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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深处

□刘飞

商水县袁老乡马河村 75岁的
村民马长天，在村里管了几十年

“闲事儿”，是村民眼里的热心人。
用他的话说：“有生之年能帮乡亲
们多做点事情，我感到特别充实和
快乐。”

古稀之年，本该是儿孙绕膝、
乐享晚年的时候，但老马却喜欢管
村里的“闲事儿”。那年冬天，村里
要成立义务治安巡逻队，老马主动
找到村干部说：“我晚上睡觉晚，巡
逻站岗算我一个。”寒气逼人的冬
天，老马主动选择了在下半夜巡
逻。老马哈手跺脚，裹紧大衣，拿
着手电筒在夜色里穿行，守护着村
庄的宁静和祥和……义务治安巡
逻这事儿，老马一干就是六年。

老马如此热心公益，图啥？
图名吗？村内有一条集市，每

临近春节，赶集的、走亲访友的，总
是把路堵个水泄不通。老马看在
眼里，急在心里，便主动到集市上
当起了义务交通协管员。有路过
的群众撇着嘴说，这老头，就爱出
风头！老马却不生气，“只要是俺
认准的事儿，就一定会坚持到底。”

有时候天气不好，刮风下雨他
全然不顾，吹着哨子，跑前跑后地
忙碌。过往的司机纷纷摇下车窗，
伸出大拇指冲他点“赞”时，老马的
心里就像吃了蜂蜜一样甜。前些
天，县电视台的记者要来采访他，
他连连摆手：“莫来莫来，这点小事
不足挂齿！”

图利吗？老马年龄大了，家里
的几亩田地都流转了，他也没有其
他经济来源，全靠子女赡养。即使
这样，每年他都会拿出几百元，给村
里的几个特困家庭的儿童添置新衣
服。而他自己身上的那件棉衣已经
穿了好几年了，褪色加补丁。

村里一个上小学六年级的孩子
在特困家庭，和年迈的爷爷相依为
命。天寒地冻，老马看他穿得单薄，
便带着他到集市上，为他精心挑选
了一件羽绒服。穿上崭新的衣服，
那孩子心里暖融融的，说他长这么
大，还没有穿过这么好看的衣服。

前不久，老马的大女儿从郑州
给他寄来一件新棉袄，他却一转手
把新棉袄送给了一个贫困户……

这些年，他就连邻村的“闲事
儿”也开始管了呢！当老马用自己
省吃俭用的钱购买了几件棉衣棉
裤送给邻村的几户特困户时，他的
儿女就没少数落他。他也不辩解，
只是意味深长地说：“人生在世，谁
没遭难的时候？关键时候，咱得拉
他们一把。”

村民马某请建筑队盖楼房，但
在施工中因资金问题起了争执。
建筑队一帮人和马某的十多名亲
友各执一词、剑拔弩张，眼看一场
械斗就要发生。老马闻讯，一路小
跑赶去，讲政策、讲法律，最终双方
握手言和。事后，建筑队老板特意
买了几件礼物来感谢，老马却说啥
也不收，“如果收下你的礼物，那我
就违背了自己的良心。”

为防止焚烧秸秆、垃圾，老马
主动请缨担任村里的环保员；村里
进行环境整治，他二话没说当上了
保洁员；邻里之间发生矛盾纠纷，
他又苦口婆心当起了调解员……
老马做的好事儿，一箩筐装不完。

“只要我还活着，就要千方百
计为乡亲们做些事情。不为别的，
就为自己心里踏实。”老马说，这是
他的心里话。8

□刘长征

至今在乡下，仍会把到乡镇集
市上“逛街”叫赶会。早些年的赶
会，是乡人在集市上囤物、换物，买
卖交易。那时候，由于村民居住分
散，加之平时农活太忙，不能经常
逛商场，而需要购买的日常生活用
品或者销售自家农产品，都会在约
定俗成的赶集会时间，集中到乡镇
街道，或买或卖，或看或娱，优哉悠
哉，怡然自乐。

