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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孔子的相貌，历史上还
有一些不同的说法，大多是想象
之词，不能确证。可以确认的是，
孔子给人的直观印象是一个相貌
堂堂的山东大汉，一个非常威猛
的男人。

上/期/回/顾

一些体质极度虚弱、低血
压、严重心血管病人和孕妇就不
适合泡脚。如果您泡脚后感觉
身体反而更差了，也就没有必要
坚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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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明还对俊英庄严承诺，今
后，你王俊英让俺往东俺不往
西，让俺打狗决不撵鸡。

李家明这么说的，也是这么
做的。谁要是对不起这样的媳
妇，还配活在世上吗？

敌敌畏﹢茅台酒

心血不畅，肺气不通

隐没在历史中的孔夫人

家清跟范淑芝结婚的第三
年，范淑芝的哥哥出事了。

淑芝的哥哥范爱国本是化
肥厂烧锅炉的工人。改革开放
刚开始的时候化肥厂曾经很火
过。土地分给了农民，政府还承
诺几十年不变，这就意味着这块
土地自己可以连续种植几十年，
也意味着只要肯下力，肯吃苦，
土地就会给一家老小带来一
切。农民的种地热情空前高涨。

那会儿的范爱国上班有哥们
聊天，下班喝几盅小酒，日子过得
很是滋润。范爱国本以为生老病
死有依靠，这辈子会滋润到头
了。却不料好好的厂子说垮“哗
啦”一声就垮了，快得如同眨眼。

厂子垮了人不能垮。心若
在梦就在，只不过是从头再来。
范爱国从生活中本能地感觉到，
不从头再来没办法，没人管你！
只要你不想死就必须从头再
来。厂长可以到别的厂子继续
当厂长，工人却不能跟着厂长到
别的厂子继续当工人。范爱国
和要好的几个哥们商量了又商
量，都不知干啥好。后来，跟爱
国换班烧锅炉的大周说：“唉，我
看也别瞎琢磨了，咱们又没本

钱，干不了别的，干脆，哥几个一
人凑点，先开个食品杂货铺吧！”

几个人你看我我看你，也只
有如此。

小买卖很难发财，一个小小
的铺子甚至很难维系几个家庭
的吃喝。于是，有人陆续退出，
到别处从头再来去了。只有大
周和爱国仍然互相帮扶着。

杂货铺每天几块钱的利润，
与发财梦的距离可以光年计
算。范爱国和大周着急了。他
们太想发财了。

那会儿人人都想发财。
当时的流行语是：谁发财谁

英雄，谁受穷谁狗熊。天底下哪
有想当狗熊不想当英雄的人
哩？更不用说钱本身就是好东
西，能帮人实现几乎所有的理
想。过年时，最受欢迎的语言便
是“恭喜发财”，连联合国秘书长
安南在给中国人拜年时还说“恭
喜发财”哩。

有人说，钱买不来爱情，买
不来健康，买不来生命。说这话
的准是不知道钱的魔力的人，或
者知道但没有那么多钱。因为
这话有那么点酸葡萄的滋味
儿。这么说吧，钱不仅可以买来

爱情，而且可以延长生命，也能
使得病的人换来健康。钱还可
以使神跳舞，使鬼推磨，甚至使
磨推鬼。

范爱国和大周看做小买卖
很难发财，或者说根本不可能发
财，便很犯愁。有一天，大周跟
人学了一招：造酒卖。用甲醇兑
水，酒味相同，但甲醇可便宜多
了。人还告诉大周一招，普通白
酒里头稍稍滴几滴敌敌畏，便能
跟茅台乱真。大周为了学会兑
酒的比例，不惜花了血本，给了
师傅200块。

学了本领的大周兴冲冲来
找爱国，前来后去地说了一通。
两人虽是化肥厂的工人，却不大
明白这甲醇到底是啥玩意，但敌
敌畏却是知道的。爱国担心酒里
头搁敌敌畏味道冲，怕人喝出来。
大周说：“没事，只要严格按比例，
啥事没有！”又把发财前景给爱国
描述了一番，甚至说到了批发、连
锁等远大目标。爱国自然也兴奋
起来，两人的眼睛都贼亮，如短路
时的灯泡，然后你看着我，我看着
你，一齐仰脖大笑起来。

