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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婉

“大伙加把劲儿，这四千多单货物
一定要赶在下午五点前发出！”在新安
县城西一个临时仓库里，汗流浃背的杨
少锋边和七八个人一起分拣、包装沙地
红薯，边给大伙儿鼓劲儿。这些被“穿”
上防震网、装进纸箱、贴上运单的红薯，
一天后就能出现在全国各地一些居民
家的餐桌上……

30出头的杨少锋，目前每天通过
网店销售10吨左右的红薯。前几天，
他还在网上发起了一次抢购活动，三个
小时就成交8000单20多吨红薯。

“创业艰难哪！”说起自己的创业经历，
杨少锋感慨万千。几年前，大学毕业的他
看到房地产行业红火，便放弃所学专业，和
朋友合伙开了一家装修公司。同类公司越
来越多，竞争越来越激烈，于是，他把目光
投向了互联网，开始从事电子商务。

“开网店远不像我想的那样只需要
接单发快递。要想在网络市场占有一席
之地，必须先吸引顾客流……”为了吸引

顾客，杨少锋赔本赚吆喝，搞各种活动拉
人气。曾经有一年，他卖出了100万双
鞋。但高销量的背后，是他持续的亏损
——最多一个月竟赔了70万元……为
此，他不得不四处借钱维持运营。

断断续续的亏损，也让杨少锋的生
意经验越来越丰富。“网上衣服类、鞋帽
类是主流，但市场却趋于饱和，要想有
更大的生存空间，还得转变经营理念。”
杨少锋说，也就是在这时，他决定把家
乡的农产品“搬”进网店。“农产品要是
能通过网购的形式送到千家万户，不仅
买的人方便，还能为老家的农产品找到
销路不是？”

心动不如行动。一番筹备，杨少锋
成功注册了新的网店和淘宝店。当时，
恰逢新安樱桃丰收之际，他在网上卖出
的第一批新安樱桃，顾客好评如潮。随
后，订单雪片般飞来，短短几天时间，他
就卖出了近两万公斤。初次“试水”的
成功，也给了杨少锋极大的信心和勇
气。考虑到农村每年都储存有大量红
薯，他又开始卖起了红薯。如今，他每

天的红薯订单都在4000单左右。“按照
一个订单（2.5公斤）39.9元算，一天就是
16万元左右！”

不起眼的红薯咋这么走俏，竟能卖
出这么好的价钱？杨少锋给出的答案
是：品质和服务。他从收购环节开始把
关，每个红薯的重量要求3两到8两，太
大太小都不要，不能变质或者损伤。而
且在销售前，他还会随机挑一批快递给
全国各地的朋友，让他们检验红薯在运
输过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直到解决所
有问题，他才开始正式销售……

“他的做法，是农村电商领域一个
很好的示范。”县商务部门的工作人员
说，杨少锋不仅帮助当地农产品找到了
销路，还带动了一批农村剩余劳动力就
业。目前，他公司的50多名工人，大多
是周边留守妇女，他们每月能拿到2000
元左右的工资，还不耽误照顾家庭……

现在，当地一些贫困村种植的青皮
核桃上市了，杨少锋正在网上宣传。“县
里产啥，我就卖啥，我要为扶贫做些力所
能及的事儿。”他说。8

□本报记者 刘向东
本报通讯员 付家宝 丁姜岚

早晨，小雨淅沥。
许昌市魏都区文峰塔附近

一处两幢楼的院落。
约好的采访时间，采访对象

范丽亚却不在家。手机打通不
大会儿，她从另一幢楼里风风火
火跑了出来，歉意地说：“早上七
点不到我就被电话吵醒了，一直
忙到现在……”

