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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深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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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素描

□孟庆玲

一
北宋，洛阳。
牡丹丛中，一辆小车缓缓而过，邵雍道冠、长

袍、如意、酒葫芦……他在出游，不一定有目的地，
任车夫拉着，满洛阳城乱跑，赏牡丹，观风物，访老
友……

途中，经常有粉丝惊喜地拦车大呼：“吾家先生
至矣！”不称邵先生而称吾家先生，足见不把邵雍当
外人。

邵雍也有许多大腕朋友：司马光、富弼、吕公
著……他们或因失意或遭贬谪寓居于此。

邵雍对这些大腕朋友，亲切有礼，不卑不亢，和
他们谈学论道，经常会提出建设性意见。朋友们见
邵雍清贫，就集资为其置办宅院，是为“安乐窝”。

富弼和邵雍住得近，又比邵雍大几岁，便倚老
卖老：“我随时可喊邵雍过来玩儿。”邵雍却说我冬
夏不出门，春秋访友，你喊我我不一定有空，不喊我
我倒有可能来。富弼一笑，吩咐儿子，病中谢客，唯
邵先生除外。

司马光的宅子“独乐园”，和安乐窝毗邻。其
时，司马光在独乐园里编《资治通鉴》，邵雍在安乐
窝里撰《皇极经世书》。写书之余，邵雍会调节一下
节奏，顺便喊老友来家看牡丹，司马光如约来了，看
得高兴，诗酒酬唱一番，兴尽而返。

独乐园、安乐窝，洛阳果然宜居。独乐乐不如
众乐乐，邵雍的安乐窝，是看淡红尘的一团和气，是
尘埃落定的清净澄明，一介白衣邵雍，不经意间，建
构了一个世外桃源，一方净土，实在是个传奇。

二
这个传奇，以21岁为分界点。
21岁前，邵雍读书、侍亲，修齐以光宗耀祖。邵

雍出生于河北涿州市大邵村，父祖都隐居不仕。因
父亲崇尚道家，他12岁便随家迁居共城（道士孙登
隐居地，今河南辉县苏门山）。

之后，邵雍游学四方，自然山水，胸中丘壑，行
万里路，读万卷书。21岁时，邵雍遇见了生命中最
重要的一个人——李之才。

李之才是共城县令，更是易学大师。于是，苏
门山的某个清晨，便响彻起了一番事

关人生命运的对话。
李老师问道：你主

要关注哪方面学问？
邵雍老实回

答：（儒学）典籍。
李之才打断

他：你不是研究典

籍的人，对万物周期规律感兴趣吗?
邵雍毕恭毕敬地回答：幸受教。
这是邵雍人生的第一次选择，清晨的苏门山，太

阳正喷薄欲出，给二人镀上薄薄一层金色。李老师后
来调任河阳司户曹，邵雍也随老师前行，借居在州学
里。

之后，邵雍参加了多次进士考试。以他的博
学、勤学，考个功名应该不成问题。但可惜的是，邵
雍一直没有考中。

不久，李老师驾鹤西去。老师仙去，科举失意，
邵雍四顾茫然。就在这时候，他接到了邀请：到洛
阳开馆讲学。是蜗居家乡还是勇闯天涯，站在人生
的十字路口，邵雍又一次作出了选择。

三
洛阳，天宫主寺三学院。邵雍主讲自然科学、

先天象数学、《易经》《中庸》等。
学生不少，朋友越来越多，他们不断给邵雍带

来福祉。邵雍不仅有了家宅、田园，甚至有了家庭。
51岁时，丞相富弼举荐邵雍为监主簿。但邵雍

以资深隐士巢父、许由自拟，拒绝了。之后，富弼和
吕公著等其他朋友又陆续举荐他几次，他一概谢
绝。

这些官职一则太小，对已过知天命之年且自许
甚高的邵雍来说诱惑不大；二则学道多年，一颗心
早已静若止水。

拒绝次数多了，邵雍的名气反更响了。到后
来，整个洛阳都知道有这么一位先生，学问高，儒学
道术双剑合璧；人品好，待人接物春风化雨。这样
的人，放着大官不做，偏要做隐士。

名声是把双刃剑，但邵雍何等人也？朝廷虽不
重用他，但好歹给过他官职，自己若以此博名，倒显
得不仗义了。于是，邵雍干脆穿上了道服，有了这
身行头，朝廷就无话可说了。

