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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长顺

儿时，一位长者为我讲了个故事：一个外出谋生的
村民给家里写信说，差事找到，环境可好，日行百里，风
吹雨淋日晒不着，勿念。请问，村民从事的是啥工作？

谜底：推磨——在磨房里干活，当然免受风吹日晒
雨淋之苦。想来这村民不但略通文墨，也懂得风趣幽
默，在乏味的生活中依然保持着乐观的心态。

提起推磨，我首先想到的是故乡的磨房。在童年
记忆里，那可是村中最热闹的地方。

那时的豫北乡村，并不是每家每户都有石磨、石
碾，像这样的“固定资产”，只有家境较为殷实的农户才
置办得起。石磨、石碾除供自家使用外，街坊邻居也可
借用，但有一个不成文的规矩，借用完后要为主家留下

“磨底”。所谓磨底，就是把剩下的部分麸皮堆到磨眼
上留给主家，并且最少要与磨眼的表面持平。如果你
吝惜那一把麸皮没有这样做，让石磨饿了肚子，是会被
街坊邻居看不起的。

石磨、石碾通常放置在农户院子的偏房里，它转动
时嗡嗡响，虽然单调，却也有别样的情趣。尤其是每年
腊月，石磨、石碾白天黑夜都不得闲，家家户户排着队
磨碾粮食，以迎接春节的到来——磨坊，成了人们喜欢
聚集的地方。用石磨、石碾加工粮食时，最少得两人协
助配合才能完成，其中一个人专门推磨推碾，一个人往
磨眼里不断添加粮食，或跟在碾磙后面，一手推着碾

棍，另一手拿着笤帚，扫那些轧蹦到碾盘边上的粮食，
一圈又一圈地推，碾磙一圈一圈地轧，粮食颗粒便被一
遍遍地碾压、粉碎。

小时候，我和哥哥常帮母亲推磨，由于个头小，肚
子还够不到磨棍，只好用两只小手，半举着使劲往前
推。母亲一面推，一面不停地往磨眼扒拉麦粒，麦粒进
入磨眼后被不断磨压，变成面粉从磨牙缝里挤出来。
第一遍磨下来的时候麸皮较多，到了第二遍麸皮面粉
参半时，母亲便开始一瓢一瓢地挖到箩筛里箩面。箩
面是在笸箩里进行的，笸箩底部放了用两根木条做成
的箩架，箩筛就放在架子上，筛面时用手不停地推拉箩
筛，细细的面粉就被箩筛到了笸箩里。而未箩下去的
颗粒，则被重新上磨……

我生长在农村，从小就与石磨
石碾结下了情缘。那时我家与三
伯家同住一院，石磨安放在院子西
南角落，位置虽偏，但人气很旺。
伯父一家人经常一边推磨，一边说
笑，很是热闹。无论谁家磨面，不
少街坊都会主动过来帮忙，人多帮
不上忙，就见见面，说说话。

在与五谷杂粮的终日厮磨中，
石磨齿条棱角会逐渐变钝，沟线不
再分明。这样的石磨既不出活又
费力气，就该修理了。修石磨，要

用钻尖将磨钝或受损的沟槽棱角线重新锻凿出来。锻
磨是技术活，一般的石匠是干不好的。六台山堂哥的
舅舅就会这个手艺。我之所以记得他，并不是因为他
锻磨的技术高超，而是他锻磨后获得的款待，那焦黄流
油的烙饼，曾馋得我直流口水。

磨面时，我更喜欢跟着母亲往磨房跑，明里是帮她
推磨推碾，实际是借机凑热闹玩耍。后来，驴代替了
人，把人从繁重单调的推磨劳动中解放了出来。用驴
拉磨拉碾的时候，需要用眼罩将它的眼睛罩上，这样它
才会专心干活。五六岁的时候，我非常喜欢手里拿个
树条，跟在驴的后面赶它拉磨。在我的“指挥”下，那老
驴踱着悠闲的脚步不紧不慢的前行，偶尔还会甩一下
尾巴，显得很有城府。

