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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持续阴雨天气，市区道路泥泞，
出行受阻，让广大市民备感不便。而“有
幸”看到身边发生的一件小事，则让人更
加闹心。

那是一个傍晚，一位刚从一家超市
购物出来的中年妇女，一手打着雨伞，一
手杂乱地提着几个袋子，边走边胡乱整
理着。在她整理期间，手中的一个袋子
滑落在地上，而这位中年妇女毫不知觉，
继续前行。这时，一位刚刚放学路过的
中学生见状，连忙捡起袋子追上去，交给
了那位中年妇女。接过袋子，这位中年
妇女左看右看，一边检查还一边用狐疑
的眼光打量着中学生。直到检查完毕，
这位妇女见东西完好无损，才扭身便走，
自始至终却没有说一句感激的话。而那
位中学生被中年妇女的行为弄得不知所

措，也只有怏怏离去。
这是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一件小事，

看似不起眼，影响却是显而易见的。对
于那位做了好事的中学生来说，心中感
到委屈的同时，肯定要反思一下自己的
行为，尽管他无疑是做了一件好事。对
于那位中年妇女来说，用一些不正常的
观念和一种不正常的眼光来打量周围的
人和事，本身就从一个侧面折射出现实
社会中一些道德上的迷失和缺憾。

赠人玫瑰，手留余香。这位中学生
所做的事情，在常人眼里应该是人人都
可以做的小事和好事。但是，就是这不
起眼的小事，却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被人
们遗忘了。我们经常看到的，社会上一
些人经常为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大吵大
闹，甚至大打出手。而随地吐痰、乱扔垃

圾、乱涂乱画、横穿马路、损坏公物的现
象则随处可见。这些不文明的行为严重
损毁了一个地方的形象，也败坏了一个
地方人们的声誉，反映出人们的价值观
和伦理道德的缺失和滑坡。

自古以来，中国都是一个文明之邦
和礼仪之邦，古老的汝州，更是有着热情
好客、礼貌待人、诚恳朴实、助人为乐的
文明遗风。一段时间里，一些好的传统
和优良品质被弱化了。如今，随着经济
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许多文明行为又
悄然回归，不能不令人惊喜和感叹。但
如果做了好事，得到的却是像那位中年
妇女式的回报，不仅让做好事者心寒，还
让人们的心灵倍受打击。

因此，无论从任何角度来讲，我们想
恳求那位中年妇女：求求你，表扬他。

在一个朋友的聚会上，一位在医院
上班的朋友大发感慨：“现在医院工作太
难干了，患者家属动不动就对我们的工
作横加指责，甚至出现打骂现象。”而另
外一个朋友则持相反意见：“到医院动辄
成千上万地大把花钱，患者家属负担太
重，心理压力太大，特别是到最后再落个
人财两空，心里的失落可想而知。”我一
时陷入深思，到底谁说的话有理呢？沉
思间，来自大峪镇的一位朋友讲了一个
故事，大家不再争论了。

在大峪镇元窑村流传着一个口耳相
传上百年的故事。光绪年间，落第秀才
董中和在村里办起了诊所，开始了悬壶
济世的艰难生涯。由于董中和世代耕读
传家，性情质朴，家学深厚，再加上他勤
于钻研医学古籍，使得他在数年内成了
方圆百里内的名医，人们都纷纷前来寻
医问药，都得到很好的诊治，他的名声越
传越远，就连许多大户人家都用高头大
马来接他看病，甚至有些知名官绅抬着
小轿来请他。

后来，他发现许多穷苦人家的患者
都不来诊所看病，这让他百思不得其
解。有一天，他出诊回来，遇到一位同村

的老太太在村头咳嗽不止，他赶忙上前
询问老太太的病情，老太太艰难地站起
身想离开，他搀扶着老太太，为老太太把
脉，并邀请老太太到诊所抓药治病，老太
太赶忙拒绝了。他看着老太太惊恐地离
开，心里充满了疑惑。回家后，他为老太
太准备了一大包中药，亲自送到老太太
家里。老太太看到董中和带着药来到家
里，高兴得流下眼泪，把董中和接到屋
里，让儿媳端上鸡蛋茶招待他。在聊家
常时，董中和说出了心中的疑惑，老太太
告诉他，乡亲们都看到他最近两年整天
奔波在达官贵人之间，认为他疏远了穷
人，就都对他有了看法，渐渐地都不到诊
所看病了。

