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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深处

□闫占廷

“只要我还有口气，就不会离讲台。我要把余
生都献给学校和孩子。”“中国好人”、62岁的宁陵
县乔楼乡张庄小学的张信礼老师这样说。

1975年参加教育工作的张信礼，目前在张庄
小学教着三、四、五3个年级的思想品德课，他的
42年时光都和这所乡村小学连在了一起。

2015年退休那天傍晚，张信礼独自走在校园
的小路上，摸着亲手栽植的松树思绪万千，我怎么
能放下教鞭、离开学校、离开孩子呢？于是，他找
到校长王友广要求说：“还让我担任五年级的班主
任吧。”王校长知道他自从患上肾功能衰竭之后，
不仅做了一次手术，术后每天还需要进行腹膜透
析，换液5次。但经不住张信礼软磨硬泡，勉强答
应他教思想品德和一些杂课。

张信礼的家离校 50多米，他每天 4点多起
床，第一件事是到学校转一圈，回来后自己给肾做
40分钟透析，饭后到学校教课。不管春夏秋冬，
从来没有因为身体原因耽误过课。

去年 10月的一天上午，张信礼在讲课时感
到气短、胸闷，呼吸困难，根据医生交代，他知道
这是肾功能衰竭导致的心衰症状。他捂着肚子

倒杯水，吃了点药，定了定神，坚持把课讲完才去
了医院。医生劝他住院治疗，可他打完点滴就又
回到了学校，“这个学校教师本来就紧张，要是我
再请假，孩子们怎么办？我在病床上咋躺得住
啊！”

一节课四十分钟站立，他的双腿就会肿胀，十
分疼痛。皱着眉、咬着牙，他默默地忍受着。同事
们看在眼里，疼在心里，多次劝他回家休养。可他
还是每天第一个走进学校，脸上洋溢着阳光般的
笑容。

有时候，一上午要上两三节课，病痛的折磨让
张信礼感到格外疲惫。但更让他承受不了的还是
巨额医疗费用：每天吃药、透析，短短几年就花费
10多万元，家里的积蓄早已耗尽，还欠下了一大
笔债务。而且，他上有90多岁高龄的父母，下有
未成家的双胞胎儿子，生活的重担压得他透不过
气来。

做过两次大手术后，为了省钱，更为了不耽
误到校上课，张信礼在医生的建议下，自己采用
腹腔放置腹透管的方式进行腹膜透析。为此，
他还在家中建了一间封闭治疗室，学着自己给
自己治疗。

俗话说，久病成良医。张信礼每天都要在他

的治疗室里忙活：给药液加温，将腹透管与腹透液
连接起来……整个过程他看上去就像熟练的医
生。

除了输液透析，张信礼每天还要口服十几种
药物。他家中方桌上杂乱地摆着一盒盒药品，衣
服口袋里也时刻装着药品，以备不时之需。面对
如此窘境，但张信礼还一直忍着病痛坚守在三尺
讲台上。“我请假了，孩子们咋办？”

去年夏天，天突然下起了大雨，一位四年级
同学不小心滑倒在校门口，右脚被划破个血
口。张信礼看到后，马上跑过去背起受伤的同
学就往 300 米外的医疗室去。回来后，他换了
换浑身湿透的衣服就又走进了教室。同为教师
的妻子知道了，心疼地埋怨：“你身体都成这样
了，再有个三长两短，还让人过日子不让了？”而
他，只是笑笑。

张信礼入选中国好人榜后，乔楼乡党委、乡政
府了解了他的情况，向全乡党员干部、教职员工发
出倡议。一时间，爱心涌动。当筹集的善款交到
张信礼手上时，没有被病魔折磨倒下的他忍不住
流下了眼泪，“感谢大家雪中送炭！我一定会鼓起
勇气继续与病魔作斗争，因为还有很多孩子在等
着我传授知识。”8

