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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2009年，苗畬就在学校成
立过志愿者服务队，当时的目标是
关爱留守儿童。多年来，他带着团
队几乎跑遍了郑州周边县区的学
校。他说：“这么多年来，我深切地
感受到，郊县的孩子们急需的并不
全是物质援助，更需要精神上的援
助。”

今年8月，苗畬带着织女团的十
几个队员到登封市垌头村为留守儿
童献爱心，活动主题是“我的梦
想”。活动中，有个小女孩说到了她
的“明星梦”。“老实说，我很震惊。”
苗畬说，这件事带给他的感触很深，
也让他思索：志愿者活动能不能由

“送物质”改为“送思想”？
其实，在与织女团的孩子们接

触中，苗畬就已经意识到了“送思
想”的重要性。织女团最早的“男织
女”张琦，毕业入伍后的第一个春
节，曾给苗畬打来这样一个电话：

“苗哥，我只有五分钟通话时间，除
了和父母通话，我就想和你说两分
钟……”

“说实话，我们学校的孩子几乎
都是中招落榜生，不少孩子没有自
信甚至自暴自弃，如何改变他们的
价值观，提升他们的自信，我认为就
是要给他们‘送思想’。”在苗畬的记
忆里，还有这样一件事，有一年寒假

前，他买来毛线，让织女团的孩子们
回家时分别给自己的母亲织一条围
巾，令他想不到的是，正是他这样的
关爱，让孩子们体味到了另一种关
爱：环卫工多是夜间工作的，给他们
送的围巾能不能既让他们感受到温
暖也感受到安全呢？于是，一个叫
孔孟珂的女生第二天就跑到小商品
批发市场自费买来反光条，并从这
年开始，加织在围巾上……

“我觉得这就是孩子们思想的
升华。”苗畬说，正是如此，他以“我
有梦想要发芽”为题，设立了一个新
的帮扶项目，旨在帮助留守儿童进
行思想信念方面的教育。目前，这
个项目已得到了郑州市文明办的认
可，成功立项。“接下来，我们会在市
郊各县区分别选择留守儿童聚集的
学校进行试点，通过理想信念教育，
让孩子们认识自我、理解他人、融入
集体、重塑价值、坚定信仰。”

“一座城要想成为大爱之城，
我觉得离不开志愿者一点一滴的
行动汇聚。七年了，我感受到了织
女团孩子们的改变，他们越来越自
信，越来越阳光，越来越懂得感
恩。作为一名教育工作者，更是作
为一名志愿者，我坚信，只要每个
人心存善念，我们的社会就会充满
正能量。”1

□付鹏举 项慧敏

汤斌（1627-1687），睢州（今睢
县）人，官至内阁学士、江宁巡抚、礼
部尚书等，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清官
之一。

清顺治十二年（1655），汤斌出任
陕西潼关道员。新官上任之际，他买
了三头骡子，主仆各骑一头，另一头
驮着两套破旧被褥和竹书箱。

涉足官场之初，汤斌先后在陕西
潼关道和江西岭北道任职，生活非常
俭朴，粗茶淡饭，习以为常。由于每
日三餐都是汤，少有荤腥，百姓称其

“三汤道台”。
出任江苏巡抚后，汤斌虽位高权

重，又出镇富饶之省，但依然生活俭
朴，餐餐都有一道豆腐做的菜，苏州
百姓因此称他为“豆腐汤”。

康熙二十三年（1684），汤斌升任
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出任江宁巡
抚。由于江宁赋税比其他地方高出
许多，百姓苦不堪言。他担任巡抚的
前一年，淮安、扬州二府遭受水灾，时
任江宁巡抚余国柱上疏说：“水退之
后，田还可以耕种，明年应当照例征
收赋税。”汤斌接任后，重新查勘时发
现水并没有退，而且即使有水退的地
方也无法耕种。于是，他上疏奏请废
掉余国柱的意见，又请求免征苏州、
松江等七州府康熙十三年至十七年
没完成征收的米银。

汤斌出任江宁巡抚次年，扬州大
旱，数十万百姓流离失所。汤斌下令
各县打开官仓赈灾，并从国库拨出存
银五万两，到外地采购大米。一些官
员劝阻他说动用国库应该给皇上上
书，如果私自动用，皇上怪罪下来，承

担不起。汤斌说：“如果现在上奏章，
等皇上批准下来，灾民早就饿死了。
现在先用着，皇上要怪罪，由我一人
承担，只要能救扬州的灾民，就是免
去我的职务也值了。”

汤斌在陕西、江西、江苏、北京四
地先后做官12年。《清稗类钞》记载他
的故事：“以清介自励，下属有贪酷
者，皆善为劝勉，不改，始惩之。”

前任巡抚余国柱任职期间勾结
大学士明珠搜刮民脂民膏，汤斌到
任，为政清廉，触犯了明珠的利益，因
而遭到明珠及其党羽的陷害，尤其嫉
妒的余国柱，伺机倾轧。当时，明珠
掌权滥施淫威，余国柱等朝中文武多
趋炎附势，唯独汤斌不肯屈从。考核
官员时，外官纷纷向明珠送礼，却没
有汤斌的属员。当朝廷免征江南赋
税时，余国柱让人告诉汤斌，说这都
是由于明珠的功劳，江南人对他应有
所报答，以此索取贿赂，汤斌不予理
睬，正言拒之道：“民有财不以输正
供，而以媚权贵乎？”