三楼一户居民家卫生间前
些天开始向楼下渗水，二楼的
户主这段时间一直在郑州帮女
儿带孩子，一天打给范丽亚好
几 个 电 话 ，央 她 去“ 看 着 点
儿”……

这个大院有63户居民，花甲
之年的范丽亚有14户人家的钥
匙。“不光是房门，不少人家的箱
子、柜子我都能打开。”被居民们
称为“钥匙总管”的范丽亚笑着
说。

□王剑冰

一
郑州东区，有一个地方叫圃田。东

西向的省道将这个地方打开，陇海线的
火车使其合而又分。不知是沿袭还是
巧合，列子故里竟就在了这道路的旁
边。

哦，那个“杞人忧天”“愚公移山”
“夸父追日”“呆若木鸡”“朝三暮四”的
作者，战国时期的大学者列御寇列子就
在这里啊！

转脚就走进了圃田村。
穿山门，过钟楼，进大殿，绕廊房，

一处处看去，脚步停在御风台，想象也
停在这台子上：列子或可就是从这里御
风西去。《庄子·逍遥游》中，列子是一个
能乘风遨游的神仙。《述异记》中也有，
列子常在立春日乘风游八荒，立秋日返
归，风至则草木皆生，去则草木摇落。
后来列子也真的是被渲染成了一个仙
人，唐玄宗天宝年间曾诏封列子为冲虚
真人，宋徽宗宣和年间也加封列子为冲
虚观妙真君。列子升入了神仙的尊位。

看着想着的时候，眼前就浮有一幅
画面：荒草疏离，烟霭凄迷，一个衣袂飘
飘者鹏鸟斜风而去，倏忽间没入云霄。

脚步最后停驻在列子墓前。潮河
环流，丘陵起伏，林木森森。

长久地盯着这抔老土，我甚至怀
疑，那个仙人是否已经安息。这个早就
进入传说中的人物，即使在民间，也说
不好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人。可能平时
爱健身的列子，是练就了一身轻功，只
是被后人越传越玄，传成了能飞的神
人。列子既是仙人，也是凡人，仙时潇
洒自如，随心所欲；凡时一介百姓，瘦弱
书生，遇困顿，连锅都揭不开。在《子列
子穷》里，我终于看到了列子的妻子，这
让列子进入了生活或者说从生活中走
了出来。正因为列子的平民色彩，所述
也大都是平常人可以接受的道理。这
是圃田的福分，也是列子的福分，圃田
能使列子在这里潜心治学四十年，说明
列子与圃田是相依相守互为默契的。

圃田曾是郑州至官渡间的一大薮
泽，官渡即是“官渡之战”的那个官渡，
是著名的古渡口。圃田在春秋叫原圃，
战国叫囿中，水润草丰，古树参天，野物
杂生，很有些气象，于是成了王侯狩猎
的好去处。周穆王姬满统御天下时，就
曾多次远离京城到圃田游玩、狩猎。一
次周穆王在狩猎时遇一猛虎，不禁失
色。卫士高奔戎上前与猛虎搏斗，最终
生擒猛虎并把它献给穆王。穆王令人
将虎就近关在圃田西边的一个村子，这
个村子就是现在郑州市中心的关虎
屯。而后穆王又派人把那只虎运往了
荥阳的汜水，也就是“锁天中枢、三秦咽
喉”的虎牢关，是三英战吕布的地方。东
周时，圃田真正成了王侯苑囿，穆王姬
满、宣王姬静都曾于此大会诸侯，进行狩
猎活动。由于黄河决口淤塞而渐升为滩
地，圃田更是美景加良田，成为人们喜居
之所。圃田春草，还是郑州的古八景之
一。光绪年间郑州学正朱炎昭作诗篇：

“东都行狩几千年，此是天王旧圃田。鸟
下绿无春似海，马嘶碧甸草如烟……”可
想当时的圃田是一处何样所在，那么列
子在这里的出现也就不足为奇了。

当时的圃田，即使有战乱，也相对
平和安逸。这就使得聪敏的列子成了
大气候。列氏当是一个大姓的，有说为
炎帝神农氏的嫡传子嗣。在中华文明
史中，列子是起了承上启下的作用的。
他在孔子之后七八十年出生，他百年
后，庄子出现。