□王剑冰

走在开封的大街上，总觉得能闻到一股大
宋皇朝的味，是香车宝马散出来的，还是雕楼舞
榭散出来的？槐树浓得有些发暗，垂柳绿得倒
是正点。水汤汤接去了蓝天，龙亭反而显得不
高了。黄色的菊铺排得到处都是，与这个曾经
的世界级大都市融融相和。

转而进入了御街，以前这是京城南北中轴
线的通关大道，从皇宫正门宣德门，向南经过朱
雀门，直至外城。御街、朱雀门是皇帝举行庆典
与出游的大街和主门。《东京梦华录》里曾形容，
御街宽二百步，中间为御道，由皇家专用，两边
是蓄满荷花的流水，水边广植树木。再外是御
廊，店铺林立其间，可见当时气象。

已经不是原来的朱雀门了，这个皇城的正
南门，以四象中朱雀代表南方而得名。更看不
到五侯府、辟雍宫、龙德宫、棣华室、九成殿那些
富丽堂皇的建筑，即使有着开封府衙，也小得不
似先前的格局。要看，只能是张择端的《清明上
河图》了。亏得《清明上河图》还能看到大宋的
一角。说起来，张择端依据的可是实景，那实景
有些是由人造出来的。顺着朱雀门往前走，就
渐渐看到了一个人，大宋皇朝的建筑师李诫。
朱雀门就是李诫所建，刚才所提那些著名的建
筑，也都是出自李诫之手。李诫是以实物彰显
了大宋的辉煌。

可惜历史快把这个人遗忘了。一幅《清明
上河图》，让人永远记住了张择端，老去的开封，
却无法记住这个伟大的建筑师。随便地问一个
开封本地或是来旅游的，都能说出张择端，而不
知道李诫。还能知道司马迁的《史记》，张仲景
的《伤寒杂病论》，但问起李诫的《营造法式》，
摇头的比比皆是。更别说他的已经散佚的《续
山海经》十卷、《续同姓名录》二卷、《琵琶录》三
卷、《马经》三卷、《六博经》三卷、《古篆说文》十
卷了。

前些时我来到新郑龙湖镇于寨村的一个土
丘前。李诫在这里很久了。在四处争名人的时
代，没有人来争他的出生地和墓地，他被人冷落
了许多年。《宋史》没有为他立传，明清两代《郑
州志》《郑县志》亦没有他的传记。他的建筑作
品和他的著作却是被世人认可的，在书法上，他
篆、籀、草、隶，无所不能。他家藏的几万卷书中
有几千卷是由他亲手抄成。他的绘画也颇得古
代名家笔法，《五马图》深受懂书画的宋徽宗的
好评。说不清是为什么，《宋史》中提到了他的
父亲，评价却是为人“反复诡随，无特操，识者非
之”。他的父亲李南公曾官至户部尚书，干得不
好会在北宋王朝为官六十年“干局明锐”吗？他
的兄长官至龙图阁直学士，史中也被说成“人以
为刻薄”。他是因为抓建筑干得好被调任虢州
知府，并鞠躬尽瘁病逝于任上的，死时还不到五
十岁。

即使历史对李诫的葬处没有过疑问，他的
墓前却没有什么人的碑刻题词，也没有郁郁葱

葱的参天古木，上世纪 60 年代，这里几乎被铲
平。直到 2005年，才有了一个国家级文物保护
的碑石立在这里。到了 2010 年 10 月，在报纸
上看到一条为纪念“我国建筑学界鼻祖”李诫逝
世 900周年，当地政府整修墓园的消息。

李诫，他在这条街上走过多少来回？尽管
原来的大街在下面六米处，但我依然能感受到
他的脚步。就像能感受到欧阳修、苏轼、沈括、
范仲淹、毕昇、周敦颐、司马光、米芾、王安石、
程颢、程颐、黄庭坚、包拯等人的脚步一样。在
浩繁的史册中，一部《营造法式》，可是让建筑学
家为之顶礼的，宋之后的中国建筑，包括日本、
朝鲜，都将这部书当作了至上经典。现今世界
范围内，从事建筑的人几乎没有谁不知道这部
书，他们要学习东方传统建筑，必以这部书为研
究摹本，任何把东方古典建筑诠释和再现得精
到透彻的，一定从这部书中汲取了精华。