爱国的酒开卖不久，当地便
接二连三出事，还都是因为喝酒

出的事。酒宴没结束便有人栽
倒，请客的主家还以为是客人喝
多了。这地界的人实在，请人喝
酒都是死劝活劝，被请的人也都
狂喝猛喝。见面三杯，杯杯见
底。当地人称之为：“立正”“稍
息”“卧倒”。立正者，普通喝水的
杯子满满一杯酒；稍息者，半杯
酒；卧倒者，三分之一杯酒。酒量
小的人，只此三杯，就头大眼晕，
脚踩棉花歇菜去了。但能喝的人
可不在乎这三杯。当地人能喝的
多，所以，被头三杯打倒的人极
少。即使有一个两个，也会被人
嘲笑不胜酒力。席间也如此，主
人只要劝酒，主人客人都端杯就
干，干完还把杯子口朝下以示感
情深一口闷了。如果酒席上有客
人喝倒了，主人便非常高兴，一是
显得自己热情，诚心劝酒；二是显
得自己实在，酒水准备充足。但
现在主家却发现栽倒的人不是
呼呼大睡，或者吐得稀里哗啦，
却是四肢痉挛、双眼上翻、口吐白
沫如惊风小儿，心知有异，便急匆
匆送到医院，但有些已经没救。
有几个喝得少的人，抢救及时保
住了命却也瞎了眼睛。 （6）

到底是一位什么样的女
子，能与圣人组建家庭，生儿育
女呢？圣人的夫人，是什么样儿
的风范呢？大家可能都很向往，
也很好奇。但遗憾的是，这位孔
夫人，却隐没在历史中。《论语》是
孔子的弟子和再传弟子对孔子言
行的记录，但书里没有一个字涉
及他的妻子。历朝历代研究孔子
者甚多，也没有看到有谁专门研
究过他的妻子。但是孔子肯定有
妻子。因为，《论语》记载着孔子
教子和嫁女的事。孔子一生坎
坷，出生不久即丧父，十七岁丧
母。尽管孔子有九个姐姐和一个
哥哥，他们却均属同父异母，孔
子的哥哥孟皮还是残疾人，跛
脚。孔子能够娶妻，应该没有得
到哥哥和姐姐们的帮助。一个

“贫且贱”的孤儿，能够依靠自己
的能力娶妻生子，除说明孔子品
德、言行都有过人之处，同时也
证明，那个当初看上他的姑娘，
确实是有胸怀、有眼力的。

这个姑娘就是亓官氏，与孔

子一样，是宋人后裔，两个人在民
族文化上有共同来源，自然也就
多了一点共同语言。公元前533
年（鲁昭公九年），19岁的孔子娶
亓官氏为妻，一年后丌官氏生子，
鲁昭公曾派人送鲤鱼表示祝贺，
孔子感到十分荣幸，故给儿子取
名为鲤，字伯鱼。后来，亓官氏还
生下一个女儿。两人有儿有女，
生活本该是个“好”字，可是，按一
些古书的说法，替孔子生儿育女
之后，孔子却休了妻，离婚了，是
最早卷进离婚事件的中国名人。
不过那时不叫“离婚”，而称“去
妻”或“出妻”，也曾称作“仳离”。

我们很自然想到，孔子为什
么离婚，史书上没有记载。我们
能看到的具体的证明他们夫妻
感情恶劣的资料，就是《礼记·檀
弓》的记载：

伯鱼之母死，期而犹哭，夫
子闻之曰：“谁与哭者？”门人曰：

“鲤也。”夫子曰：“嘻！其甚也！”
伯鱼闻之，遂除之。

孔子的儿子孔鲤在母亲去

世一年的时候因为思念母亲而
哭泣，被孔子斥之太过分了。从
孔子对孔鲤的呵斥中，我们可能
会觉得他们夫妻感情太凉薄了。
更令人吃惊的是，《礼记·檀弓》说

“孔门三世出妻”，孔子、孔鲤还有
孔子的孙子孔伋都离婚了。

关于孔子是否“出妻”，什么
原因“出妻”，历史上有很多争
论。唐代的孔颖达在《礼记正
义》中解释这一条说：当时孔鲤
的母亲虽被孔子休回娘家，但在
她去世后的一周年内，孔鲤作为
儿子还可以为她守丧，周年一
过，就不应该哭了，孔子听到儿
子服丧满后还在哭，认为有悖于
礼制，因而责怪孔鲤。

今天的我们因为年代久远，
资料有限，很难确定孔子离婚的
原因。我们可以确定的是，孔子
夫妻感情确实不好。鲁哀公十
年(公元前485年)，夫人亓官氏
卒，先孔子七年去世。当时孔子
正在卫国，期待能实现自己的政
治理想。他们夫妻已经十几年

没见面，可见早已互不相干了。
孔子的弟子们应该都熟悉和了
解老师的家庭情况，所以在《论
语》中没有一条记录的文字。

因为缺少历史记载，亓官氏
的喜怒哀乐一直沉寂在历史
中。直到宋朝，儒学更加兴盛，
大中祥符元年（公元1008年），
亓官氏才被宋真宗赵恒追封为

“郓国夫人”；元至顺三年（公元
1332年）又被加封为“大成至圣
文宣王夫人”；明嘉靖八年（公元
1529年）孔子改称“至圣先师”，
她也被称为“至圣先师夫人”。
孔子死后，亓官氏即同孔子一起
被祭祀，唐代开始建有寝殿专
祠，早期曾有塑像。

