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湾里区梅岭镇的大山里，处处
鸟语花香。在满目苍翠的梅岭
主峰，坐落着一个偏僻的小山
村——立新村，当地交通闭塞，
条件极为艰苦。这天天刚蒙蒙
亮，65 岁的乡村女医生高银水
又像往常一样，早早起身，来到
梅岭镇立新村卫生所，准备当
天巡诊的药物。

“住在山里的老人，大多身
体不好。你看，这个是治风湿
的，这个是治关节炎的。”高银
水边准备着药品，边跟记者聊
起了山里孤寡老人们的生活，

“村里人大都出去打工了，就剩
下 100 多名老人，他们行动不
便，生活很不容易，我能做的只
有上门为他们看病”。

“每隔几天，就会看到高银
水拿着医疗箱、拄着拐棍走在
村里的山路上。”立新村村长张
小兵指着村委会门外的大路说
道，“这条水泥路是 2005 年才
修好的，之前都是泥巴路，下起
雨来车子都很难行走”。可就
是这样泥泞的山路，高银水走
了 40余年。

立新村方圆 25.6 平方公
里，10 多个自然村散落在大
山深处，高银水的卫生所距最
远的村子有 9 公里。去往每个
村庄都是狭窄的山路，她不知
走了多少回。“我从医之前父
母身体很不好，每次看病都要
用竹床抬下山就诊，深感不
便。”一路同行，高银水给记
者 讲 起 弃 教 从 医 的 往 事 。
1968 年，身为立新村小学民
办教师的高银水有感于乡亲们看病难、农村缺医少药
的状况，决心“弃教从医”。家人了解到她的想法
后，都非常支持，丈夫还通过各种途径帮助她学习医
术。她则一面向老中医学习，一面参加国家的医疗培
训，最终取得国家医疗从业资格。1971 年，高银水
正式转为一名乡村医生。

“因为从零学起，我也想过放弃，可一次巡诊让我
坚定了从医的决心。”高银水告诉记者，1988 年的一
天，她到一个村子为 3 位孕妇接生，其中两位孕妇难
产、一位孕妇大出血，一直忙到第二天早晨 5 点多钟。
由于过度劳累，高银水在回家的路上失足掉进了山沟，
幸亏被一棵大树挡住。“虽然险些丧命，但想到挽救了
６条人命，我就感觉一切都值得。”高银水笑呵呵地说。

连绕几圈山路，终于来到了徐家村小组。记者已
直喘粗气，明显体力不支，高银水依然精神十足，“这几
十年我算练就了一双好腿，刚刚走过的路程还不及我
每天走的三分之一”。记者发现，这里只留守着 10 多
位八九十岁的老人。听说高银水来了，老人们一个个
颤巍巍地从自家扶门而出，告诉记者眼前的高医生“比
亲人还亲”。

“无论刮风下雨还是天寒地冻，只要一个电话，高
大夫总是随叫随到，大家除了信赖高大夫的医术，更多
的是看她的医德。”高丙子老人告诉记者，山里的村民
并不富裕，高银水给低保户和孤寡老人看病从不收
钱。为帮村民省点药费，她还钻进大山采药，泡药酒，
做药膏，免费提供给他们。

老人们离不开高银水，高银水也格外珍惜和老人
们在一起的时光。

2005 年是高银水一生中最艰难的时期，她的大儿
子、丈夫、母亲相继患病。病魔折磨着全家人，随后的
两年里，母亲、丈夫相继离世。“我吃过很多苦，但这一
次，几乎要熬不住了。”她在日记中写道，“亲人去世后，
我待在家中就会想念他们，只好背着药箱巡诊，把那些
需要照顾的老人当做自己的亲人，看到生病的老人，就
像看到了自己的父母”。

有一年春节，大家正吃着团圆饭。一想到程彩云
老人独自在家，高银水便拿着手电筒，摸着漆黑的山
路，送去食物、礼品，老人感动地哭了起来。一些老人
临终前，都是高银水守护在身旁照料。高银水告诉记
者，能为乡亲缓解病痛，方便生活困难的生病老人，是
一件很幸福的事。“我会一直坚持走下去，直到走不动
的那一天。”高银水说。

