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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深处

本版插图/王伟宾

□王雷

偃师市新寨村一处破旧的农家院里，佝偻着
背的曹明略显迟缓地锛了几根木条，凿上孔，固
定在长凳上刨光。“爹，甭再干了吧。”院外一声响
亮透了进来。这是二儿媳李银玲的声音。李银
玲大半晌不见出去遛圈儿的老人回来，就知道他
又到老宅干木匠活儿了。

“不让干活儿浑身不舒服。”老曹不情愿地放
下墨斗，拍打着身上的木屑。

生于 1914年的老曹，10岁便跟舅舅学银饰
打造技艺。兵荒马乱的岁月，戴银饰的人寥寥无
几，老曹只好四处帮工打杂。

岁月荏苒。新中国成立后，老曹回到家乡，
拜当地的胡木匠为师，开始了木匠生涯。

“木匠不好学。”老曹说，锯、刨、劈，挤楔、卯
榫、透销，挂销、破销、镶面，这些基础活儿说着容
易，学精到不易。从原材料到制成各种各样的家
具，中间的繁复程序和工艺，每一步都要精确。

走街串巷。胡木匠带着老曹越走越远，老曹
的水平也越来越高。周边村子谁家有了木匠活
儿，第一个想到的就是老曹。

大集体时老曹做木匠活儿，每天都比别人多
挣工分。十里八乡谁家有木匠活儿，总是请老曹
去做。没活儿时，老曹就做些拐杖、凳子之类物
件到集市卖。

老曹说，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是他最吃香的
时候，差不多每天都有人请他，酒烟招待，好吃好
喝。这家活儿没干完，下家已排队在等了。

“我爹说得没错，我就打心眼里佩服他。”一
边的李银玲插嘴说，甭看老人不识几个字，算术
没学过，木料的尺寸全在脑子里。

经年累月，老曹凭借自己的人缘和技艺，赢
得了人们的尊敬。“远的地方咱不说，早些年村里
人娶媳妇、嫁闺女，家具差不多都是俺做的！”老
曹骄傲地说。从设计到开料、抛光、打磨，丁丁当
当敲打几天，铁钉、螺丝、胶水都不用，漆是清漆、
水漆，“明清时的家具都是这样制作的”。

靠着木匠这门手艺，老曹养活了三儿两女。
儿子结婚，他打的家具；闺女出嫁，他做的嫁妆；
十多年前老伴去世，是他打制的棺木……

大半辈子木匠生涯，老曹弯曲的腰板直不起
来了，木匠活儿却做得有板有眼不失水准。只是
近年，二儿媳李银玲一见他干木匠活儿就“吵”，
老曹也总是讪讪地笑着支应。

岁数大了，老曹也渐渐不再接木匠活儿了。
但常有邻居拿些木料来找他做个板凳什么的，他
那个放着木工用具和堆着木料的破旧小院就成
了他的精神家园。他会一个人在那里锯锯刨刨、
敲敲打打，享受与木材亲密接触的美好时光。前
年，村里有人盖楼时屋里想装个木梯，找到他时，
他二话没说接下活儿。本想就此收手，却不想随
后这两年，仍不时有街坊带着木料找上门来求做
拐杖、案板、凳子甚至蒜杵……

近一二十年，老曹做活儿分文不取。
“老人能活恁大岁数，多亏二儿媳妇服侍得

好！”邻居李晓林说。婆婆离世后，李银玲就让公
公搬过去跟他们夫妻住，还常给他开“小灶”滋补
身体。

老曹家门口堆积着很多破旧的老式家具。这
些被人丢弃的过时货，在老曹手里都能变废为宝。

村里不少人都说，老人心胸开朗、勤劳善
良。“一百多岁了，还能做木匠活儿的你见过几
个？”

“哪天我走了，村里就再没木匠了。可木匠
这行当不能没有啊，鲁班祖师爷在天上看着呢！”
老曹说。8

百岁老木匠

寻找烈士坟茔，无偿葬埋遗骨，无
偿植树、种花，铺路，接待瞻仰者，给他
们讲解烈士的故事……这些年，老范把
主要精力都投在了陵园。

树木郁葱的陵园里，已有 32位革
命烈士在这里长眠。

随着附近景区的开发，隔三岔五都
会有人来。每年清明节前，也是老范最
忙碌的时候，他会早早地把彩布条挂到
园里一棵棵松柏上，把墓碑擦洗得干干
净净。清明节当天，他还会和妻子一起
带着儿孙捧着鲜花，为烈士献花，默哀，
鞠躬，扫墓。