后来，电力逐渐取代人力畜力。将粮食放进机器，
合上电闸几分钟工夫，几十公斤的面粉就加工完毕，乡
亲们形象地称为“一风吹”。

时代在进步。如今的乡下，石磨、石碾已经不见
了，但从那个时代走过的人们，还会想起乡村的磨房，
耳畔会响起石磨嗡嗡的转动声，像悠长而又古老的歌
谣……8

□陈书强

郑州荥阳有个刘禹锡公园。走进刘禹锡公园，也就走
近了刘禹锡，对1000多年前诗人的遭遇感同身受……

刘禹锡“家本荥上，籍占洛阳”，年少好学有才华。
21岁进士及第，同年又登博学鸿词科，两年后再登吏
部取士科，授官太子校书事。28岁任淮南节度使掌书
记，又两年后回京任监察御史……

他少年得志，是一个“中州才俊”。可人生并不总是
一帆风顺，在时代的大潮中，个人的力量显得多么渺小。

刘禹锡入朝为官时，唐王朝贪官污吏横行，宦官专
权，藩镇割据。王叔文实施永贞革新，罢免贪官，废除
宦官掠夺性购物的宫市，削除藩镇势力时，刘禹锡积极
参与了王叔文的永贞革新。

永贞革新失败，刘禹锡被贬为朗州（今湖南常德）
司马，这一贬就是 10年。815年回京后不久，他再次
遭贬。这贬来贬去，竟是绵绵23年。

外贬时30多岁，风华正茂；归来时年近花甲，两鬓
霜染。

草木被霜，尚且不堪，一介儒士面对重大人生挫
折，反应如何？且说公元 815年，刘禹锡被召回长安，
次年春游玄都观，作《玄都观桃花》诗：

紫陌红尘拂面来，无人不道看花回。

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

全诗不写自己去看花，却写他人看花回，让读者想
象花开之盛，赏花之乐。但有人却说这是讽刺朝政，桃
花象征朝中新贵，观花者象征趋炎附势之人。于是，刘
禹锡又遭外贬，贬播州，贬夔州，贬和州，这就是第二次
遭贬，贬期13年。

贬和州时，刘禹锡在政事之余，作《陋室铭》，托物
言志：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
是陋室，惟吾德馨。苔痕上阶绿，草色入帘青。谈笑有
鸿儒，往来无白丁。可以调素琴，阅金经。无丝竹之乱
耳，无案牍之劳形……

贬夔州时，刘禹锡学习当地民歌形式，写有多首
《竹枝词》诗歌，反映当地年轻人的爱情故事。

比如：
杨柳青青江水平，闻郎江上唱歌声。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

又如：
春江月出大堤平，堤上女郎连袂行。

唱尽新词欢不见，红霞映树鹧鸪鸣。

清新活泼的诗，生活气息浓厚，也见出刘禹锡已在
长期的贬谪中养成了乐观心态。

任和州刺史时，他又以联章形式创作《金陵五题》，
其中的《乌衣巷》写道：

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

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另一首《石头城》写道：
山围故国周遭在，潮打空城寂寞回。

秦淮河畔旧时月，夜深还过女墙来。

由夔州转和州时，舟经湖北省西塞山，他又创作了
《西塞山怀古》：

人世几回伤往事，山形依旧枕寒流。

今逢四海为家日，故垒萧萧芦荻秋。

826年，刘禹锡应召返京，在扬州遇上也要返京的
好友白居易。餐宴上，他以诗酬唱，创作七言律诗《酬
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感叹世事沧桑，20多年过
去，诸多老友离世：

巴山楚水凄凉地，二十三年弃置身。

怀旧空吟闻笛赋，到乡翻似烂柯人。
当白居易感叹世事多舛，对他表示极大的同情时，

刘禹锡吟道：
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

今日听君歌一曲，暂凭杯酒长精神。

这就是刘禹锡，豁达，乐观，睿智。这种乐观的精
神还表现在他被贬 23年后回到京师不久任主客郎中
时写的《再游玄都观》诗中：

百亩庭中半是苔，桃花净尽菜花开。

种桃道士归何处？前度刘郎今又来。

前度刘郎今又来！那个人生挫折多坎坷，却志行
高洁、豁达乐观的刘禹锡，又来了！他像一块璞玉，历
经磨难，依然光洁如新。8

17年，10多万棵树木，他们是
怎么栽植到荒山秃岭上去的？为
了节省开支，他们基本没有雇用人
工，靠着自己的双手，披星戴月挖
树坑、架管道、修道路、栽树木……

花光了积蓄，没有了买树苗的
钱，就由李治虎外出打工挣钱，陈青
霞则每天早早起床，独自在山上继
续挖。累了，躺在石板上小憩会儿；
饿了，啃几口干粮——女儿从一岁
多时，陈青霞几乎每天都带着她吃
住在山上。她曾独自一人用三个月
时间栽下5000多棵核桃树。