“我现在的愿望是，以后能有年轻人替我照顾山里
的那些老人，让他们安度晚年。”为了村里的卫生事业
后继有人，高银水也早早做了打算，几年前，她将孙子
送到卫校“村医班”学习。“自己苦了一辈子，怎么还忍
心传棒给孙子？”面对记者的疑问，高银水沉默了一会
儿，眼中有些湿润地说，“乡村卫生事业更需要年轻人，
我相信他一定会回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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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理事长，我是淡村现代农业示范
园大棚的农户聂争胜，我家已经平整土地
准备种辣木了。”“万理事长，辣木好种
吗？成本高不高？我想投资试试。”⋯⋯

记者日前在陕西省渭南市富平县淡
村现代农业示范园的中农友辣木种植基
地看到，已涉足辣木行业近 9 年的广东省
惠州市龙门县中农友辣木专业合作社理
事长万结红被围得里三层外三层，走不动
道儿。大家七嘴八舌，问着他各种关于辣
木的问题。万结红耐心地一一作答。

“这是辣木，种苗经 120 多天精心管
理能长到 3 米多高。辣木富含维生素及
植物蛋白质、钙、铁、钾等 190 多种人体所
需微量矿物质元素，营养价值非常高！”

“辣木全身都是宝，其根、茎、皮、叶、
花、果、种子、树胶均可药用和食用。”

“种辣木要人工除草或者在树根部覆
盖薄膜、稻草等,既可防止杂草生长,又可
起到保暖、保肥、保水等多重作用。”⋯⋯

只要提起辣木，万结红就打开了话匣
子，说个没完。他心里一直怀着一个辣木
梦，那就是让越来越多的人了解、走近辣
木，让更多的人体验健康的生活方式。

辣木地里，为辣木除草、施肥，万
结红得心应手，一副专业农民的模样。
可谁知道，2007 年以前，万结红所从事
的工作与种植辣木简直是风马牛不相及。

那时的万结红，还在广东省电视台工
作。一次偶然的机会，他从一位台湾农业
专家那里听说了辣木。经过一段时间的
学习和考察，万结红觉得这种全身是宝的
植物具有相当高的市场价值。于是，从事
多年媒体业的万结红摇身一变，成为一名

辣木种植专业户，在老家广东省惠州市龙
门县地派镇大坑村开始了他的辣木事业。

“受温差、地理环境等影响，加上没经
验也没技术，只有约 40%的种子成活。为
种植辣木，我把车子卖了、房子抵押了，仅
前两年就投入了 100 多万元，可并没有什
么回报。当时身边很多人不理解为何放
着高收入的工作不干，非要去自己创业。”
想到创业初期的辛酸，万结红唏嘘不已。

当时，在国内几乎没人知道辣木，因
此没有任何经验可借鉴，万结红凭着自己
的一股子韧劲，反复实验，失败了重来，再
失败再重来。

经过 9 年的潜心研究，万结红掌握了

辣木的培育种苗技术，他培育出来的种苗
根须发达，移植成活率达 96%以上。他并
没有满足，又马不停蹄地开始搞产品开
发。他从相对容易的食品加工入手，做出
辣木嫩叶煎蛋、辣木煲鸡汤等美味菜品，
送餐馆试用后很受欢迎。他还开发出辣
木茶，具备很好的排毒养颜功效。

看着万结红的辣木做得“辣么火”，周
边的种植户也都纷纷向他取经。万结红
决心把辣木事业做精，以“互联网销售模
式”培育辣木树苗供应合作种植户，同时
免费提供规划、种植技术指导，并签订合
作种植辣木产品回收合同。