2014 年 4 月，老范因病在县城住
院，清明节向医生请假被拒绝后，他闹
着出院。得知老范是为烈士义务守墓
的道德模范时，院领导特意组织医护人

员陪同，用救护车拉着他，和他一起回
去扫墓……“这是我有生以来享受到的
最高待遇。”老范说。

如今，这个烈士陵园已被当地政府
定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红色革命教育
基地、青少年思想教育基地。在老范的
感召下，十里八乡的乡亲经常会去瞻
仰，参加清明节祭奠的人也逐年增多。
今年清明节虽然下着雨，仍来了 2000
多人。

看着这一切，老范欣慰：“我做的一
切都是值得的。”

“有一天我走了，我的儿子会继续
在这里陪着他们的。”64岁的老范，早在
他住院那一次，就让大儿子给他写下保
证书。“我在我守，我不在儿孙守。这是
我立下的家规。”1

三国魏臣司马孚马孚

鲁山县团城乡。
2006年初夏，53岁的范钦宪从旗

杆村搬到几公里外的鸡冢村。农民的
身份没变，焊匠的职业未改，但他多了
一项工作：守墓。

顺着柏油路边“红二十五军烈士陵
园”指示牌，一条土路的尽头是郁郁葱
葱的山林。林侧，就是老范守护的陵园
和他的家。

院内，散乱地堆放着焊工器具。老
范做了30多年的焊匠，守墓，已整整11
年。

时光回溯。1934年 11月底，红二
十五军一部突破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
截进入团城乡瓦窑村，留下5名伤员后
继续北上。然而不久，当地恶霸竟把5
名红军伤员残忍地活埋了……

历史需要铭记。2006年3月，当地
政府决定在鸡冢村修建陵园集中安葬
革命烈士时，老范自告奋勇寻找5名红
军烈士的遗骸。几多艰辛，老范终于在
一个荒山沟里找到了忠骨……

“我是含着泪把他们一一移到陵园
的。”

他们没有名字，5块墓碑上统一写
着“无名烈士 红二十五军战士 1934
年 11月在瓦窑村牺牲”；他们的故事至
今仍在流传，其中一个不到 20岁的红
军女战士，因伤势过重，缺少药物，疼得
死去活来，牺牲时还不停地念叨着母亲
和战友……

“我们今天有儿有女，他们却啥都
没有。想到这些，我心里就可不是味
儿。”老范说，从找到 5名烈士遗骸起，
他就有了当守墓人的念头，“要守就守
一辈子，让他们的故事流传下去，告慰
他们的在天之灵。”

说服了妻子王会云，旗杆村的老范
成了鸡冢村的人。肃穆的陵园里，老范
每天忙碌着。常有人问他图什么，“报
恩！”老范毫不犹豫地说，他的父母都是
逃荒要饭来到团城乡的，白天出门讨
饭，晚上露宿破庙，是新中国给了他家
土地和房屋。

寻 找

自愿为5名红军战士守陵的老范，
从县民政局了解到团城乡还有24名被
敌人杀害的八路军战士、农会干部“无
人照顾”时，他再次决定：“我要把他们
都找到，让他们都来这个家。”

寻找、确定烈士坟茔，起出几十年
前的遗骸，殓入棺材，雇人雇车拉回陵
园，艰难困顿，老范自知。

从春到夏，从秋到冬，一天天奔波
在山头林间，翻过多少山，走过多少路，
老范自己也说不清楚。每找到一处，他
就做好记号，打下棺材,按照当地的习
俗烧纸、放鞭，跪地磕头，然后把烈士的
遗骨逐一装殓……山路崎岖，老范求亲
恳友从山上往下抬。有一年春节前下
着雪，为了让烈士能在陵园过上春节，
老范高价请人把棺木抬到了山下。“当
人们知道我是义务为烈士起坟时，他们
多愿意无偿帮助我。”老范说。