李诫的家在新郑，那里有着溱水与洧水，是
郑国与韩国故地，《郑风》从那里产生。李诫出
身名门，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博学多闻，还工
书法绘画，这对他研究建筑有很大帮助。李诫
在当时该是皇家建设院院长的，他的任职，使得
宋代的建筑特点十分突出。那时由于经济繁
荣，手工业和科技都有发展，出现了很多的木
工、技工以及研究斗栱体系、建筑造型的专家，
李诫自然是最好地调动了这些人的积极性。比
如为了增强室内的空间与采光度，采用了减柱
和移柱法，梁柱上硕大雄厚的斗拱铺作层数增
多，更出现了不规整形的梁柱铺排形式，跳出了
唐朝梁柱铺排的工整模式。这一时期的建筑，
曲线柔和，华丽繁细。油漆颜色更加跳突，窗
棂、梁柱、斗拱的雕刻与彩绘变化极其丰富。

这些多进入了李诫的《营造法式》。书中几
乎包括了当时建筑工程以及和建筑有关的各个
方面，把当时和前代工匠的建筑经验加以系统

化、理论化。比如列举了各种工程的制度，包括
壕寨、石作、大小木作、雕作、旋作、锯作、竹作、
瓦作、泥作、彩画作、砖作、窑作共 176项工程的
尺度标准以及基本操作要领，更是提出了一整
套木构架建筑的模数设计方法。

突然想起了现代的梁思成、林徽因，大概很
多人都知道他们是建筑学家。梁思成、林徽因
一定知道李诫，并且认定那是他们的祖师爷的，
因为他们的儿子都名叫“从诫”。

我要看看李诫长什么样子，对一个人物崇
拜起来，总会有这种想法。有一个年轻的画像，
还显得精神，一张皓发白髯的就让人疑惑了，
40多岁的古人能那么老吗？画得老点，可能更
有大师风度。不管怎样，李诫不像一个城府深
厚的官员，倒像个饱读诗书的文人或治病救人
的先生。我还找到了多种版本的《营造法式》，
那真是一部好书，让一个外行人也有些爱不释
手。古代技术书籍，多重文字少有图样。李诫
的《营造法式》不仅有说明，更是附有非常珍贵
的建筑图样，附图就占了六卷，凡是各种木制构
件、屋架、雕刻、彩画、装修等都有详细图示，这
些图样不仅能够帮助理解文字表达的内容，更
能从中看出当时建筑艺术风格，为后世朝代的
建筑比如明朝的《营造法式》、清朝的《清工部工
程做法则例》奠定了基础。

顺着这条街道走得恍恍惚惚，不知怎么又
走了回来。前面不远是樊楼，再就是清明上河
园，那是依照张择端的图复原的，还没有听说有
建筑是依照李诫的复原的。随脚拐进一个很窄
的胡同，里面有些老旧的院落。走进其中的一
个，惊奇现在的开封还有这么古朴的房屋，门
框、窗扇上都刻有木花，墙角尚有镌字石柱。院
中一棵古槐，枝虬叶茂。有琴声从哪个屋子里
传出，似是一种古琴，音声柔缓而沉郁。想象不
出是一双什么样的手在拨弄着。正发愣，一个
声音从后边发出：“才刚来呀，坐了嘛。”原是一
位老者。立时就感到了亲切和温暖。我说：“这
院子可是好老了。”“是啊，该拆了，政府已经打
过招呼了。老辈留下的，不舍得呢。正谈着，说
不准还会留下来。其实这一片都是，原来是个
大户的庄园，后来隔开了。”老者很健谈，对老开
封很是熟悉。我问他可知道李诫，他竟然说知
道，大宋时期很多建筑都经过李诫的手。而且
他也姓李，与李诫同乡，说起来还数同宗。我笑
了。