“幼苗 3 月种下，当年 7 月可以开始采

摘辣木菜。第二年一棵树可产鲜叶 20 公
斤以上，每公斤回收保底价 1.60 元。”万结
红说，初步算下来，辣木亩产收入能达万
元以上。

2011 年 5 月，广东一村民吴卫荣在网
上看到万结红在地派镇种植辣木的信息，
十分感兴趣，就找到了万结红。同年 7
月，吴卫荣与万结红签订种植合同，买回
600 棵辣木苗种了 2 亩地。2012 年 4 月
时，吴卫荣砍了辣木的枝条连同叶子以每
斤 0.8 元的价格销售给万结红，首次获得
了 8000 多元的收入；同年 11 月，吴卫荣
再次收获一批辣木枝叶，年亩产收入过
万元。

就这样，经过多年发展，万结红已经
在北京、广东、福建、湖南等多地建立了中
农友辣木种植基地，每到一个地方，当地
就掀起一股种植辣木的浪潮。

2015 年 2 月，万结红在海南昌江等地
投资 100 余万元建立了辣木繁育种苗基
地，面向全国各地的辣木种植户，为他们
提供品质优良的辣木幼苗。

万结红告诉记者，公司主要将辣木产
品销往食品行业，目前年亩产粗加工价值
只有 2 万多元，处于经济价值的最低端。
对于未来，万结红打算开发辣木的高端产
品，利用现代高科技工艺将辣木的经济价
值和药用价值发挥到极致。

“目前已有英国某保健养生公司与中
农友辣木公司联系，共同开发辣木养生食
品。我要再用 5 年时间将公司转型升级
为开发高端养生产品的科研公司，把广东
惠州龙门的中农友辣木产业发扬光大。”
对于辣木事业的发展，万结红满怀信心。

为 了 红 火 的 辣 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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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长达 50 多年的时间里，李文祥只
是河南省范县白衣阁乡北街村一个普通
的庄稼汉，一个偶然的机缘，他传奇的前
半生才呈现于世人面前。

9 月 18 日，记者前去探访他，今年 91
岁的李文祥老人静静地躺在范县人民医
院内科一间普通的病房里。女儿李金英
告诉记者，因严重肺炎，老人刚刚从重症
监护室转入普通病房。

1925 年 5 月，李文祥出生于一个贫
苦农家，22 岁正式参军加入华野 10 纵,
在济南战役、淮海战役、渡江战役等战场
上屡建奇功，特等功、一等功的军功章和
奖状装满了布包。1956 年，他转业安置
到福建省建设厅工作，身份为国家干部。
1962 年，国家号召下乡支农，李文祥不会
写字，就找人写好申请书，咬破自己的手
指按下血印。“当时听说国家有困难，要求
干部支援农业，我就写报告。负责人说

‘没你的事’，我说‘咋没我的事啊，我不是
干部啊’！”李文祥回忆道。

当年，李文祥带着妻子返回河南范县
老家，从吃商品粮的国家干部变成了种地
的农民，仅有的资产是生产队给的 0.3 亩
自留地和 15 公斤小麦。“没锅没灶，日子
苦啊！”生活条件再恶劣，李文祥的赤子之
心从未改变！

李文祥先后担任生产队长、村委会主
任，带领村民开挖水渠、复耕农田、推行稻
改，不到两年时间，就把亩产不到 100 公
斤小麦的盐碱地改造成了亩产 200 多公
斤的稻田。上世纪 60 年代末，“放卫星”
盛行，时任生产队长的李文祥始终不肯昧
着良心说瞎话，如实上报的粮食产量总排
在报表最末位，因此受了不少委屈，但生
产队社员们的吃饭问题在村里解决得很
好。谈起李文祥的一身正气，上点年纪的
村民无不肃然起敬。

为集体利益鞠躬尽瘁，李文祥自己的
小家却长期在贫困线上挣扎。刚回村时，
他和妻子在闲置多年的破庙栖身，直到
1983 年才盖起属于自己的三间瓦房。哪
怕是现在，他的小院在村里仍称得上“简
陋”。“民政部门对优抚对象组织过 10 多
次普查，李文祥填报的表格都是空白，对
所立战功和家庭困难只字不提。”范县一
位“老民政”证实。李金英曾偷偷拿他的