二
从圃田向周边扩展，西部是商代古城

郑州，还有先民群居生活的大河村，东去
是后来的世界级大都市开封，北部有东方
的母亲河汤汤流过，南则有人祖伏羲的诞
生地。这样一个氛围是适合列子的。而
他写到的杞国、鲁国以及太行、王屋，也都
在圃田周围。

我想重温一下那些启悟我们心智
的寓言故事：

从前有个乡下人丢了一把斧子，他
怀疑是邻家的儿子偷的。此后，他观察
那人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无不像偷斧
子的。后来，丢斧子的人在山谷里挖地
时掘出了那件遗失物。再留心察看邻
居家的儿子，就觉得他走路的样子、脸
色表情、言谈话语都不像是偷斧子的
了。这是《疑邻盗斧》。

孔子到东方游说，路上遇到两个小
孩子在争论，就上前问原由。一个小孩
说：“我认为太阳刚出来时离人比较近，
而到了中午太阳就离我们远了。”另一个
小孩说：“我认为太阳刚出来时离人比较
远，而中午离我们近。”孔子感了兴趣，问
各自的理由。一个小孩说：“太阳刚出来
的时候，好像车的盖篷那么大；到了中
午，它就只有盘子那么大了。这不正说
明离我们远的看起来就小，离我们近的
看起来就大吗？”另一个小孩说：“太阳刚
出来时，感到还有些凉凉的；到了中午，
就热得跟泡在滚汤里一样，这不正说明
离我们远的就感觉到凉，离我们近的就
感觉到热吗？”孔子竟一时也判断不出谁
对谁错了。这是《两小儿辩日》。

齐国有个人一心想发财，这天清
早，他穿戴整齐来到集市，在卖金子的
地方看见黄澄澄的金子，伸手抓了就
走。官吏捉住他问：“集市上这么多人，
你为什么敢公然拿别人的金子？”此人
回答：“我拿金子的时候，眼睛里没有
人，只有金子。”这就是《利令智昏》。

列子的作品可谓篇篇珠玉，读来妙
趣横生，意味隽永。这些脍炙人口的寓
言故事带给人很多可以
遵循的道理，如做
事情贵在坚持；
以好心待人，必
得有好的回报，
以恶意待人，
必得有恶报；
在学习上不
但要知其然，
还要知其所
以然；真正的
本领是从勤
学苦练中得

来，知识技能没有穷尽，不能只学到皮
毛就满足等等。我很想知道列子这样一
个人物，是如何这等聪慧，让所作进入一
个又一个经典。也许这样的写作，就是
列子融入社会、解说生命的一种方式，他
沉浸在一个个寓言故事里，让那些故事
伴随自己、提醒自己，也感染他人、警示
他人。我觉得，在列子的作品里是有列
子自己的，或也有我自己，这么觉着的时
候，就感到离列子近了，就感到了列子的
力量，就如汉语里成语的力量。

三
圃田南部的新郑是黄帝故里，列子

对黄帝很是尊崇，按刘向的话说：“其学
本于黄帝老子，号曰道家。道家者，秉要
执本，清虚无为，及其治身接物，务崇不
竞，合于六经。”南面还有老子的出生地，
列子受这个老乡的影响也很深。“清虚无
为”即是由老子提出而列子发挥的。

列子是个很虚心的人，他学射箭，偶
尔射中了一次，关尹子说：“你知道你射
中靶心的原因吗？”列子说：“不知道。”关
尹子说：“这样还不行。”列子回去后又练
习射箭。三年后，列子又向关尹子请
教。关尹子说：“你知道射中靶心的原因
了吗？”列子说：“知道了！”关尹子说：“好
好把握这个技巧，不要让它荒废了。不
光是射箭，治国修身也是这样。所以圣
人不关心结果，而注重清楚整个过程。”