记得我小时候，到了赶会的那
一天，我们村上的人都会起个大早，
吃过早饭，三三两两，男女老少，从
远近不同各自的家中出发，三个一
伙，五个一群，边走边聊，说说笑笑，
赶会路上始终回荡着笑声。

小孩儿最爱凑热闹。这时，我
会央求父母赶会带着我，也让我枯
燥的生活里增添一些色彩，一饱眼
福和口福。父母拗不过我，就很无
奈地让我坐上架子车，拉着我往几
公里外的集镇上赶。到地方后，大
街上已是人来人往，热闹非凡。那
琳琅满目的商品，令人眼花缭乱；
那此起彼伏的叫卖声，不绝于耳；
那扑鼻而来的香味，令人回味无
穷。我紧紧拽着母亲的手在人群
中钻来钻去，恐怕一松手，就有走
丢的可能。

很多次，父亲都是先去畜产品
交易区把我们从家里带的鸡鸭鹅
经过一番讨价还价卖掉，然后才能
给我买上一串糖葫芦或一个包子
或一根油条。可能是父亲这次卖
的东西价钱好，有一次，父亲破天
荒给我买了一本《白蛇传》连环
画。那种如获至宝的高兴劲儿，至
今我还记忆犹新。我小心翼翼地
把连环画用废旧塑料布包好放在
母亲的编织袋中，等我回家后洗净

双手再翻看，不然弄脏了连环画我
自己都不能饶恕自己。

赶会时，要是再能吃上一两个
肉盒，那绝对是一种无比的享受。
特别是在寒冷的冬季，配上一碗热
气腾腾的胡辣汤，既解馋又挡饱还
能御寒。在肉盒摊儿的桌子下面，
有摊主事先发好的面和调好的肉
馅儿，只见胖胖的女老板在面盆里
揪出面团，用勺子把拌好的肉馅裹
进黏黏的面团里，用手迅速拍成片
状，外面再裹上一层油，很快完成
肉盒雏形，放入油锅里炸至金黄便
可捞出食用了，手法之娴熟，令人
羡慕。父亲看出了我的心思，一狠
心给我买了一个烧饼和两个肉盒，
烧饼夹肉盒，那天中午由于吃得过
饱，直到第二天早起还没有饿意。

赶会也有伤心时。那年秋季
开学前夕，为了给我凑学费，父亲
卖掉了我精心喂养的两只小羊。
走在赶会的路上，看着两只双胞胎
似的白色小羊，我一边抹眼泪一边
不断拔路边的青草给它们吃。为
了延缓和小羊的分别，我故意走得
很慢，父亲已经督促我数次要加快
步伐，不然要误赶会时间了。如果
误了赶会时间，大部分买方走了，
卖方的东西就要不上价了。这一
点，我不懂，父亲懂，所以父亲三番
五次催我快点走。到了会上，我像
霜打的茄子，无精打采，等到父亲
提醒我把拴小羊的绳子给买方时，
我终于忍不住“哇”的一声大哭起
来。父亲劝说半天，我才止住悲
声。事已定局，当我看到小羊那一
双玻璃球一样的大眼睛深情而又
无助地望着我咩咩叫喊时，我只好
背过脸，任凭眼泪往下流……

岁月流逝，我赶会的时光也渐
行渐远，但那景那人那时候都成为
我的美好回忆。8

□王文建

宋仁宗景祐三年（1036 年），被贬
饶州的范仲淹接连收到好友梅尧臣寄
来的两封信。信里，梅尧臣送了两首
诗：《啄木》和《灵乌赋》。《啄木》提醒范
仲淹切莫学啄木鸟，啄了林中虫，反招
杀身祸，面对贪官污吏不要过于耿直；
《灵乌赋》规劝范仲淹要学报喜之鸟，
不要像乌鸦那样报凶讯而“招唾骂于
邑闾”。

作为好友，梅尧臣用心良苦。然
而，他的处世之道却与范仲淹格格不
入，所以，范仲淹很快回了一篇同题的
《灵乌赋》，掷地有声道：不管人们如何
厌恶乌鸦的哑哑之声，我将始终坚持一
生的信条：宁鸣而死，不默而生。