这让董中和大感意外，也让他深受
刺激。他开始在古籍里寻找答案。他看
到晋朝葛洪撰写的《神仙传》中，有一
位居于庐山的人名董奉，专替人治病，
却不收分毫。治愈后，要病重者种五株
杏树、病轻者种一株，数年后，竟有杏
树十万株。整山的杏花不但淡雅高贵，
而且杏核还可当药材。当时人称之为

“董仙杏林”，后来杏林就成了医界的代
名词。 他感悟到这个传说寓意了传统

中医药文化的两个重要价值观：“仁心
仁术”的济世为怀抱负与及天地人的平
衡因果关系。于是，他就对乡亲们谈起
自己的想法，希望没钱的穷苦患者也可
以到诊所看病，看完病后到对面的山坡
上种5株杏树抵药费，并把自己的诊所
改为杏林堂。渐渐地，穷苦人家又都到
诊所看病，也留下了一排排杏树。

阳春三月时节，董中和诊所对面山
坡上粉红色的杏花层层叠叠，争奇斗
艳，吸引了许多人驻足观看。每到麦收
时节，满山都是黄澄澄的杏儿，董中和
就邀请大家到林子里采摘鲜杏，一饱口
福，但把杏核留下。每到闲暇时，他和
家人就砸杏核，晒杏仁，除了留足自己
诊所里所需外，其余杏仁都运送到县城
出售，诊所生意也日渐红火起来。到董
中和晚年，整座近千亩的山坡都被穷苦
人家的患者栽满了杏树，它记载了这位
老中医的美好德行，也昭示着中医的精
髓。

最后，那两位朋友感慨万千，再也不
辩论谁是谁非，都说春暖花开时节，到那
片树林里拜祭一下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中
医的坟墓。

过汝州城西20里，有一个傍荆（河）
面汝（水）的村庄，名曰“春店”。传说古
有春姓人家最先于此开店居住而得名。
又因该村古临洛、汝、宛官道，村边曾设
有官府驿站，故又有“（汝州西）二十里
铺”之称，民俗谓“春店街”。

时光变迁，如今的春店虽然依旧风
光旖旎，但却没有了往昔那种车水马龙
的繁华和鳞次栉比的闹市门店，不足三
千人的村庄，稍显静谧恬淡。

村子的不平凡，与一个人大有干系，
他不仅名入《元史》，被明代戏曲家高濂
著作成传统经典传奇名曲《节孝记》，唱
遍大江南北，而且受到历代戏剧界青睐，
翩然登载清钱德苍所编戏曲剧本选集

《缀白裘》和1954年郑振铎主编的《古本
戏曲丛刊》。

《元史》与《节孝记》所记载和歌唱
的，就是元代著名孝子黄觉经千里寻亲、
在汝州春店遇母的真实而感人故事。故
事发生在公元 1264 年前后。当时南宋
王朝大厦将倾，蒙古（元）兵的铁骑长驱
直入江南大地。大将阿术一马当先，攻
破南城（今江西省抚州市南城县，时为建

昌府治所在地）。依戏文所述，黄觉经乃
南城县清绥峰乡人氏，父亲名叫黄普，在
城破时抵抗元军战死；母亲陈氏，时年二
十五岁，被元兵掳至北方强迫成亲,不
从，流落河南汝州春店，好心老妪“太宜
人”留其以浆衣物为生；时黄觉经年五
岁，孤苦无援，善人陈容仗义抚育；及长，
定亲曾氏女。遽将房屋施舍于村邻寺院
僧开始出外长期寻亲；至其年龄四十三
岁时始在汝州春店找到母亲，凡三十八
年；公元1321~1323年间，朝廷旌表其家
门。

俗话说“百行孝为先”，古来中国人
皆把孝列在一切行为规范之首。《孝经》
有语云：“夫孝，德之本也······教以孝，
所以敬天下之为人父者也；教以悌，所以
敬天下之为人兄者也；教以臣，所以敬天
下之为人君者也。”可见孝之于社会和人
的关系之大、意义之深。

孝是中华民族乃至全人类的传统美
德，汝州更是孝文化的一方沃土。道光

《汝州全志·人物孝子》所载孝子故事，除
黄觉经外还有颍考叔（《春秋左传》有载
其讽郑庄公掘地见母故事）、孔旼（宋朝

人。孔子四十六代孙，卧父坟侧破屋中
庐墓三年，孝行感天泣地。道光《汝州
全志·卷之九·鲁山县古迹》“孔处士墓”
载“宋王安石为撰志铭”。正德《汝州
志·卷之八·汝州文》有孔旼《泰山行宫
记》一文录入）、王五成儿（或为明末人。
居汝州城十五里西荆河灌园。夜半群盗
入，挺身护母，与贼拼死格斗，被重伤呼
号而亡。清汝州孝廉王敦纪作有长诗赞
悼。