复员军人证去民政局领补助，父亲李文祥
知道后狠批一顿，嫌给政府添麻烦。

平凡之中的伟大追求、平静之中的
满腔热血、平常之中的强烈责任感，李
文祥老人身上体现的正是这“三平”精
神——再苦再难没向国家伸过手，更没
炫耀过自己的功绩。2011 年 1 月 4 日，
时任河南省委书记卢展工调研时的一个

“偶然”发现，让时年 87 岁的老英雄李
文祥从“隐居”走到了台前，他先后获
得“全国第三届道德模范”“全国优秀共
产党员”等荣誉称号。

“出名”后的生活，已由不得李文祥自
己，小院的平静被热闹所取代。但他内心
的平静没有被打破，对待每一位热情的仰
慕者，他都是淡然、从容如故。

李文祥在战争年代的那支部队，现在
驻防山西。2012 年过 88 岁生日时，部队
送来生日礼物，大大的镜框里，是一个镶
满了各式各样毛主席像章的党徽，上面写
着“毛主席的好战士”。李文祥一见满眼
是泪。在他的心里，深埋着一个永久的遗
憾，“有一次部队嘉奖立功的人，要接受毛
主席接见，名单上有我，当时我正好生了

重病，连床都下不了，没去成”。
“1954 年上海第 23 次印刷的《中国

共产党章程》，父亲珍藏了 58 年。”李金英
告诉记者，父亲闲暇时会经常翻翻这本党
章，回忆一下喝凉水、嚼生麦打阻击战的
场景，想想战争时期冲锋陷阵的责任感。

“我们这代人信仰坚定，在战争时期
不怕牺牲，在和平时期全身心参加社会主
义建设，我们是国家发展的见证者。”毕竟
年龄太大了，李文祥说话已经不太清晰，
但言语间那种朴素的情感，那种执著的信
念，所有人都听得分明。

河南省濮阳市范县白衣阁乡北街村李文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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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中的李文祥老人。 （资料图片）

2012 年的时候，已是 87 岁高龄的

李文祥当选党的十八大代表。为何是

这个北街村的普通庄稼汉？或许只有

那眼眸里不曾暗淡的光芒和嘴角犹存

的刚毅，见证了这个庄稼汉忠诚的一

辈子。

1962 年，李文祥返回河南范县老

家，过上了“没锅没灶”的苦日子。“我是

党员，吃亏心安，在哪儿都是为人民服

务。”回到农村从事生产的李文祥是真

的心安，他将自己的军功章和奖状小心

地装进布包里放到了箱子的最底层。

说干就干！盐碱地一直是村民的

心头大患，土壤里所含的盐分严重影响

到小麦的正常生长以至于亩产不到 100

公斤。李文祥经多方问询，认真研究后

带领村民一起开挖水渠、复耕农田、推

行稻改，不到两年时间就把盐碱地改造

成了亩产 200多公斤的稻田。

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上世纪

60 年代末的中国粮食供应关系紧张。

但作为生产队长的李文祥不怕自己吃

苦受累、受委屈，千方百计解决生产队

社员们的吃饭问题。现在乡亲们提起

李文祥，一个个都竖起大拇指。村民董

明亮说：“作为战斗英雄，不要国家照

顾，扎根农村，默默奉献，他是俺北街的

骄傲。”

前半生雄壮火爆，高潮迭起；后

半生悄然归隐，平凡淡泊。在强大反

差的人生中找到那神奇的平衡点，李

文祥靠的是对党和国家那坚如磐石的

忠诚。因这忠诚，李文祥既能在革命

年代冲锋陷阵做那撑起一片天的树，

也能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甘心做那会

朽的腐草。因这忠诚，李文祥既能争

着请命在先，做那冲锋在前的英雄，

也能让出指导员的位置，当一名主动

回家务农的庄稼汉。

李文祥有一个共产党人的信仰。

为信仰纵然只能效绵薄之力，纵然龙钟

似老翁，也能热血沸腾，老骥千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