朋友司马光好复古，也喜欢道，见邵雍逍遥，便
依《礼记》做一套道士行头招摇，出则朝服，入则道
服。邵雍摆摆手不以为然：“我等今人，当穿今人衣
裳。”弄得司马光自惭形秽，佩服不已。

逍遥洛阳居，隐身在道士躯壳里，邵雍心定神
闲，生计不成问题，名声不成问题，至于高不成低不就
的仕途，就算了吧。

四
邵雍之所以能在洛阳如鱼得水，在于他有一帮

好朋友。
公元1071年 ，司马光因反对王安石变法，躲到

洛阳独乐。富弼本身就是洛阳土著，也看不惯王安
石，司马光前脚走，他以足疾为由，后脚就跟到了洛
阳。

还有未来的宰相吕公著、大学者程颢程颐兄弟
等……

这些人和邵雍学养相仿，大都有深厚的儒学根
基，又有相当的易学修为；政见相似，大都
是保守派，反对王安石变法；对生活、对人

生都有相同的审美需求……

这帮文人，在被朝廷暂时抛弃后，很是失落，很
需要另一种认同，一种来自民间道德或学术制高点
的认同。很幸运，邵雍二者兼有。

邵雍的德行高，与人交往从不说短道长，解答
问题和声细气，没有分别心，对人一视同仁。邵雍
的学术高，其诗集《伊川击壤集》让人击节赞叹。又
精通易学，其日常易学实践——准确的预测更是让
朋友心服口服。

邵雍给吕公著预测过买宅之事；能测出三个同
写“筷”字的人的不同祸福；和儿子赏月天津桥，听
杜鹃鸣而知宋朝兴亡。

邵雍在朋友圈里的身份很微妙，像观众，要欣
赏这帮失意文人的独舞；又像跑龙套的演员，起承
转合都得天衣无缝；更像裁判，调停他们和朝廷的
关系。

比如吕公著看不惯王安石而向邵雍发牢骚，邵
雍微笑着问了句：“他不是你推荐的吗？”吕公著猛
然醒悟，赶快止语；比如以足疾请辞的富弼却要参
加佛教的开堂法会，邵雍也竭力阻止，以防授人以
柄；比如一帮学生故交不满新法纷纷要辞职，邵雍
开导他们灵活变通，造福百姓……

熙宁年间的洛阳，在野党的心目中，亦儒亦道
的邵雍是朋友，更是精神导师，他对他们既安抚又
批判，以其般若智慧悉心关注和平衡着北宋的政治
生态。

五
优哉游哉中，十年时间很快过去了。
这十年，是熙宁变法的十年，是北宋政治斗争最

激烈的十年，也是邵雍名声渐炽，心情愉悦的十年。
他经邦济世的儒者风范，超而不脱的道家胸襟，不仅
旧党朋友钦慕，连新党领袖王安石也激赏不已。

熙宁十年（公元1077年），邵雍病逝。临死前，
他为自己盖棺定论：“生于太平世，六十有七岁。俯
仰天地间，浩然独无愧。”

生命的最后时光，他很平静，纵入大化中，不喜
亦不惧。难得的是，二程、司马光、吕公著等好友一
直陪着他，为他送终恤孤。

淳熙年初，南宋朝廷诏谥其“配享孔庙”，追封
其为新安伯；明代嘉靖中祀其称“先儒邵子”；清康
熙皇帝御赐“学达性天”匾，一介布衣哀荣如斯，绝
无仅有。

这自然和邵雍的圆融的处世态度有关。
其代表诗集《伊川击壤集》，名字“击壤”即效仿

唐尧时一位隐居山野，击壤而歌的老者。如此立
意，既可见其自许自拟，亦可见其对生活时代的认
同——北宋中期，虽有诸多不如意，但究竟还是太
平盛世啊。

与邵雍是理学鼻祖更有莫大关系。
宋朝是儒学复兴时期，邵雍的《皇极经世书》，

以太极、道、阴阳、理、气、天地、人、物、神、性、情、
命等元素的缘起缘灭，来演绎宇宙、自然、社会、人
生的完整体系，奠定了宋朝新儒学的基础。

但《皇极经世书》又是一部隐含的易学书，太
极、道、阴阳、八卦这些玄虚的东西，既是儒学穷理
尽性的补充和拓展，又成为研究宇宙规律的新学科
——象数之学也即先天学。

因此，邵雍还有一个角色——江湖术士的“祖师
爷”。为了推广学术的前方便——邵雍易学的日常
预测，竟成了后世一些人赖以谋生的手段。烟火缭绕
中，庙堂的邵雍、江湖的邵雍默默含笑，“吾家先生”没
有分别心啊，不偏不倚，导师做到了极致，住在哪里，
哪里都是安乐窝。8