琴声戛然而止，屋帘启处，出来一个清秀的
姑娘。对着老人说：“爷爷，我该走了。”就仙然
而去。老人说是孙女，清明上河园茶楼的琴师，
上晚班。环顾这个小院，不仅摆放了很多菊花，
树上还挂着鸟笼，完全一幅旧时开封人生活的
图景。李诫当年住过这样的院落也未可知。

告别老人来到大街上，我还是感到了初开
始的那种味道。那是大宋遗风啊。没有李诫这
样的建筑大师，如何会显现出大宋的辉煌？一
代建筑学家造就了皇家乐园，也造就了满足与
安逸，造就了远方踏踏而动的觊觎之心。1

自己透析的老师

图/王伟宾家 庭

生活素描

顺着朱雀门看到一个人

两次变故，让这个本就不富裕的家
庭捉襟见肘。2013年夏，在众多亲戚
朋友的帮助下，张小瑞在新区开了家小
饭店。舍不得花钱雇“大厨”，里里外外
只是她一个人张罗。“一日三餐都是家
常便饭。不想法儿挣钱也不行，一家几
口人都得吃喝啊！”

小饭店从开始就立有这样一个规
矩：落难的、要饭的，一律免费让吃饱，
如果确实有需要，还可以免费在店里
住。一个深秋傍晚，下着毛毛细雨，一
位疯疯癫癫的老太太穿一身单薄的秋
衣秋裤从门前走过时，她把老人让进店
里，为老人做了一大碗热腾腾的面条，
吃罢饭，她干脆让老人和自己同睡一床
过夜。

小店附近有家敬老院，“自开店以
来，每年她家人过生日时，她都会定做
几块蛋糕到敬老院和老人们共享，有时
她也会买一些营养品去看望老人，敬老
院里的老人和她都熟了。”小店的房东
雷树广介绍。

“虽然不咋挣钱，但却能顾住我们
一家人吃喝，这就行。”张小瑞说。

由于地处新区，到她店里吃饭的建
筑工人比较多，她规定，只要交7元钱，
饭随便吃，汤随便喝，“他们都很辛苦，
饭量都比较大，平均下来勉强够本儿。”

一年多前，一家建筑工地的老总知
道了这件事，主动找到张小瑞，请她到
公司“管伙”，负责给 70多名农民工做
一日三餐……

而今，由于工地建设暂缓，留守的
农民工只有十几个，尽管仍需起早贪
黑，但张小瑞明显不那么忙碌了。得
闲，她也喜欢上上网。前不久，她以个
人名义创建了一个爱心慈善微信群，

“我要聚合更多爱心人士的力量，去帮
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

在这个目前只有 44人的爱心群，
张小瑞已组织了几次爱心捐助活动。
她说：“我有一个愿景，如果有可能，我
会建一个很大很大的慈善机构，一门心
思去为那些需要帮助的人服务。”1

□本报记者 刘向东 本报通讯员 陈健 王化远

正阳县新区一片空旷的建筑工地上，一排蓝色的简易板房。其中

四间，住着张小瑞一家九口。门前临时搭建的鸡栏内，养着二三十只小

土鸡。

初春午后的阳光柔和，三十出头的张小瑞一脸欢喜，“三个姐都对

俺可好，隔几天不来看看，她们都还想俺哩！”

一年多以来，她每天早上三四点起床，独自为几十个农民工包包

子、蒸馍，一直忙碌到深夜……

17岁，女孩的花季，张小瑞却做了
母亲——她在湖南打工时，认识了一个
28岁的离异男子，看着他每天带着一个
六七岁的孩子奔波劳顿，善良的张小瑞
工余主动揽了照顾孩子的活儿。同居，
然后“稀里糊涂成了母亲”。

他们的儿子行行（本文所涉孩子均
为化名）不足半岁时，男子不辞而别，身
无分文的张小瑞回到正阳县傅寨镇母
亲的身边。

慈爱的母亲得知她要带着孩子回
来时，硬起了心肠：你只能一个人回来。

亲生骨肉，岂能说舍弃就舍弃？张
小瑞还是带着行行回来了。

那些日子，母亲常背着她偷偷抹
泪，但当着她的面，却总是黑着脸儿；那
些日子，她带着行行贩过水果，卖过蔬
菜，擦过皮鞋，“很苦，但我觉得这是我
的自我救赎。”

