卜干，实在是太苦了。”1988

年，叶丙福30岁的时候，他决定去敬老院当

院长，照顾老人们的生活。

叶丙福在父亲叶贻根那里得到了支持。

在父亲眼里，叶丙福是从小就喜欢帮助别人、

照顾别人的人。“当时他在大队里当支书，修

路、架电线，干得都很好。”养育了7个儿女的

叶贻根觉得，照顾没有子女的老人，是一件好

事，得像照顾自己的老人一样，照顾好敬老院

的老人。

但妻子徐华荣反对：“村支书干得好好

的，为啥要去敬老院？”

当时大儿子7岁，小儿子才一岁，徐华荣

又是村里的民办教师，叶丙福去敬老院，就意

味着无论是农活、家务活和照顾小孩的事儿，

绝大部分都要徐华荣承担了。更重要的是，

徐华荣觉得，一个年轻的小伙子，在那样的环

境中，意志都磨灭了，“没啥前途。”

支持也好，反对也罢，叶丙福还是去了。

“干啥都是干，我尽最大的努力干好，改变敬

老院穷困潦倒的现状。”

1988年11月的那个傍晚，徐华荣至今

记忆犹新。天微黑的时候，从敬老院来了两

个老人，叶丙福挑着衣服被褥跟着走了。“看

着他的背影，当时心酸得很”。

从那之后，叶丙福挑起了敬老院的担子，

徐华荣则挑起了家里的担子。白天在学校教

课，晚上回家做家务，利用周末和节假日，打

理农田。徐华荣的想法很简单，“既然他干

了，就不能因为家里的事儿分心，一旦有啥闪

失，我们都愧对老人。”

叶贻根会向偶尔回村里的老人询问在敬

老院的情况，几年前身体还硬朗时也会到敬

老院去看望。徐华荣则在之后几年的除夕夜

里，带着两个儿子，到敬老院给老人包饺子，

一起过年。

在叶丙福的朋友眼中，徐华荣是个贤惠、

能干的人，大事儿上能担当。他们说的大事

儿，是指叶丙福母亲去世。

2015年农历腊月十一晚上，叶丙福和徐

华荣有过这样一番对话。

“眼看咱妈快不行了，这时候你能走吗？”

“我明天一定得跟镇里的领导去郑州，机

会难得，项目批下来的话，敬老院的住宿条

件，就好多了。”

“既然这样，那你放心去吧，家里再大的

事儿，我扛着。”

就在第二天叶丙福去郑州的路上，母亲

去世了，直到夜里回到家，他才知道。在敬老

院的30年，叶丙福亲自送走了76个老人，但

他没见着母亲最后一面。

五、30年，叶丙福用“以院
养院”的办法，让敬老院的固定
资产从14.7万变成1000万。

1986年，原来的知青点被修缮后，成立

了陈淋子镇敬老院。1979年，这里还是罗道

全和20多个下乡知青生活劳动的地方。知

青走后，罗道全又成为第一批住进敬老院的

五保老人。“那个时候，只有7间草房和东西

两边各3间土坯瓦房，公社从村里抽调我过

来，从那之后我就再没回去过。”

随罗道全等人一起来的，还有各村划拨

给知青的土地，连荒坡、水塘、耕地在内，超

过500亩。但原本应该归敬老院所有的土

地，被附近几个村像蚕吃桑叶一样慢慢占

了。“这是老人们的命根子呀，得要回来。”

叶丙福带着老人不断往返于各村，天天

找、不断要。在经历一次次“拼打吵闹”后，到

1990年，土地全要回来了。

“现在敬老院占地78亩，修铁路占了60

亩、修公路占了40亩、修建垃圾场占了30

亩，剩下的全用来发展生产了。”叶丙福说，

“现在敬老院种的稻子够我们吃，鸡鸭鱼都是

自己养的，养牛养猪还能卖一些。”

种水稻、搞养殖，让敬老院现在基本能够

自给自足，但最早的时候，却非常艰难。“那时

候难呀，买化肥啥的都得要钱，像插秧那些农

活，这些老人都干不动，雇人干得要钱，那时

候没人借，贷款也贷不来。”对苦日子，叶丙福

记忆犹新。

不能种粮食的荒坡，现在种上了苗圃，一

些水塘租给别人养鱼，这都能给敬老院带来

一些收入。敬老院西边一片荒地，便被附近

村的村民租下，养了3000只鸭。

1986年前后，固始县一共建了49个敬

老院，之后大多数都垮掉了。但陈淋子镇敬

老院“活下来”了，从土坯墙草房，到现在100

多间砖瓦房，来这里的五保老人还越来越多

了。

在敬老院两层小楼后面，几座新的楼房

正在施工，这是新批下来的项目。“新建的楼

都带电梯，方便老人上下楼，前面的几间，也

会拆掉重建。”叶丙福比划着将来建成的模

样。

等项目完工，陈淋子敬老院将能够容纳

400人，叶丙福说虽然自己今年已经60了，

但再干10年没问题。

本报讯（记者田明）记者从省

招办获悉，2018年全国硕士研究

生招生考试初试时间为：2017年

12月23日至12月24日(每天8:

30～11:30，14:00～17:00)。硕

士研究生招生考试报名包括网上

报名和现场确认两个阶段。

届时，所有参加硕士研究生

招生考试的考生均须进行网上报

名，并到报考点现场确认网报信

息和采集本人图像等相关电子信

息，同时按规定缴纳报考费。应

届本科毕业生原则上应选择就读

学校所在省（区、市）的报考点办

理网上报名和现场确认手续；单

独考试考生应选择招生单位所在

地省级教育招生考试机构指定的

报考点办理网上报名和现场确认

手续；工商管理、公共管理、旅游

管理和工程管理等专业学位考生

和其他考生应选择工作或户口所

在地省级教育招生考试机构指定

的报考点办理网上报名和现场确

认手续。

网上报名时间为2017年10

月10日至10月31日。考生在规

定时间内登录“中国研究生招生信

息网”按要求报名。考生报名时只

填报一个招生单位的一个专业。

报名期间将对考生学历（学籍）信

息进行网上校验，并在考生提交报

名信息三天内反馈校验结果。

叶丙福搀扶老人在敬老院散步

本报讯（记者黄华）9月

13日上午，在第二十届中国农

产品加工业投资贸易洽谈会会

场，两个手拿6000亩土地广告

牌，穿梭在各个展厅的老太太

格外引人注意。

老太太告诉记者，她们受

雇于汝南的一个老板，这6000

亩土地是那个老板的。

记者通过电话联系得知，

这个老板叫周自劝，是汝南县

三桥乡殷天村人。

周自劝说，他一直在广州

经商，2014年，他一下流转了

本村的6000亩土地，并成立汝

南县殷田种植专业合作社。

“原来农村有句俗话说‘庄

稼活不用学，人家咋着咱咋着’，

谁知道种地根本没有恁简单，这

几年我先后投入了2000多万

元，但是由于单纯种植大田作

物，现在一直赔钱。”周自劝说。

要让自己流转的这6000

亩土地能够创造效益，周自劝

感觉光靠这样种植大田作物

是不行的，但是要搞种植结构

调整，发展高效农业，一没技

术，二没有成熟市场。

周自劝说：“农洽会上，前

来参展的高效农业项目和产品

很多，我就想通过这场盛会，在

全国寻找有高效农业种植开发

经验和资源的老板能和我合

作，我出地出人，对方只需要出

技术，有销路，能早日盘活我这

流转的6000亩土地，于是我就

雇了两个老太太，跑到会场去

搞宣传。”

如果您对这6000亩土地

有兴趣的话，请拨打周自劝的

电话：13809261055，直接和他

联系洽谈。

本报讯（记者黄华）“你看

这盆辣椒长得真好看，红彤彤

的，就像一盆‘红绣球’。”9月13

日，在第二十届中国农产品加

工业投资贸易洽谈会周口展厅

前，前来参会的客商围着一盆

辣椒不断拍照。

“这辣椒是我们公司开

发的‘天宇’系列，属中辣品

种，一棵辣椒最多能结 480

多个辣椒果。”前来参展的

扶沟县遍地红辣椒专业合作

社负责人于海军告诉记者

说。

据于海军介绍，他们合作

社是一家主要以种植辣椒为

主，种植辣椒5.6万多亩，年销

售辣椒价值1.3亿元。

“一亩辣椒产量一般在

4000斤左右，纯收入在5000

元左右。”于海军说，“近年来，

我们合作社，以市场需求为导

向，采取订单农业的模式，带动

周边包括600多户贫困户在内

的1000多农户，通过种植辣椒

奔上了致富路。”

本报讯（记者黄华）“咦，这

可是真苹果呀，种到盆里也能

结这么多果？”9月13日，第二

十届中国农产品加工业投资贸

易洽谈会新乡展厅前的盆景苹

果让与会代表啧啧称奇。

新乡县合河乡西园封村丰

菌种业技术人员尚景鹏说：“这

苹果盆景我们的专利技术，通

过嫁接和移动温控技术，我们

先后培育出了苹果、桃、冬杏、

蓝莓等多个果苗品种。”

据尚景鹏介绍，这些果苗

既适合移动温控栽培，又适合

温鹏定植，采用他们的专利技

术，基本可以保证这些盆景水

果，月月能开花，天天有熟果。

“经过我们培育的盆景果

木，既能观赏，又能产果，当年

嫁接就能开花结果，六至七年

树龄的一个果树盆景能结50

多斤果，市场上每盆售价在

50～6000元不等，一亩地能摆

放小盆景12600盆，就按每盆

最低50元计算，每亩地的收入

在60万左右，效益相当可观。”

本报讯（记者黄华）“这种

子做成丸粒，不但解决了芝麻粒

小不宜机播的问题，还能把肥料

和药物制剂包裹到种子上，这改

良型种子丸粒化播种技术太实

用啦。”9月13日，在第二十届中

国农产品加工业投资贸易洽谈

会驻马店展厅前，几名来自平舆

县的农民翻阅着种子丸粒化播

种技术资料高兴地说。

据了解，种子丸粒化技术

就是根据播种机械的需求，将

农作物种子通过包裹粉末及菌

肥药物等，将诸如芝麻、油菜及

萝卜等小微颗粒的种子变成球

形，从而解决因种子过小或者

外形不规则而无法机械播种的

问题。

据驻马店市开天农业科技

有限公司负责人杨东升介绍，

他们现在推广的改良型种子丸

粒化播种技术，是在引进国外

先进技术的基础上，再给种子

团球的过程中，添加抗病、抗

虫、抗旱、抗冻、抗闷等功能成

分的同时，添加氨基酸、腐殖

酸、有益菌和微量营养物质，不

仅解决了原有机械播种困难等

问题，而且具有出苗匀、出苗

快、出苗齐、出苗壮，抗病、抗

虫、根系发达、提高肥效增加产

量的功效。

聚焦中国农加工洽谈会

6000亩土地求合作

辣椒就像“红绣球”

盆景苹果遭“围观”

种子丸粒技术受热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