无论是供奉也好，“出妻”说
“被离婚”也罢，其实都与亓官氏
无关。她的命运，正是历史上无
数女子的命运，她们的人生就像
自然界的花草，开了、落了，她们
为家庭、为子女默默奉献了一
生，却群体性地隐没在了历史
中。 （2）

我打赌，现在不论男女，十
个人有八个人阳气不足，体质偏
寒，其中以女性更为严重。有一
个冬天的下午，一位很有名的女
演员来到我处咨询。

她一来就跟我说，她怀疑自
己得了严重的肺病，但是去医院
没有检查出来。我赶紧问她，凌
晨3~5点是不是会失眠？她摇
了摇头说不会，我稍稍放下心。
我再问她咳嗽吐痰有泡沫吗？她
又说没有。我给她号了号脉，看
她即使化了妆也难掩憔悴苍白的
脸色，舌苔也发白，四肢冰凉，就
知道她寒气侵肺，严重凝滞了气
血。于是我问她是不是感冒反复
发作，久治不愈。

她点了点头说，因为在冬天
拍戏，剧情需要所以穿得少，还
有落水的镜头，拍完戏就发烧感
冒了，当时吃点感冒药好了。谁
知道从那以后隔三差五就感冒，
还久咳不愈，吃了很多药就是不
好，现在她非常担心，怀疑自己
患了慢性肺病。

我就告诉她，放宽心，她只

是体内寒气太盛，穿衣不注意保
暖，还不遵医嘱地吃了很多西
药，这样寒气持续伤害肺，造成
她现在经常感冒，呼吸系统的症
状特别严重。

通常这个时候，我会在病人
的背部和胳膊内侧刮痧以去除
寒气，但考虑她工作的特殊性，我
就给她开了汤药，嘱咐她多加保
暖。在五行上，心属火为“喜”，能
克肺属金的“忧”。我让她以后别
担忧，否则会加重疾病，应该经常
开心，多笑笑，有利于缓解肺部的
痛苦。果然，后来她再找我复诊
的时候，体内的寒气就去了大
半，各种症状也缓解了。

我们都知道肺在人体的上
部，主管呼吸，外界寒气最先侵
入的就是人的肺。而肺相对比
较娇气，要是心的火力不够，身
体阳气少，血液运行不畅，不能
够抵抗外界的冷热变化，那么肺
就遭殃了，人也会患发烧、咳嗽、
肺炎等呼吸道疾病。那么为什
么外界寒气来的时候都是先攻
击肺呢？肺与心是什么关系？

以后怎么做才能不再容易受寒
感冒呢？

心对血的主宰功能要靠肺
才得以正常发挥，“气为血之
帅”。身体的气由肺产生，只有
身体的气充足，才能带动正常的
血液循环。心的功能失调，会出
现心肺亏虚，身体气机不顺。

肺是直接和外界接触的器
官，所以外界寒气会直接侵扰到
我们的肺部，天地的寒气会直接
从肺部干扰我们的身体。中医
认为寒则凝，寒气会让气血流通
不畅，若寒气常干扰肺，人就表
现出经常感冒和一些呼吸系统
的病症。

熟悉我的朋友们都知道我
的身体素质比较好，基本上不会
感冒发烧，很多人向我请教我日
常如何保养的秘诀。下面我把
自己的方法说一下，其实都是很
平常的事情，如果能帮助到大
家，也算是我的荣幸了。

我基本上很少吃凉的、冰镇
的食物。如今我们有了冰箱，很
多人不管冬夏都喜欢吃凉的东

西，其实这对我们的身体伤害特
别大，身体的火力就是在寒凉的
食物中慢慢熄灭的。在夏天，温
度高，人体毛孔大开，我都是宁
愿热一点，也不会贪凉长时间吹
空调，否则寒气就会肆无忌惮地
进入我们的身体里。再就是感
冒了不要盲目吃西药，很多西药
吃了见效是很快的，但是西药会
抑制身体排寒气，将寒气滞留在
体内，所以希望大家不要一感冒
就去吃西药。

如果受了寒，感觉快要感冒
了，这个时候我会喝大枣生姜红糖
水。一般加大枣9颗，红糖50克，
生姜50克切成丝，煮上1000毫升
的水，趁热喝完，再睡一觉，出出
汗，第二天感冒迹象就没有了。

其实打喷嚏是身体自动驱
除寒气的表现，要是有了打喷嚏
的欲望，一定不要遏制。不知道
大家有没有这样的体会，打几个
喷嚏后身体会暖暖的，这就是体
内的寒气会随着喷嚏排出体外
的缘故。

（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