一个海南黎族女子，独自一
人在河南的荒山上挖坑栽树，是
怎样的情景？当年搭在山上的庵
棚已没了，却永远留在了他们的
记忆里——

冬夜的风，若鬼哭似狼嚎。睡
不着时，李治虎的电话打来了：“一
个人怕吗？”陈青霞的眼泪一下子
就下来了，“你说我怕不怕？”

“要不，你还是回村住吧？”
“习惯就好了。再说你不在家

了，我还能天天吃大米呢！”看似玩
笑的一句话，背后有着故事：生在海
边的她，一日三餐是大米和海鲜。
嫁到了河南，她“迁就”着几乎不吃
大米的李治虎，三餐是面条和蒸馍，

“哪有海鱼好吃啊，难以下咽啊！”她

曾不止一次对李治虎“吐槽”。
一个女人没明没夜独自生活

在荒芜的山上确实不是个事儿，可
又有什么办法呢？为了多挣钱，他
们在山上散养了猪、羊、鸡。她不
是不想回家守着火盆美美地睡个
觉，可又怕照护不到，它们糟蹋了
树苗……

一人守家，一人外出打工，这
不是长久之计呀。于是，六年前，
李治虎不外出打工了。眼瞅着满
眼的羊和鸡，他们想：树种得差不
多了，羊和鸡也可以规模化养殖，
为啥不搞观光旅游和农家乐，就在
家门口挣钱！

这办法，还真是可行哩！他们
发展饲养业，鸡蛋、柴鸡供不应求；
他们的核桃园、桃园、葡萄园和数
不清的观光树，吸引来了各地的游
客，他们还带动了20余户贫困群众
在这里务工……

陈青霞已三年没回过海南老家
了。想家不？想父母不？“想！咋能
不想哩？”她的海南普通话杂着河南
方言，“三年前我回去时，只有一个
感觉：咦，这海鱼咋恁腥哩！”

她的老家，离海十来分钟的路
程。而今，她在河南的山上，经常一
转几个小时。“心情舒畅呀，咱这里
也跟海南一样，青山绿水了呀！”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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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度刘郎今又来

乡村磨房

□李树友

公元前534年，卫灵公登上了王位。一天晚上，他
和夫人夜坐赏月，忽听辚辚车声从西向东而来，快走到
宫门前时，没有了声音。不大一会儿，辚辚车声又在东
边响起来，渐渐远去。

兴头上的灵公笑问夫人：“知道外面是谁的车经过
吗？”夫人毫不犹豫地说：“蘧伯玉的。”“你怎知是蘧伯
玉？”夫人答：“凡忠臣孝子，行为都光明磊落，不会表面一
套，背后一套。蘧伯玉是有名的贤大夫，一贯遵礼守规，
绝不会因夜间别人看不见就废礼，所以我断定是他。”

灵公当即派人去查看，过去的果真是蘧伯玉的车。
这就是“宫门蘧车”的由来。

一

蘧伯玉（前 585年~前 484年），春秋时卫国蒲邑
（今长垣）人。著名思想家、政治家，诸子百家之一，被
尊为“蘧子”。

蘧伯玉活跃在2500年前的春秋末期，时值中华文
明勃兴，诸子百家思想形成的前夜。他虽无著作流传
于世，但他的言行、故事散见于浩瀚的古籍并流传于民
间；他的人格魅力，赢得了孔子、庄子等圣贤的尊崇，对
儒家学说及道家学说的形成产生了深刻影响。

蘧伯玉出生于仕宦之家，自幼聪敏过人，饱读经
书，生性忠恕。入仕后谦诚坦荡，仁而有智，笃行慎德，
老而不倦。

蘧伯玉的一生，曾在周王室礼崩乐坏的衰微之际，
辅佐卫国献公、殇公、灵公三代国君数十年，成为当时
举世皆知的贤大夫。他主张“以德治国”，体恤民生。
所以，卫国虽几经战乱、内讧，在几个大国的夹缝中生
存，但由于蘧伯玉等大臣的努力，仍能稳立中原，民众
安居乐业，以致孔子周游列国进入卫国时，惊叹不已。