一

范仲淹(989—1052)，北宋杰出的
思想家、政治家、文学家。27岁中进士
后，先是在地方上任小官，因政绩突出，
天圣六年（1028）被征调入京。不料，
入京第二年，他就摊上了一件大事。

乾兴元年（1022年），宋真宗驾崩，
其子宋仁宗年仅 13岁，虽然依制继承
了帝位，但因为缺少决断能力，暂由刘
太后垂帘听政。天圣七年（1029 年），
仁宗年已弱冠，可刘太后却迟迟没有交
权之意。这年冬，刘太后寿辰之时，她
不但要隆重举办寿礼，而且要仁宗亲率
文武百官行跪拜之礼。此举，完全不合
礼制，然而慑于太后之威，满朝文武谁
也不敢言，唯独范仲淹挺身而出，他先
是向皇上上疏：“在内宫侍奉长辈，自当
用家人礼节，现在却让皇上与百官排在
一起，向南朝拜太后，这种礼仪断不可
成为后世之法！”接着向刘太后上疏，请

其把朝政大权交还仁宗。
对于范仲淹的奏疏，仁宗认为有

理，就简化了拜寿仪式，刘太后则气得
七窍生烟，咬牙切齿道出一个字：“贬！”

范仲淹就此被扫地出京，但他一点
也不后悔。“功利社稷千秋已，何计生前
身后名”，胸贮家国之念，何悔之有？

二

明道二年（1033 年），大宋王朝遭
遇数十年不遇的旱灾，随着旱灾肆虐
的，还有蝗灾。成群结队的蝗虫铺天盖
地而来，所到之处，庄稼片刻便只剩下
了光秃秃的枝干。江淮和豫东一带，灾
情尤其严重。庄稼颗粒无收，老百姓只
能四处去挖野菜，剥树皮。野菜挖完，
树皮剥光，没有办法的他们只能以野草

充饥，后来，就连野草都没有了。如果
听任情况发展下去，后果将不堪设想。
闻听灾情，范仲淹忧心如焚，他当即伏
案书写了一份奏疏，然后马不停蹄呈送
给仁宗，请求朝廷派人视察灾情。尽管
奏疏中把灾情说得十万火急，但仁宗并
没有重视，很随便地就将奏疏放下了，

“此事，日后再议！”
范仲淹见了，再也顾不上君臣礼

仪，趋前一步道：“都火烧眉毛了，不能
日后再议！敢问陛下，如果宫中停食半
日，该当如何?”宋仁宗一愣，他实在想
不到范仲淹敢如此造次，正想发作，可
看看义正辞严脖子梗得笔直的范仲淹，
又禁不住乐了：“都说范卿天不怕地不
怕，朕今天算是领教了！好吧，朕这就
准奏，由卿代朕去救济灾民！”

捋龙鳞，轻则失职，重则丢命，范仲
淹不是不懂这个理，然而民命大如天，
心既存民，自然无畏。

三

景祐二年（1035 年），范仲淹出任
权知开封府事。到任不久，他便敏锐地
发现，宰相吕夷简利用宋仁宗对他的倚
重，任人唯亲，把亲朋故旧、门生亲信一
个个破格提拔起来，弄得朝政十分糟
糕。对于吕夷简的这种做法，范仲淹很
有意见。于是，一次上朝时，特意向宋
仁宗呈上一幅《百官图》，直言不讳道：

“某为超迁，某为左迁，如是为公，如是
为私，意在丞相……”宋仁宗一向宠信
吕夷简，并没有因为一幅《百官图》而对
其有任何责罚。

眼看事情就要不了了之，范仲淹的
倔脾气又上来了，连上《帝王好尚论》
《选贤任能论》《近名论》和《推委臣下
论》“四论”，指责吕夷简“任人不当，以
私枉法”。吕夷简大怒，反诬其“越职言
事，离间君臣”。宋仁宗听信吕夷简之
言，一道圣旨，把范仲淹贬至饶州。