“安乐先生”邵雍

如果说把检修库比作医院，那么
动车机械师就是医生。他们通过望、
闻、问、切等手段，对动车进行全面体
检，消除各种隐患，确保安全运行。

一次，青工江亚奇在作业时发现
一个车轮踏面硌伤。“老荆、老荆！检
二道发现5车 6位轮踏面硌伤，请过
来确认！”“好的好的，马上到！”对讲
机里，两个人这样沟通。老荆赶过去
用仪器检测后，发现硌伤深度超出限
度0.25mm，便立即着手处理。“不要
小看这样的硌伤，它直接影响到动车
运行的平稳。”老荆说。

像这样肉眼几乎看不到的伤
痕，普通检修工是怎么看到的？老
荆介绍说，对动车的一级检修通常
采用无电和有电两个模式，时间各
为 1小时。作业人员会在无电状态
下，对动车车顶高压设备、车下转向
架及辅助配件进行检查；随后的有
电作业，会对包括司机室在内的各
种电气设备、车内设施及车体两侧
进行检查……

检修平台的地沟离车体的高度
不足1.80米。在一列动车的车底下，
青工张海涛正弯着腰、仰着头，手持
摄像手电对车底部的部件进行逐一
检测，每检测一个部件，他都会用粉
笔标注上日期——往往一节车厢下
来，需要标注四五十处。“动车的检修
要求非常高，别说不能掉一颗螺丝

钉，就连螺丝的防松铁丝都要确保完
好无损。”

“整车检修完毕后，还要由质检、
通信、电务、内外保洁等多个部门进
行联检。如果哪个环节出了问题，责
任也会连带。”老荆说，一列8节的动
车检修时间，一般在两个小时。

前不久，老荆的班组在对一列
动车检修作业时，发现一个电茶炉
缺水灯一直闪烁，而此时距检修出
库时间只有4分 45秒……老荆迅速
打开内侧柜门，发现这是电茶炉内
的干簧管故障，他一只手拿着扳手
拧松干簧管螺栓，另一只手将螺栓
拆卸，整个过程行云流水一般。1分
10秒后，故障解除……“像这样的故
障，虽然不会危及行车安全，但一旦
在检修中漏掉了，那就是我们的失
职。”老荆说。

夜静更深。一辆动车出库，很快
就会有另一列动车缓缓驶入。钻车
底、爬车顶……检修工们通宵达旦地
忙碌着，直到早晨6点把最后一列车
送出检修库。

晨曦中，在检修库外的休息区，
年青的工人们有拿着饭盒吃饭的，有
席地而坐说笑的……

空荡的库区，在此时安静了下
来。与此同时，四通八达的郑州高铁
线路上，一列列动车正飞速平稳地运
行着……1

深夜，绝大多数高铁停运。
此时，有这样一群人：他们身着特
有的工装，拿着仪器，对动车顶上
和底部的每颗螺丝、每块裙板仔
细检查……

夜幕下的机械师

□乔山峰

每逢周末，在郑州市嵩山路一个街头公园里，
总会活跃着一群孩子，小的四五岁，大的十几岁，
他们在一位花甲老人的带领下，有模有样地打着
快板、说着快书。

这个领头的老人名叫赵宝献，受过山东快书
高派传人李洪基的言传身教。上世纪70年代，赵
宝献在海政文工团曲艺班接受专业培训后，担任
了东海舰队文工团曲艺队队长。其间，他经常带
领队员上军舰、登海岛，到基层连队慰问演出。他
自编自演的小品《粮草官》、快书《水鬼度蜜月》等，
受到了战士们的欢迎和好评。

25年军旅生涯，赵宝献的艺术水平不断提升，
也积累了大量教学经验。转业到地方后，他利用
自己的特长，很快成为社区的文娱活动积极分子，
并带动了一些爱好者跟他一起表演，被左邻右舍
自豪地称为“我们社区的曲艺家”。