除了“宫门蘧车”，蘧伯玉在治国理政中，还留下了
“寡过知非”“楚国荐贤”“孔子奔蘧”“以德退兵”等众多
典故。

二

蘧伯玉是一个对自己要求非常严格的人，经常检
讨自己，深刻反省自己的言行，常常静坐思过。《淮南
子·原道训》说“蘧伯玉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非”；《庄

子·则阳篇》载“蘧伯玉行年六十而六十化”，意思是说
他六十岁还能与时俱进，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

蘧伯玉一生追求道德完善，留下很重要的一句名
言：耻独为君子。意思是说：一个人具备了君子的美德
还不够，不能仅满足于个人修养，满足于独善其身，满足
于个人高尚，更高的人生境界是不仅自己做一个高尚的
人，还要影响身边的人，让更多的人成为高尚的人。

晋国强大起来，准备兼并周边国家时，赵简子首先
想到的是卫国。卫国地处中原，物产丰饶。他想用偷
袭的办法把卫国拿下来，决定先派大夫史默前往打探
消息。

史默在卫国先后拜访了孔子、子贡，又专门到被孔
子三称其善的濮邑（今长垣市）暗访，非但没发现卫国
的衰败迹象，反而看到卫国一派盎然生机。于是，史默
又专门拜访了相国蘧伯玉。他开诚布公地问：“您当相
国是怎样治理这个国家的呢？”

蘧伯玉回答：“弗治之治。”
史默又问：“何为弗治之治？”
蘧伯玉说：“弗治之治也就是不用峻法酷刑。礼仪

之邦，当以仁爱为本。为政者以己楷模行为，给大家以
示范，以仁德之心体恤民情，以礼、道达到社会规范。
任用贤良，民心安乐，社会才能长治久安。国家一旦遇
到外敌入侵，民众必以死效命。”

赵简子听了史默的话，打消了用武力夺取卫国的
念头。

三

蘧伯玉去世后，后世对其礼赞有加：唐玄宗追封其
为卫伯，从祀孔子；宋真宗追封其为“内黄侯”，位列乡
贤之首……

长垣城南 5公里有蘧伯玉墓祠。祠内曾有“君子
堂”“知非轩”“寡过轩”等建筑，可惜在上世纪 40年代
被战火所毁。在山东孔庙君子殿，蘧伯玉位居榜首，因
此被称为“天下第一君子”。

蘧伯玉因贤孝闻名，为古今人们所敬仰。历代文
人更是以诗文表达了对蘧伯玉的敬慕之情。宋代文学
家苏东坡有诗：“蘧瑗知非我所师，流年已似手中蓍。
卖剑买牛真欲老，得钱沽酒更无疑。”又诗：“吾年凛凛
今几余，知非不去惭卫蘧。”明代国子监祭酒胡俨《谒蘧
公墓》诗云：“卫昔多君子，斯人实我师。”

为纪念先贤，长垣历代皆有以其名字命名的地
方。如东汉有蘧伯玉乡和蘧亭，北魏有蘧伯玉岗，明代
有伯玉里和蘧公乡，清代有蘧公里，至今仍有伯玉村、
君子村、蘧公桥等。

如今在伯玉村南重建了蘧公祠。伯玉村口路北，
矗立一座蘧公故里牌坊。牌坊后边是绿树环绕的一座
小院，院内耸立着一尊高大的汉白玉立像。塑像后边
碑石林立，相映生辉。

蘧伯玉作为蘧（璩、琚）氏始祖，农历正月十八是他
的诞辰。蘧（璩、琚）氏宗亲代表从 1995年始，每年都
会从全国各地汇聚到长垣市孟岗镇伯玉村，祭拜先祖，
溯本追源，传承孝道，感念圣德……8

蘧伯玉：耻独为君子

历史深处

生活素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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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通讯员 刘理政 罗立峰

浅山丘陵环抱的镇平县玉都街道办白河村，
如今只有李治虎夫妇常年在这里居住。村四围
的那些山，曾是草都不生的地方，如今却树木葱
茏，鸟语花香。

绿树掩映间，有一块大石头，其上有字：夫妻
创业在荒岭，披荆斩棘育葱茏。遥对山月盟心
事，不负青霞终身情。

文中的青霞指的是陈青霞，李治虎的妻子。
这段文字，是李治虎执意刻上去的。他说，这是
他对她的爱情表白，更是当年他们要把荒山变成
绿洲的“誓言”……

17年前，海南一家珠宝加工厂
里，20出头的河南打工仔李治虎是
孤独的。工作之余，他常独自待在
车间，钻研绘画，习练雕刻。手艺
在精进，他创作的珊瑚作品颇受客
商追捧。