还有杨布打狗的故事：杨朱的弟弟
叫杨布，有一天，他穿了件白色的衣服
出门去。天下雨了，他把白色衣服脱
下，穿着一套黑色的衣服回家。他家的
狗认不出杨布，就迎上去对着他大叫。
杨布非常恼火，拿了棍子要去打狗。杨
朱说：“你不要打狗，你也会是这个样子
的。假如你的狗出去的时候是白的，回
来的时候变成黑的，你能够不奇怪吗？”

这样的富含哲理的讲说在《列子》
中是很多的，如列子问：“道德最高的人
不会窒息，入火不会烧伤，腾空行走而
不恐惧，他们依靠的是什么？”关尹子
道：“是纯气之守也，非智巧果敢之列。”
就是说，他们依靠的是纯化本性，涵养
元气，保持品德，而不是执意取巧的
伎俩，所以能够通向自然。再比
如，《黄帝》篇有引粥子的话说：

“欲刚，必以柔守之；欲强，必以
弱保之。积于柔必刚，积于
弱必强。”

作 为 一 部

哲学论著，《列子》对当时思想界关于有
无本末的论题作出了独具特色的回应，
也更体现了他对个体生命的关怀，可以
这么说，《列子》之所以要讨论有无变化
的问题，就是为了建构一套形而上的生
命理论，以指导人们坦然面对世事自
然。列子提出的人生观，就是达生乐死，
活则善待生命，死则安逸顺然。知道生
命的短暂，就要随心所欲地生活，而不违
背自然的欲望，更不要被声名所累，被长
生的企图所惑。这与儒家提倡的自我修
养、清心寡欲有着本质的差别，更容易被
百姓所接受。

史传列子一共花了24年证得了修
真的极限，后来列子连谁是他的师父都
不知道了，只把自己与自然互融为一个
宁静和谐的整体。

《列子》是给平常人讲的哲学。既
然如此，列子就直接进入了民间的亲切
中。列子在思想认识与文学理念上也是
先进的，按现在的话说，是一个具有前瞻
性的学者和作家，他的创作真的是如传
说中的那样无拘无束，自由放达，想象斐
然，视野极为辽阔，思路极为奇峻。也就
不由得让人觉了这人真的是御风而行的
非凡者。历史上像列子这样人仙合一的
人物实为鲜见。“我欲乘风归去”——除
了苏东坡，敢有御风而行的念想者不多。

离开圃田的时候，又猛然想到了一
个寓言：“海上之人有好沤鸟者，每旦之
海上，从沤鸟游……”列子知道大海、去
过海边吗？在那个年代，那样的道路，
那样的交通工具，他怎样能从遥远的中
原到达大海呢？如果没有到过，又是如
何想象了大海和鸥鸟呢？

我只能相信这位神人是御风而往了。
列子，真是少有能列于其侧者，不

管是其人还是其作，都是一个历史的奇
迹。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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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深处

我为家乡当网商

“事儿妈”

楼幢长

钥匙墙

范丽亚家的房屋面积不大，
客厅沙发还是床式的。进得门
来，一面墙上挂着的十几串钥匙
格外引人注目。每串钥匙下方，
标注着钥匙主人的名字。

十几户人家的钥匙怎么挂到
她家了呢？事儿还得从前年冬
天一个中午说起——独居的刘
老太出门买醋时，钥匙忘在了家
里。当时，火上还炖着肉，老人
急得拍着门大喊大叫，范丽亚找
来开锁匠打开房门后，老人随口
说：“这次多亏了你。像我这记
性，保不准还会再把钥匙忘家里
呢。”“姨，你要是信得过我，干脆
就把家里钥匙给我一把，再有啥
急事儿，我也好帮你。”范丽亚一
脸诚恳。老人当场把家里的钥