退休后，赵宝献发现快板书这一传统的曲艺
表演形式，越来越不被年轻人所了解。于是，他就
想把自己的快板书表演经验传授给下一代，让更
多的青少年感知中国传统曲艺的魅力。刚开始走
上街头义务教孩子们学快板书时，他的每个周末
活动都安排得满满的。除了教孩子们学快板书，

还教他们站队列、打军体拳。孩子们习练累了，他
还会给孩子唱歌、跳舞，在一边观看的家长都说他

“活脱脱就是一个老顽童”。
学习快板书的孩子越来越多，赵宝献的教学

热情也越来越高，指导也越发精细。在前不久
举办的河南省第九届少儿曲艺大赛上，跟着他
学艺的孩子中，有三人分别获得了一、二等奖。
特别是陈路行小朋友，以短小精悍的快板书小
段《拾钱包》，让观众捧腹之余也感受到了新时
代新风尚。“这是他跟我学艺以来，第四次蝉联
一等奖了。”赵宝献自豪地介绍说，像这样的小
学员还有很多，他们都已成为各自学校文艺演
出的主力，往往一出场就能赢得满堂喝彩，还吸
引了不少同学都加入了学习快板书的行列。“看
着他们越来越成熟，我就知道自己这么多年的
心血没有白费。”

这些年来，在教数百名孩子学习快板书的同
时，赵宝献还为郑州市一些单位、社区培训了500
余名文艺骨干，先后在社区广场、街头游园举办公
益快板书专场演出上百场。每一次演出，都是里
三层外三层围满了观众。

前不久，赵宝献再次被评为郑州市“文明市
民”。他说：“活到老，教到老。只要还有喜欢快板
快的孩子，我就会尽我所能教下去。”8

花甲老人教快板

夜晚。远离市区的郑州动车段
东动车所检修库内灯火通明。

夜幕中，一列列动车相继缓缓驶
入，停在检修道上。三层结构的检修
平台，下为地沟，用于检测动车底部；
中为悬空平台，用于停靠车体；上为

“钢桥”，用于检测动车顶部。
身着工装、头戴安全帽的检修工

各携工具，他们五人一小组，有的“上
天”，有的“入地”，在动车入库的两个
小时内，要把整列车的上上下下、里
里外外检查一遍……

“目前咱这里可以同时对6组动
车进行检修。每天晚上8点以后，结
束一天运输任务的动车都会陆陆续
续返回来。”动车地勤机械师荆建军
介绍说，这个所每晚要对近 30个动
车标准组进行检修。

晚上7点30分，是老荆所在班组
的上班时间。老荆说，每晚6点多他
就会驱车往单位去，车里会带一顿夜
宵，但几乎都是天亮后才有机会坐下
来吃。

老荆他们班组的工作是一级检
修作业——动车每运行4000公里或
48小时必须进行保养维护。在动车
检修的五个等级中，目前郑州东所只
进行一二级检修。一级检修，是例行
检查,主要是检查动车组设备设施的
状态和性能。

老荆说，动车就是“没有翅膀的
飞机”，检修得像保养飞机一样精
细。虽然动车的设备可靠性很高，但

“责任重于泰山”，不放过任何一个细
节，才能确保每组列车上路前都达到

“零故障、零缺陷、零误差”的要求。

□本报记者 刘向东 本报通讯员 刘奕昕 孟维星

工长老荆

郑州东所近700名职工，平均年
龄 29岁，检修车间 17个班组中，47
岁的老荆年龄最大，参加工作时间最
长，同事们都叫他“老荆”。他也常跟
人开玩笑说：“我也算青年咧，只不过
我一个顶俩。”

“一个顶俩”不光是年龄，更体现
在技术上。“有问题找老荆”是青工们
的口头禅。事实上，老荆和他们一
样，干动车检修才5年。

从对动车一窍不通到成为技术
专家，短短 5年时间里，老荆付出了
几倍于他人的努力——当初从其他

站段转岗过来，看着眼前一列列动车
停放在检修轨道上，四周都是精良高
端的检修设备，老荆直发怵：40多岁
了，还能学会这些技术吗？

“专业素质没问题，但脑子真不
如年轻人。”谈起当年那段经历，老荆
说，各种车型的设备、工艺、参数等，
对他来说就像天书一样。那些日子，
他整天跟在 20 多岁的“小师傅”身
后，一边打下手，一边学故障处理，仔
细揣摩、研究……

很快，老荆成了业务高手，两年
后，他担任了一级检修一组的工长。

无名英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