在饶州，范仲淹失意不失志，他倡
农桑，重教化，很快使饶州政通人和。

几年后，范仲淹被重新召回朝廷。
为了协调他和吕夷简的关系，宋仁宗让
范仲淹主动向吕夷简道歉，范仲淹竟一
点不给宋仁宗面子：“臣乡论盖国家事，
于夷简无憾也。”

“言有所依，行有准绳。”不偏不私，
不歪不曲，光明磊落，胸怀坦荡，于公于
私无憾，当然用不着向谁道歉。

做过范仲淹副手的韩琦，曾这样评
价“宁鸣而死，不默而生”的范仲淹：“大
忠伟节，充塞宇宙，照耀日月。前不愧
于古人，后可师于来哲。”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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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马管“闲事儿”

不默而生范仲淹

红绿灯背后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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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刘向东
本报通讯员 张洪宇 刘奕昕

比 武

“只差 0.6 分啊！”新年伊始，卫辉
市交警队的一次交通事故处理经验交
流会上，民警魏国臣感叹不已。

去年年底，公安部全国交警业务
大比武在郑州举行。32个省级代表队
中，新乡市交警裴琼、魏国臣、茹庆欣、
张鹏，在河南省 18个省辖市层层选拔
中脱颖而出，代表河南参加了道路交
通事故现场勘查比赛。他们的成绩，
与第一名相差0.6分。

这4名交警，来自新乡市不同的交
警队。他们此前没有任何团队比赛经
验，硬是通过不长时间的集训，磨合成
了一支配合默契的团队。

比赛现场：一辆大货车与两辆小
轿车连续相撞，造成 1人“死亡”，3辆
车损坏——除了“死者”是仿真模型，
现场受损的车辆都是专业人员驾车实
打实的真碰实撞……

“没有标准答案，全凭对事故处理
标准的把握。”面对复杂的“事故现
场”，裴琼说，他们按照预定分工，冷静
地投入工作：从现场照相、物证提取，
到现场图绘制、整体测量，每项工作都
有条不紊。在规定时间内，他们提取
了 13处有效物证，顺利完成了勘察科
目——这 13处有效物证，与仲裁组的
最终判断完全吻合。

小组第一。他们这个团队，也是
32个团队中极少数找全有效物证的团
队之一……

收获了荣誉和经验，也提升了技
能——“我们通过比武受益匪浅。”裴
琼说，“许多过去认为复杂的事故现
场，现在只要多关注细节，就能发现更
多的痕迹物证，还原现场真相，迅速判
断事故成因。”

这些日子，他们把比武心得一次
次与同事们分享。“只要我们以更高的
标准要求自己，在事故处理中更加注
重细节，业务水平一定能得到提高。”
魏国臣说。

“网 红”

新乡市交警支队，是我省第一支
组建现代化摩托骑警的交警队伍。除
了 防 暴 处 突 ，他 们 还 经 常 成 为“ 网
红”——

铁骑女交警顾毅和同事驾驶摩托
车巡逻时，发现一个外卖小哥倒在斑
马线上，右脚流血不止。外卖小哥非
常纠结，因为他有一个待完成的订单，
再有10分钟就要到时了。是坚持送外

卖，还是上医院疗伤？
“身为交警，服务群众一直是我们

的重要职责。”顾毅当即决定替外卖小
哥送这一单。很快，她联系上客户，讲
明外卖小哥受伤的实情，并替外卖小
哥求情“千万别给差评”。

随后，她们兵分两路，一路送外卖
小哥到医院包扎伤口，一路替外卖小
哥把外卖送到顾客手中……她们的举
动被人民日报、新华社等主流媒体报
道后，网友纷纷点赞：“新乡女骑警，人
美心更美。”

作为新乡市交警支队高科技信息
指挥平台支撑下的突击力量，帮助弱
者，服务群众，是他们的一项重要职
责。每天，面对各种各样的求助，他们
满怀爱心，全力以赴。

去年春节前夕，一条被市民拍摄
并发布在朋友圈的视频，温暖了许许
多多新乡人。视频中，是骑警护送迷
路老人回家的场景，他们脚蹬“小三
轮”救助老人的身影，赢得了数不清的
点赞。原来，骑警蔺长涛和同事巡逻
时，发现一位八旬老人骑着一辆人力
三轮车走在快车道上。车流量大，非
常危险。蔺长涛立即上前帮助老人。
他发现老人已神志不清，还迷了路。

