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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王玮萱） 4 月 14
日至 15 日，深圳文博会河南代表
团来到温县陈家沟，通过航拍、全
息影像技术，对陈家沟太极拳博物
馆、太极苑、王西安武校等文化景
点进行了为期两天的拍摄，拍摄内
容将在深圳文博会上作为河南窗口
形象进行展示播出。
深圳文博会全称为第十五届中
国 （深圳） 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
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国家广
播电影电视总局、中华人民共和国
新闻出版总署、广东省人民政府和
深圳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是中国
唯一一个国家级、国际化、综合性
的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以博览和
交易为核心，全力打造中国文化产
品与项目交易平台，促进和拉动中
国文化产业发展，积极推动中国文
化产品走向世界。
据悉，第十五届中国 （深圳）
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将于 2019 年 5
月 16 日至 20 日在深圳举办，我省
已挑选优秀文产项目组团参加。届
时，我市温县陈家沟太极拳将与洛
阳龙门石窟、安阳殷墟、郑州少林
寺一道，代表河南集体亮相，展示
风采。

“悦弈苑杯”象棋公开赛举行
本报讯 （记者宁江东） 中国象
棋是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也是深
受广大人民群众喜爱的一项运动，
4 月 13 日，我市首届“悦弈苑杯”
象棋公开赛在市塔南路砚创文化交
流中心开赛，来自我市各县(市)区
的几十名象棋爱好者齐聚一堂，车
马纵横，棋秤论道。象棋爱好者中
既有古稀老人,也有少年儿童,职业
身份各不相同，大家同台竞技，各
显身手。
经过两天九轮的激战，博爱名
将吕国胜、解放区棋手杜小五分别
取得本次比赛的冠亚军，并获得
1500 元和 1000 元的现金奖励。

红色文化染红历史名村寨卜昌
本报记者 王玮萱
4 月 8 日，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苏家
作乡寨卜昌村锣鼓喧天。这里的乡亲们正
在用最热情的方式，欢迎原中国人民解放
军空降兵第 45 师侦察连的 150 余位退役老
兵前来寻根励志。
寻根，寻红色文化传承基因之根；励
志，立为人民事业奋斗之志。
1948 年 8 月 15 日，以我市地方红色武
装老二团为基础，太行军区在寨卜昌村组
建晋冀鲁豫野战军第九纵队。
若问晋冀鲁豫野战军第九纵队的红色
经历，那真是一支英雄队伍的革命史
诗。仅仅两个多月时间，晋冀鲁豫野战
军第九纵队便形成了一支 2 万余人的革命
劲旅。渡过黄河后，晋冀鲁豫野战军第
九纵队先后解放了洛阳、开封、许昌、
郑州等中原城市，取得了打响淮海战役
的主动权。
淮海战役结束后，晋冀鲁豫野战军第
九纵队被整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
军第十五军，参加了渡江战役，在解放两
广、西南剿匪等战斗中立下汗马功劳。
1951 年 2 月，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第
十五军赴朝作战，表现英勇。我们所熟知
的英雄邱少云、黄继光，以及著名的上甘
岭战役，都是这支英雄部队的“军功章”。
1961 年，这支部队又改建为中国人民
解放军空降兵第十五军。2008 年，参加汶
川地震救灾。2017 年，又改建为中国人民
解放军空降兵部队。
星星之火已然燎原。这支部队的红色
火种源自寨卜昌村，源自焦作的红色土
壤。
记者了解到，在晋冀鲁豫野战军第九
纵队组建之初，焦作革命群众踊跃参军，
每个县 （市） 区都有近 100 人入伍，仅寨
卜昌村就有 20 余名青壮年光荣入伍。不仅
如此，我市每个县 （市） 区都派出民工支
援前线部队，博爱就有 2000 多名民工“出
征”。在淮海战役胜利后，陈毅曾说：“淮
海战役的胜利是人民群众用小推车推出来
的。”这里面应当有众多焦作籍民工的功
劳。
热血伴着乡情，乡情糅合着热血。人
民军队没有忘记来路，寨卜昌村的乡亲们