又一个男人出现在她面前。这个
叫许小立的男人也比她大 11岁，一年
前妻子因病去世，留下七八岁的儿子毛
毛。

别人有意撮合，张小瑞犹豫：带着
俩孩子咋生活？这个孩子能不能接受
我？许小立能不能接受行行？

第一次见面，意想不到的场景出
现了：毛毛看到她的瞬间，直接扑进
她怀里，毫不生疏地叫了声“妈妈”。
张小瑞愣了，许小立不好意思地解释
说：“这是我教的。孩子不能没有妈
妈。”

一对苦命人领证结成了夫妻。
婚礼热热闹闹，遗憾的是许小立前

妻家一个人没来。婚后“回门”，她和丈
夫带着毛毛，拎着礼物去了丈夫前妻的
所有亲戚家。

一张张冷脸迎面而来。张小瑞猜
也猜得出不接纳她的缘由。随后的日
子，她把毛毛视如己出，逢年过节，即使
许小立脱不开身，她也会带着毛毛去

“走亲戚”。
终于，那个被她称为“娘”的人来

了。她流着泪拉住张小瑞的手，“妮儿，
你就是俺四妮（许小立前妻）转世啊！
从今往后，俺认你这个亲闺女！”

许小立前妻的三个姐也来了——
二姐送来二三十只鸡和鸡饲料，三姐还
来帮她包了半晌包子。

和睦，让这个不是一家的“家庭”亲
如一家。就在采访时，记者提到“她姐”
时，她会立马纠正：“那是俺姐。”

2004 年，她和许小立有了闺女晴
晴。就在这时，公公被查出贲门癌。一
家人东挪西凑到省城为老人做完手术
回来，刚坐完月子的张小瑞看着老人蓬
头垢面，就买来电动理发推子说：“爹，
给你理理发吧？”

理了光头，胡子实在不敢下刀刮，她
就仍用推子推。推完了，她脱口而出：

“爹，再给你洗洗头吧？”公公一口应了。
公公神清气爽了，许小立却私下埋

怨说，你见过几个儿媳妇给老公公剃头
的？张小瑞说：“我当他是亲爹，有啥不
行？”

后来，大伯、五保老人许中仁等都
找他理发。一晃十几年，张小瑞成了他
们的专职理发师，尽管她只会推光头。

生活平静，意外却不幸发生：2010

年 7月，许小立在建筑施工中不慎从楼
上摔下，腰椎粉碎性骨折、腰椎神经摔
断。医生说，最好的结果是能拄着双拐
走几步，“一辈子只能在轮椅上度过！”

命运怎么可以这样捉弄人呢？此
时，有“好心人”背地劝张小瑞再找一户
好点的人家，“跟着他啥时是个头啊？”
而且许小立摔伤后，脾气变得焦躁不
安，常常发火。强忍委屈的泪，她宽慰
丈夫：“只要有我吃的，就不会让你饿
着，啥时候也不会抛下你不管！”

为了丈夫能早日康复，张小瑞一有
空闲就给他理疗按摩，帮他进行恢复锻
炼。一次，丈夫提出要到出事的工地看
看，她硬是背着他一口气爬了三层楼。

2014年，奇迹出现了：许小立完全
扔掉了拐杖，行走自如。

坚 守

理 想

我本善良

★他的建筑作品和他的著作是

被世人认可的，他在书法上，篆、籀、

草、隶，无所不能。

★在浩繁的史册中，一部《营造

法式》，可是让建筑学家为之顶礼

的。宋之后的中国建筑，包括日本、

朝鲜，都将这部书当作了至上经典。

★梁思成、林徽因一定知道李

诫，并且认定那是他们的祖师爷的，

因为他们的儿子就名叫“从诫”。

图/王伟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