匙给了她一把……
这事儿在院里传开后，一些

人便多配了一把家门的钥匙，并
郑重地交给范丽亚保管。

热心的范丽亚来者不拒。
把自家房门钥匙交给别人保
管，毕竟不是件简单事儿。“这
是信任，也是责任。”范丽亚说，
就在刚才，一单元的王阿姨给
她打电话说阳台窗户忘关了，
窗台上还放着两双鞋，让她去
给收屋里……

“现在我们院里的人无论是
出远门的，还是短时不在家的，
都喜欢把钥匙交给范大姐。她
就像我们自家人一样，钥匙交给
她，有啥不放心的？”楼下一个正
散步的居民说。

手机用的是38元套餐，月话
费六七十元；没有刻意步行健
身，手机里的计步器每天显示都
在万步以上……范丽亚笑着说，
她就是个“事儿妈”。

这个建于上世纪 90年代的
家属院，目前住的大部分是老年
人和租房者。“我在这儿住20多
年了，许多居民有啥事儿，都愿
意和我说。”正说着，范丽亚的手
机又响了起来。

“是一个租房户。”接完电
话，范丽亚笑着说：“现在好多租
户有事儿都不找房东了，他们觉
得我比房东都管事儿！”

提起热心肠的范丽亚，邻居
李大爷打开了话匣子：“她可是
帮了我们不少忙呢！谁家有困
难，她都主动帮。帮我们这些腿
脚不便的老年人买菜、缴水电
费，还常帮着院里的人调解矛盾
纠纷呢……”

上周一个深夜，睡梦中的

范丽亚被手机铃惊醒了。“丽
亚啊，我爱人和老李因为一点
儿琐事吵起来了，大半夜的影
响多不好。你快点下来劝劝
吧！”电话那头是老孙爱人焦
急的声音。

“好，我马上去。”范丽亚起
身时，丈夫嘟囔道：“大半夜的还
让不让人睡觉了？”范丽亚说：

“你听听楼下恁大声音，要是没
人去劝劝，谁能休息好？”

调解邻里矛盾，范丽亚有一
套自己的方法：各个击破——先
将矛盾双方拉开，然后一个个做
工作，再让双方在一起平心静气
地商量处理办法……半个小时
后，老孙和老李握手言和。

“丽亚，多亏了你。本来我
都想着报警呢。”老孙的爱人说。

“吵个嘴怄个气又不是啥大
事儿，麻烦警察干啥？反正我就
是个事儿妈，找我就行！”范丽亚
笑着说。

“楼幢长”是范丽亚的“官
方”职务。45岁时，长期从事有
害作业的她按规定退休了，因为
喜欢操心院里鸡毛蒜皮的事儿，
被居民们推举担任了这个职务。

“都是老街坊，有忙要帮时
他们能第一个想到我，是对我的
信任。”范丽亚说，无论这院里谁
需要帮忙，她都会义无反顾。这
些 年 ，她 还 发 展 了“ 左 膀 右
臂”——住在一楼的杨宝伟夫
妇。“这两口儿也都是热心肠。”

“院里的活儿他俩可真没
少干。”范丽亚说，帮老年人搬
东西，在院里栽树，清理院内杂
物……体力活儿都是杨宝伟抢

着干，他的妻子张明香也经常陪
院里的孤寡老人聊天儿，老人们
遇到什么困难了，不用交待，她
也总是尽心尽力帮忙……

“社区组织志愿服务活动，
范大姐几乎每次都积极参加。
前段时间我们市创文迎检，范大
姐还和我们社区工作人员一起
到居民家里搞宣传，动员大家一
起打扫卫生……帮了我们不少
忙。”社区负责人马静说。

“大家住在一个家属院，就该
像一个大家庭。远亲不如近邻
啊！”范丽亚说，每天能为院里的人
干点事儿，她觉得特别有意义，也
特别充实。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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