根据老人的表述，蔺长涛骑上了
老人的三轮车，决定把他送回家。然
而，骑了五六公里，老人还是找不到
家。此时，天色已晚。终于，老人想起
了家——新乡县的一个村子。

又是十多公里骑行，他们终于把
老人送到了村子。当汗透警服的蔺长
涛蹬着三轮车出现在数九寒天的村口
时，正碰上四处寻找老人的村邻……

这次长达四个多小时的“找家”过
程，再一次让新乡交警成为“网红”。

“有困难，找骑警”。如今，这支平
均年龄只有25岁的骑警队伍已成为新
乡市民出行的平安保障，他们行走在
城市街头，每年都要为普通群众提供

数以千计的服务。他们用爱心赢得了
群众的点赞——他们出现在哪里，哪
里就有一道美丽的风景。

畅 通

去年年底的一天，新乡市交警支
队指挥中心接到求助电话。一辆标示
豫 A 的轿车上，载着一名在施工中误
伤胳膊的民工，伤势严重，急需赶往市
区医院救治。

“对特殊的求助，我们有特别的处
理办法，比如立即开通绿色通道。”那
一天，带班民警王立志正在指挥中心

“巡屏”。接到报警后，他立即定位，在
调度附近交警驾车开道的同时，又通
过远程调控沿途路口信号灯保障畅
通……在他们的帮助下，预计半小时
才能到达医院的伤员，仅8分钟就被送
进了急救室……

近年来，随着新乡市城区规模的
不断扩大，交通拥堵的城市病不可避
免地出现了。群众出行有困难，交警
该怎么办？为了城市畅通，他们把“办
公桌搬到路面上”，组建了智能化指挥
中心，与高德地图大数据紧密结合，利
用“最强大脑”疏通城市交通脉络，用
精细管理赢得保通主动权。

“有了这个中心，很多道路拥堵的
情况，我们能够赶在群众报警之前，发
现并派出警力。”在智能化指挥中心，
王立志自豪地说，指挥中心专设了视
频巡逻岗，每天至少8人通过大屏幕巡
屏，对主次干道实行全天候动态巡视
监控。前不久他们在晚高峰视频巡逻
时，发现一个交叉路口有四辆轿
车发生了连环相撞。第一
时间，指挥中心迅速

实施疏通预案，指挥交警紧急赶到现
场，事故处理民警也已在路上……

“像这样通过巡屏发现并指挥处
置的情况，每月都有百十起。”王立志
说，他们依靠先进的科技手段，不仅反
应快捷，更是经常开辟“生命通道”。

今年1月 10日 9时 48分 ，支队指
挥中心接到群众求助：一辆豫 G 牌号
的轿车上，有一名儿童发生不明原因
抽搐，急需赶往中心医院救治，希望得
到交警帮助。指挥中心立即电台调度
警力开道，同时远程调控沿途的信号
灯，仅用4分钟就将该车顺利护送到了
医院……

科技的保障、快捷的反应、扎实的
作风，使新乡市成为全国最畅通的三
线城市之一，他们的治堵经验，在全国
得到推广。

滴滴出行新乡地区的合作伙伴邵
庆伟，他的公司每天有近千辆机动车
行驶在新乡市区的道路上。他说：“这
两年新乡城区的交通越来越好了，这
与交警们的安全意识宣传有很大关
系。出行者的素质明显提升了，城市
的道路越来越通畅了。”

一家大型国企的业务员许从斌经
常开车穿行各个城市，在谈到新乡市
交通状况时，他说：“每次开车从新乡
市的道路上走过，我都忍不住要为这
里的交警点赞！”

在刚刚过去的 2020年，新乡市交
警支队再次被中央文明委授予“全国
文明单位”。目前，全国交警部门享有
此项殊荣的仅两家。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