勤奋、多才、能吃苦，他很快成
为女员工爱慕的对象。

那年夏天，公司新来了一位漂
亮的女青年。她叫陈青霞，一个海
南黎族姑娘。

陈青霞肤白高挑，柔声细气，
一双水灵灵的大眼睛更是美丽动
人。没过多久，公司的男同事都在
私下议论：这姑娘谁能追到手啊？

工作中因好感而生的顾盼，让
李治虎与陈青霞暗生情愫。

一个美丽善良，一个刻苦勤
奋。一来二往，俩人确定了恋爱关
系。然而，就在俩人谈婚论嫁、陈青
霞就要随李治虎回河南老家生活
时，却遭到陈青霞父母的强烈反对。

“在咱这儿随便拓块荒地种芒
果种槟榔都有不错的收入，为什么
非要去河南？”陈青霞的父亲不
解。其实，她也在犹豫。

“可能有着情结吧，我就是喜
欢咱河南。”李治虎挠着头笑着说，

第一次登门看望陈青霞的父母，不
欢而散，他决定只身回河南。

都说恋爱中的男女容易被爱
情冲昏头脑，而陈青霞却说，她真
的是倾慕李治虎的人品和吃苦的
精神。尽管家人强烈反对，她还是
坚持把李治虎送上火车。

没有想到，那一场准备“永不
再见”的送别，竟是俩人一起踏上
了开往河南的列车。

“平心而论，初到河南一点儿
都不习惯，有好几年，我们吃的都
是两锅饭。”陈青霞说。生活的不
习惯，阻止不了爱情的浪漫。回到
镇平的第二天一大早，李治虎就带
着陈青霞去村边的山游玩。然而，
逛着逛着，她眼泪下来了，“你们河
南的山上，草为什么都这么少啊！”

陈青霞记得，当时的李治虎一
句话都没说。而且，他还不辞而别
走了两天。

李治虎笑嘻嘻回来时，带着
成捆的百合花和野菊花，都是陈
青霞喜欢的东西！房前屋后栽
了，喜悦挂在了陈青霞脸上。然
而，还没过上几天安生日子，陈青
霞又发现，他总是含着狡黠的笑
意，早出晚归。

一见倾心的爱情

那一天，陈青霞偷偷跟着李治
虎，一路尾随上了山。

光秃秃的山坡上，李治虎抡圆
了镢头，吭哧吭哧地刨着坑。

这傻子是想做啥？“知道你喜
欢花花草草，我想在这山上种树
呢。”李治虎的话，让陈青霞眼眶湿
润了。

“让你来河南生活，是我亏欠
了你，我得补偿啊。”

“你就是个大傻子！”眼含泪
水，看似嗔怪的一句话，杂糅着陈
青霞满心欢喜。

随后的日子，他俩一起早出晚
归，在荒芜的山上一镢头一铁锨地
刨着树坑。

那个时候，白河村 300 多口
人，还有一半住在山坳里。村民们
看到俩人忙碌的身影，都笑了。他
们说，咱这里祖祖辈辈都没咋长过
树木，想在这里种树，怕是比愚公

移山还难哩！
“不试试，咋知道到底中不

中？”李治虎回答。
“老公，我要和你一起让这里

也像我们海南一样四季常青！”这
是陈青霞的憧憬。

从春到冬，他们种下了8000棵
核桃树。来年春天，满山遍[野的树
长出了新芽，开出了美丽的花朵。

那些日子，李治虎和陈青霞，都
高兴得哭了。眼泪还没有擦干，他
们就又扛起铁锨、镢头，上山了……

17年过去了。“我们没有具体
数字，但十几万棵树肯定是有的。”
站在他们的“誓言”石边，李治虎骄
傲地说。

“我们还得加把劲儿啊，离我
的梦想还有一段距离呢！”陈青霞
说，在她的家乡海南，一出门便是
青山绿水，“现在河南是我的家
了，我得让她也靓丽起来！”

八千棵树苗的希冀

绿水青山的梦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