市城乡一体化示范区苏家作乡寨卜昌
村古民居群是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而位
列其中的三号院更是重点保护对象。
此院建于公元 1886 年，为二进式四合
院，清静幽雅，原为清末武举人王大谟居
所，王大谟将其定名为“九儒堂”。解放战
争时期，王大谟后人曾将该院腾出，中国
共产党红色武装——晋冀鲁豫野战军第九
纵队在此成立，并由此开拔南渡黄河，解
放洛阳、开封、郑州等地。因而，三号院
又是我市重要的红色教育基地。
就在三号院中，记者注意到一块家风
石。这是一块朴实无华的整石，经年风吹
日晒，整石中间已有裂缝。然而，结合寨
卜昌村王氏家族的兴衰史来看，这块前后
铭刻“量入为出”“早作夜思”家训石，看
上去并不是那么普通。
“量入为出”出自 《礼记·王制》，指
出“以三十年之通制国用，量入以为出”，
也就是要做好统筹计划，既考虑丰年，也
要考虑饥年。量入为出，这样的财务管理
理念不仅通俗易操作，而且与儒家文化的
义利观、财富观、价值观相契合。
“早作夜思”早见于唐柳宗元 《送薛存
义序》 一诗，原句为“早作而夜思，勤力
而劳心”，是指早上起来就要劳动，晚上还
要考虑事情，做事情要全身心投入。
“量入为出”“早作夜思”看似简单，
实则代表了中国传统儒家文化在修身、治
家、处事中的核心理念。凡事都要量入为
出、有度有节，切记物极必反，水满则溢，过犹不及。
记者注意到，此家风石刻于清同治八年，即公元 1869 年，
早于三号院的建成时间。
寨卜昌村王氏先祖于明朝初年由山西洪洞迁来，距今已有
600 多年。迁来之初至明正德年间的百余年约六七代先人，名讳
无可稽考，现存王氏家谱，首创于清乾隆三十一年。其中，明正
德年间先祖王洋公，悬壶济世，名闻乡闾。其长子王楠，子承父
业，以一腔妙术而疗四方之沉疴。从明嘉靖、隆庆以后直至明末
的百余年间，王氏家族渐趋殷实。而其发家史始于五世祖王来贡
（1622-1701 年），当时已经是清初太学生的王来贡，不喜做官，
回家卖起了锅。从此，卖锅的生意在王氏家族中持续了 140 余
年，并将王氏家族推向了财富的顶峰。大约在康熙五十年的时
候，王来贡的孙子王问安创立了泰顺号商铺。
时局动荡固然是泰顺号从巅峰走向没落的重要原因，而其经
营不善也是其主因。
在泰顺号经营过程中，不管是生意兴衰，都是独家资本，决
不吸收外来资金，但却将所有权和经营权严格分离。各连锁店的
经营管理都由掌柜全权负责，子弟不能随便到店里指手画脚，也
不能在店里支取银钱，更不准以东家身份在店里吃住。掌柜不但
有经营管理权，还有人事选聘权，所用人员只需报东家批准就
行，东家子弟、亲属等一概不准进店工作。
而这样的管理模式在将泰顺号推向发展巅峰时，又成了最终
将其拉下神坛的推力。在漫长的经营过程中，泰顺号后人没有实
战经验，多金而不善管理，在家乡大兴土木，花钱如流水，他们
不再像当初先辈们创业那样殚精竭虑，处处量入为出，早作而夜
思，勤力而劳心，渐渐失去了对生意的管理能力，最终导致王氏
家族的辉煌付之一炬。
这块普通的家风石被静静地安放在三号院中，任凭风吹雨
打，依旧岿然伫立，它应当是今人的精神风向标。