近年来，中央以及地方开展了一系
列的“十大孝子”评选活动，让新时代的
孝子们再次成了社会道德楷模。汝州开
展的“十大孝子”、“十大孝媳”评选活动，
又使汝州人民有了诸如陈爱国、鲁文秀、
韩世伟、赵清敏这样一批学习榜样。

美好的社会道德规范要靠政府倡
导、楷模们引领。前有颍叔考、王五成儿
等先贤之驱，后有陈爱国、鲁文秀诸辈之
赓，汝州大地上，孝行遽然成风。期待汝
州戏曲界能将《节孝记》重拾于舞台，期
待文化部门能对古今孝行人物之事迹进
行全面挖掘整理，以专辑形式用于规范
宣传赞颂。

□殷娜

不知何时，汝州悄然刮起骑行风。大
街上五颜六色的单车，像春天的花，姹紫
嫣红，实在是一道亮丽的风景。

这群骑单车的人，不管男女老少，都
有一个共同的名字——骑友。每天早上，
从市区到风穴寺的路上，是他们一路飞奔
的矫健身影。每个周末，一群人戴着头
盔，身穿骑行服，车轮在汝州的山山水水
间飞速旋转，蒸腾着似火的热情。中午，
他们就地拾来干柴，地锅一支，就是一顿
午餐。大家恪守着“除了照片什么也不
带走，除了脚印什么也别留下”的环保理
念，每次野炊都把地面收拾得干干净净。

去年夏天的一次出行，一资深骑友提
议：“伙计们，我们这些骑车子的，说穷不
穷，说富不富，但是山区有些孩子还真困
难。大家能不能做些什么？”此话一出，应
者云集。一场自发的募捐活动开始了。拿
钱的拿钱，捐物的捐物。两周后，30多名骑
友带着一腔爱心，来到蟒川镇木场小学。
这所位于深山区的学校，共有60多名学生
和5位老师。他们为每个孩子买了一件白
色 T 恤衫，为 4 名特困生每人发放了 100
元现金、1壶食用油和1袋大米，还为老师
们每人送上了一台电风扇。简短的捐赠
仪式后，他们匆匆离去，在冬青沟旁的小
树林里生火做饭，这一餐吃得格外香甜。

眨眼间，就是来年春天。万物复苏，
正是植树的好时节。骑行于山长水阔，感
受着生命浩荡，他们多么渴盼汝州的山更
绿，水更清，景更美，人更亲。再说，自从
上次活动后，他们就立下“每年做一项公
益”的约定。于是，骑友们对钱买来300多
棵桃树苗。活动还得到了市音乐家协会
的热烈响应和积极声援。3 月 8 日上午，
50 多名骑友和乐友，骑车来到距市区 20
余公里的庇山脚下，在刘仙姑庙前的山沟
里，有人挥锨，有人舞镐，有人提水，几个
小朋友也蹦蹦跳跳地加入其中，一直干到
下午1点多。野炊后，他们又即兴组织了
一场联欢，为这片“爱之林”庆祝新生。

为了加强交流切磋技艺，促进骑行活
动的蓬勃开展，骑友们自发地组织了汝州
市首届庆元宵成人自行车计时赛，洛阳、
平顶山、驻马店等8个地市的代表受邀参
加，连续举办两届庆“六一”青少年单车转
弯趣味计时赛，激发了广大青少年的健身
热情。前不久，他们又选出 12 名男女队
员，代表汝州参加河南省第十二届全运会
自行车比赛。赛前，他们挤时间进行高强
度训练。赛中，有几个队员受伤还咬牙坚
持，他们的顽强拼搏精神使其他队员深受
鼓舞。每一天的比赛情况，也都牵动着广
大骑友的心，他们通过网络向队员们传递
着家乡人的期盼。最终，队员们不辱使
命，有 8 人荣获个人单项三等奖，并夺得

“中青年混合团体接力计时赛”三等奖，为
首次参加全省大赛的汝州赢得了赞誉和
荣光。

这就是汝州的骑友们，他们在玩中传
播着科学健身和热爱环保的理念，形成着
一种关爱他人和乐于奉献的习惯。也许，
最末梢的神经很细，最微小的细胞很小。
但是春风化雨，润物无声，“微”小大爱，汇
聚成海，文明汝州必将春暖花开。

杏林堂给我们的启示 □高扬

一路走来满眼春

过汝州春店，说孝子黄觉经的故事

求求你 表扬他 □李晓伟

□杨占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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