2013年腊月，24位烈士的棺木全
部入园。

这期间，老范还多方搜集烈士的英
雄事迹，自费请人刻在陵园的碑墙上，
并请画家描绘烈士牺牲时的场景，张贴
在陵园大门两侧。

在老范的住处，简单地摆放着几样
家具，门前屋后堆放着镐头、铁锨、水桶和
喷雾器，这是他开荒、栽树、治虫的工具。

位于山地的烈士陵园，以前光秃秃
的什么也没有，植树挖坑也常是一镐头
下去迸几个火星儿。为了让陵园有一个
好的环境，2007年起，老范和妻子一起，
自费在陵园种满了月季、桂花和松柏。

不断有人问老范当守墓人收入多
少，“没有。”老范说。后来，实在被问烦
了，“我就编瞎话跟人说，每月两千块！”

“我是自愿来跟烈士们做伴儿的。
怎么会要钱呢？”

告 慰

□孟庆玲

一

公元 260年，魏帝曹髦在与司马氏博弈中失
势被杀。混乱局势中，一个老者站到了漩涡中心。

他是司马孚，司马懿的三弟、司马师司马昭的
三叔、晋武帝司马炎的叔祖。少年的他随父兄一
起奔波着，选择人生也被人生选择，最后和哥哥司
马懿一道，留在了曹魏阵营。

司马孚先是辅佐曹植，这个恃才傲物的坦荡
君子不懂韬光养晦，好在沉稳的司马孚是他的镜
子，让他时时看出自己的浮躁和矫情。后来，司马
孚又和哥哥司马懿一道辅佐太子曹丕。

曹操去世，朝野一片混沌，司马懿很快澄清了
这池浊水，因为他的身后，站着弟弟司马孚——有
弟弟断后，他才能心无旁骛地向前。

此后的魏国，在鼎立的三国中率先称帝。而
司马家族，也随着曹魏帝国的冉冉升起而蒸蒸日
上。之后伐蜀、伐吴，司马懿和司马孚联袂，将魏
国打造成一个坚挺无比、顾盼自雄的帝国。

但在皇帝乃至众人心中，司马懿才是这个家
族乃至整个国家的灵魂。他的决策、他的谋断成
为经典、成为教科书，而司马孚，则只是一个棋子，
被司马懿轻描淡写地掂起或放下。

那个风雨如晦的时代，同时也是激浊扬清、气
节高蹈的时代。汉末士风的砥砺、儒家道义的濡
染，使司马孚别有一番高士的气度和胸襟，正是这
种气度和胸襟，将他与其兄政治家司马懿区别开
来。

公元239年，魏帝曹芳继位，曹爽和司马懿共
同辅政。一开始，两人还齐心协力，但很快权力开
始失衡：曹爽锋芒毕露，独断专权；司马懿却不动
声色，养精蓄锐以待一招制敌。