——

3 年，期间管饭，但不给工钱或仅给一点
工钱。3 年内，学徒不得回家，一切听从
师傅安排。
如今，位于北京东城区西打磨厂街 60
而与当下许多年轻人就业一样，对于
号的杜盛兴北京商号天汇药栈旧址已非往
有职业目标、希望谋职生活的郭良普而
日面貌。可老房子还在，老人还在，留下
言，这一切并不是苦难，而是难得的工作
来的老故事依然动听。那动听的老故事有
机会。
滋有味，仿佛是在废墟上盛开的一朵娇艳
一步又一步，郭良普朝着职业经理人
的花。
的目标迈进。20 年后，郭良普成功坐上了
郭良普，字润州，博爱县金城乡西马
杜盛兴北京商号大掌柜的位置。
营村人，杜盛兴北京商号最后一任大掌
郭良普曾在北京中医药界一时风光，
柜。80 岁的郭锦玉是郭良普的侄孙，也是
但他始终保持正派、睿智、刚毅的作风。
今天天汇药栈旧址核心部位的实际拥有
郭树恭说：“我六叔的人品、工作作风一
人。
直是我们家人津津乐道、学习的榜样。他
一张泛黄的老照片摆放在郭锦玉的床
品格的养成，或许与杜盛兴号培养人才的
头，透露着时间的讯息，显示着照片对于
方法有关，杜盛兴号需要这样一位能够独
卧室主人的重要性。“这是 60 多年前，我
当一面的员工。
”
六爷爷郭良普组织在北京的郭家人照的全
大约 1942 年，全国各地战火纷飞，此
家福。你看，前排左数第二个就是他，我
时的杜盛兴号盛世不存。而从不服输的郭
六爷爷年轻时可是美男子，风度翩翩，意
良普却在这个时候花重金购得四五部运输
气风发。”抚摸这张老照片，郭锦玉想起
车，从老家收购大量的新鲜怀地黄、怀山
了如烟的往事。
药、怀菊花、怀牛膝运往北京，重振“四
杜盛兴北京商号是河南博爱杜盛兴号
大怀药”北京市场。
图为郭锦玉珍藏的全家福照片，前排 （左二） 为郭良普。 （本报资料照片）
在全国重要的分号，主营麝香、怀地黄、
公私合营后，郭良普继续在公私合营
在杜盛兴北京商号站稳脚跟后，郭良
杜盛兴北京商号最后一任大掌柜，这 后的杜盛兴号 （当时已无杜盛兴号，具体
怀山药等药材，长期与北京同仁堂保持合
作关系，是北京同仁堂重要的供货商。上 普将郭锦玉的父亲郭树仁介绍到了北京同 样的身份对于怀商文化研究而言意义非 名称不详） 工作，每月领取工资 100 多元
世纪 20 年代末期，杜盛兴北京商号诚邀我 仁堂工作。不仅如此，郭良普还对杜盛兴 凡。所以，为了进一步认识郭良普，记者 人民币。
市陈家沟陈式太极拳名家陈照丕、陈发 北京商号重要的员工子弟，及郭家每个孩 与郭锦玉的叔叔郭树恭取得了联系。
“其实，我六叔还是很有钱的，但他
今年 81 岁的郭树恭，身体健朗，提起 在北京 50 多年没有购置房产，一直租住在
科 等前往北京授拳， 是 陈 式 太 极 拳 在 北 子的教育投入了不少心血。上名校，是郭
六叔郭良普心怀崇敬。
京推广的助推者。而这段时间，郭良普 良普重视教育的表现。
北京崇文门外的上二条胡同，这里离他的
郭锦玉说，他的叔叔郭树恭以及他本
“我六叔长得很精神，人机灵。十三 工作单位很近。”郭树恭说。1967 年，号
已在杜盛兴北京商号扮演了重要角色。
郭锦玉告诉“天下怀商”文化志愿者 人都是在六爷爷郭良普的帮助下，从北京 四岁时，经我二叔郭良纯推荐，来到博爱 称“千万富翁”的郭良普交出了全部财
采风团成员，10 年前，他和焦作怀商文化 原二十九中学、汇文中学初中毕业的，后 县孝敬镇坞庄村杜盛兴号。东家见到他 产，回到老家西马营村。1973 年，郭良普
研究者宋宝塘曾在北京市档案馆查到了杜 来都上了大学。上大学，对于当时一个农 后，十分高兴，随即收作了学徒。在坞庄 去世于西马营村。
村做了一两年学徒后，六叔被派往杜盛兴
盛兴北京商号的一点资料，显示郭良普是 家孩子来讲，是多么奢侈的事情呀！
郭树恭动情地回忆：“我六叔这一辈
上世纪 30 年代，可以说是杜盛兴北京 北京商号工作。当时，杜盛兴号分号遍布 子从不怕吃苦，从不服输，很有智慧，在
当时杜盛兴北京商号的负责人。
郭锦玉手中珍贵的老照片拍摄于 1956 商号的鼎盛时期，当时已任杜盛兴北京商 全国，本地生意很少，基本都在外地，北 老家，他依然豁达刚毅。临终前两年，他
年。照片上的郭良普看上去儒雅大气、干 号总经理的郭良普亦是春风得意。郭锦玉 京、上海、南京等都有它的重要分号。” 还当起了小工，帮我在老家盖房子，我现
记得，有一年，六爷爷郭良普还将父母接 郭树恭说。
净利落，一派儒商模样。
在想起来还很感动。
”
大约 1910 年，还是毛头小伙的郭良普
听到“天下怀商”文化志愿者采风团 到北京，坐着滑竿，游玩了大半个北京
终将，历史的洪流淹没了杜盛兴号。
成员对着老照片啧啧赞叹，郭锦玉不由兴 城，让老人念念不忘。郭锦玉对这件事的 带着梦想走进了杜盛兴北京商号。不过， 然而，以郭良普为代表所呈现出来的百折
奋起来。在郭家人心中，郭良普就是郭家 印象很深刻，因为坐着滑竿游玩北京城， 他当时仍是一名学徒。在旧社会到各行各 不挠、永不服输、正派大气的怀商精神，
业当学徒有明确规定，比如：学徒须学满 却值得今日怀商学习。
的“顶梁柱”
，是郭家后辈们学习的榜样。 于他是第一次见到的新鲜事。