十年后，司马懿发动高平陵事变，诛灭曹爽一
党。司马孚是参与者之一。和曹爽的对弈，是两
个家族的角力，他别无选择。

二

公元251年，司马懿病死，但司马代魏的进程
却没有停滞——侄子司马师和司马昭正在加速奔
跑。

此时，司马孚已年逾古稀，他唯一能做的，就
是尽可能地多为曹魏效力：东吴诸葛恪伐魏，司马
孚任督军迎战；蜀将姜维攻魏陇右，司马孚坐镇关
中应战。

但司马孚的努力没有为曹魏带来福祉，却使
司马氏家族更荣耀，更有资格和能力成为曹魏的
掘墓人。

公元 260年，魏帝曹髦和丞相司马昭的矛盾
激化。他以卵击石，带领数百名卫兵和奴仆，攻打
相府，结果刚走到宫门就被司马昭手下成济杀死。

皇帝非正常死亡，百官噤若寒蝉。
奔丧的只有陈泰和司马孚。
司马孚抱着曹髦，痛哭自责：“杀陛下者臣之

罪。”他甚至上奏太后要揪出主谋。
司马孚当然知道主谋是谁，也知道太后不会

傻到去揪，之所以这样做，只是极力保持一种清洁
的姿态，将自己和侄子们区别开来。

在家族与皇权的对峙中，司马孚矛盾重重：一
方是血亲，一方是君父，他不能选择，只能战战兢
兢作壁上观。司马氏威慑群臣，他观望；司马氏废
立皇帝，他观望。

扯去伦理道德的遮羞布，司马氏家族变得毫
无顾忌，裸奔在公元三世纪的旷野。公元265年，
司马炎终于堂而皇之地称帝。魏帝曹奂被废为陈
留王，迁往金墉城。

通往金墉城的大道上，曹奂看到了新朝皇族
司马孚。

司马孚是来送行的。此刻，他再不能暧昧作
壁上观，他必须表明立场。

他为谢幕的曹魏送行，更为自己。握着曹奂
的手，他对废帝也对自己发誓：“臣死之日，固大魏
之纯臣也。”

这是司马孚的抉择。他终于摆脱了司马氏，
做一回真正的自己。

三

西晋以非常手段夺得天下，不好意思谈忠。
孝，便成了治国之本，晋武帝司马炎一开国，便祭
起了孝子王祥这面大旗。和王祥一起彩旗飘飘
的，还有资深皇族司马孚。

爷爷父亲已逝，硕果仅存的叔爷爷司马孚就
成了司马炎秀孝的道具：封其为安平王，增其薪
俸，允许司马孚坐轿觐见……

司马孚没有受宠若惊，反而更加忧患。他的
目光，从未远离过金墉城。那里，一个幽居的叫曹
奂的青年，是他内心永远的痛。

公元272年，93岁的司马孚去世，一个过渡的
时代结束了。

死前，司马孚立下遗嘱，为自己盖棺论定：“有
魏贞士河内温县司马孚，字叔达，不伊不周，不夷
不惠，立身行道，终始若一，当以素棺单椁，敛以时
服。”

“不伊不周，不夷不惠。”出自班固的《汉书》和
扬雄的《法言》，典故虽拗口，意思却明晰：曹魏失
天下自己匹夫有责，但自己尽力了问心无愧。

金墉城里，26岁的曹奂痛哭失声：魏朝最后一
个遗民作古，魏朝真正寿终正寝了。

晋武帝却松了口气，一块沉重的石头终于落
地了。没有司马孚的日子，他游戏人生，
快意恩仇，再不用作秀了。

四

晋代魏的进程中，司马孚曾一度作壁上观。
正是这种幕后观察，使他看清了局势，做了选择。

西晋代魏，是司马氏家族几代政治积累的结
果，从司马懿、司马师、司马昭到司马炎，无一不在
进行家族政治资本的滚动积累，甚至司马孚自己，
也曾参与其中，等他意识到可能引起山崩时，已回
天乏力了。

在曹魏与司马氏的对峙中，司马孚其实是有
私心的。在东汉末年，士风凌厉，伦理失衡，家族
利益有时要高于国家利益。司马孚和司马懿兄弟
怡怡，共同维护家族的既得利益，就是如此。

但司马孚又深受儒家伦理道德的濡染，对君
臣节义视为神明。因此，当侄子司马师和司马昭
冲破他的道德底线时，国家利益在他心中重新占
了上风。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的这种两难选择带来
了喜剧性效果。

魏晋交替，群臣和宗室慑于司马氏的淫威，不
敢明确反抗，但他们大都需要一个说法。

这个说法，司马孚为他们讨到了。
他是宗室元老，却自称前朝遗民，做了这些人

想做不敢做的事。于是涌动的暗流一泻千里，成
了西晋远航的河道。

对自己家族，司马孚也做到了仁至义尽。司马
氏几度废立皇帝，他虽不参与，却不闻不问，并没有
站在对立面。他左右不了政局，也左右不了家族
的政治走向，但他能左右公众舆论和民众口碑，为
名声扫地的司马氏挽回了些许面子和人望。

新朝皇室和旧朝遗民两种角色，使司马孚的
一生充满了矛盾和张力。这种矛盾和张力无意中
又成全了他：他以自己的人格魅力，使一场场政治
和人性危机化解成太康盛世的春风化雨。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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