本报记者 王玮萱

本报记者 王玮萱

一块家风石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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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事量入为出早作夜思

郭良普：从小学徒到大掌柜的奋斗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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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安放在寨卜昌村三号院的家风石。
本报记者

翟鹏程

摄

学府书店读书排行榜
1. 《不合时宜的阅读者》 作者：连清川
图为 4 月 8 日，原中国人民解放军空降兵第 45 师侦察连 150 余位退役老兵到当年的
晋冀鲁豫野战军第九纵队司令部参观。
本报记者 翟鹏程 摄
也没有忘记人民军队。
4 月 8 日，在老乡们的夹道欢迎中，
150 余名退伍老兵来到寨卜昌村北头的一
块洼地，这是当年晋冀鲁豫野战军第九纵
队誓师南渡黄河的地方。现场，红色的国
旗、党旗、军旗，绿色的迷彩服，衬托着
春日的麦田，组成了一幅和谐的画面。
记者采访时，寨卜昌村村干部王跃进
说，2009 年 8 月 15 日，寨卜昌村举办了晋
冀鲁豫野战军第九纵队成立 62 周年庆祝大
会。当时，1500 余名中国人民空降兵第十
五军现役部队官兵和部分九纵老战士参
加。同年 10 月 28 日、30 日，中国人民解
放军空降兵第十五军指战员又来寨卜昌村
寻根励志。
自 2009 年 起 ， 在 连 续 10 年 的 时 间
里，年年都有部队官兵及退伍战士前来寨
卜昌村寻根红色文化。这些人群里不仅包
括中国人民解放军空降兵部队指战员，原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五军的老战士，还包

括其他部队的指战员和退伍军人。据不完
全统计，在连续 10 年的时间里，寨卜昌村
已接待红色文化考察人员 2 万余人。
寨卜昌村是历史文化名村，寨卜昌村
古民居群是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而如
今，在这个古老辉煌的村庄里，红色文化
已然是基因文化。王跃进说，新中国成立
后，寨卜昌村先后有 100 多名村民入伍，
一家三代或一家四代都是军人的家庭，在
寨卜昌村并不少见。
手端历史文化名村、红色村庄两大金
饭碗，寨卜昌村丰厚的文化资源，足以撑
起一台振兴乡村文化经济发展的产业大
戏。
采访时，记者得知，国家已投资对
寨卜昌村古民居群进行了整体修复提
升。寨卜昌村人也正在上级政府的领导
下，深挖红色文化内涵，叫响红色文化
品牌。一场好看的产业大戏正在寨卜昌
村徐徐展开……

东方出版

社
2. 《无影灯·渡边淳一自选集》 作者：[日]渡边淳
文汇出版社
3. 《乌合之众 2》 作者：[法]古斯塔夫·勒庞 台
海出版社
4. 《爱伦·坡 暗黑故事全集》 作者：[美]埃德
加·爱伦·坡 中国华侨出版社
5. 《随风飘舞的塑料布》 作者：[日]森绘都 重庆
大学出版社
6. 《我们-反乌托邦小说系列·插图珍藏版》 作
者：[俄]叶·伊·扎米亚金 江苏文艺出版社
7. 《昨日重现》 作者：张寒寺 四川文艺出版社
8. 《采桑小集》 作者：王稼句 山东画报出版社
9. 《怀抱鲜花的女人》 作者：莫言 上海文艺出版
社
10. 《中国文化六讲》 作者：何兹全 河南人民出
版社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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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作市火车站北 20 米路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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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事业单位购书：
郭经理 175382166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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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销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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