升任礼部尚书后，汤斌仍保持着
艰苦朴素的习惯，冬天上朝时总是外
披一件破羊皮袄御寒。在当时，凡进
士人皆衣貂的年代，尚书的破羊皮袄
成为大清官场的一道独特风景，汤斌
因此博得“羊裘尚书”的美誉。

汤斌不仅对自己要求严格，
对家属子女也是如此。夫人
马氏身着多年的旧棉衣，
经常转身时都有棉絮
从袄边散落。苏州
受灾期间，他检
查自家的生
活开销流水
账，发现有人

买过一只鸡，便雷霆大怒，问道：“谁
竟然买鸡吃？”得知是长子汤溥所
为，汤斌更为震怒，责令其在大庭广
众跪诵《朱子家训》，怒斥道：“你以
为苏州鸡价如河南老家农村那样便
宜吗？你既然想吃鸡，就滚回老家
去吃。天下读书人断无不嚼菜根而
能成功者！”

康熙二十六年（1687），“理学名
臣”汤斌在工部尚书任上病逝，家财
唯有俸银八两，竟不足入殓之费，友
人徐乾学赠赙仪二十两才得以入
土。雍正十年（1732），汤斌入祀贤良
祠；乾隆元年（1736），汤斌获谥号文
正；道光三年（1823），汤斌从祀
孔庙。

至今，睢县汤斌祠
堂画像两侧还挂有

“天下文官祖，

三代帝王师”的楹联。“桐城学派”鼻
祖、“布衣宰相”方苞盛赞汤斌：“国朝
语名臣，必首推睢州汤公。”

汤斌一生，历尽坎坷。他曾两次
从故乡出发踏上仕途，躬身实践“修
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他身
居高位，却廉以自守，魂归故里时，留
下了一抔黄土和一世清名……8

爱心织女团
□本报记者 刘向东 本报通讯员 乔山峰

80后的苗畬，是郑州市一所职业技术学校的普通

教师；爱心织女团，是他2011年发起组织的学生志愿

者团队。7年来，织女团由最初20多名女生，到如今

180余人，面孔在变，不变的是孩子们对苗畬的称呼

“苗哥”，和他们对毛线编织的热爱……

□薛培政

“磨剪子嘞，戗菜刀——”伴着一
声吆喝，肩扛磨刀凳的张师傅，出现
在郑州熊儿河畔一个小区门前。冬
日暖阳下，他的吆喝声传得很远。

来自淮阳乡下的张师傅名三炮，
个不高，但健谈：“俺乡下人文化浅，
给孩子取名不讲究，看见啥就叫啥，
就因为俺小时候饭量大，发育又快，
敦实得像村口那三座炮台，父母便给
俺取名三炮。”围在摊儿边的几个人
都笑了。

张师傅祖上三代都以磨剪子戗
菜刀为业。他的那条枣木长凳，看上
去有些年头了。长凳一头固定着两
块磨刀石，一块用于粗磨，一块用于
细磨；另一头绑着坐垫，挂了一只木
箱子，里面装着锤子、钢铲、水刷、水
布等工具。凳腿上，吊着一个装水的
铁罐。

张师傅说，有一个“骑着它不走，
走着不能骑”的谜语，指的就是磨刀
师傅做活时的形态。张师傅常会在
干活儿时说这个谜语让围过来的孩
子们猜。而说到他自己做这活儿，就
有了些许诗意——每天骑的是千里
赤兔马，磨的是青龙偃月刀。自嘲已
毕，张师傅总是一阵爽朗大笑。

小区里一位中年妇女拿着一把
生锈的菜刀走了过来。张师傅接过
来看了看，开价 5 元，最后 4 元成
交。“过半个小时来拿吧！”对方走后，

张师傅说：“来生意了多少都要接住，
有活儿就能挣俩钱，总比闲着强。”

待了一会，又有一位老人送来
一把菜刀，张师傅也是乐呵呵地接
下了。

忙碌的间隙，张师傅感慨：现在
磨剪子戗菜刀的人越来越少了。他
每天都在郑州的老城区转悠，因为这
里住的中老年人多，知道过日子的艰
辛，对使用过的旧剪子、旧菜刀舍不
得扔，磨磨戗戗接着用。新开发的小
区就不同了，里面住的多是年轻人，
很少开火做饭，更没有人会做针线活
儿，不用菜刀和剪子。

“磨剪子戗菜刀其实就是无本生
意。”张师傅说，头 30 年里，他就是
靠这技术一年四季走村串乡，不仅
养活了一家子人，还盖起了五间红
砖瓦房。有眼热的乡邻戏言：“大旱
三年饿死老家贼（麻雀），也饿不死
张三炮。”

张师傅留恋那段岁月。他说那
些年磨剪子戗菜刀在老家一带活儿
多着哩，尤其是到了冬春季节，磨剪
子戗菜刀的师傅们便四处奔走在乡
间街头。只要听到那悠长的吆喝声，
村里那些等待已久的主妇们就会拿
出要磨戗的剪子或菜刀，交给师傅去
磨砺整修。那时家家户户生活不宽
裕，买上一把菜刀或剪子，要用上好
多年。因此，磨刀师傅的生意多得忙
不过来，常常是扎下摊后，一干就是
大半天。

近些年，上了岁数的张师傅虽说
不再以此养家糊口，但守着这门手
艺，大钱没有，小钱不断，吃穿不愁，
日子过得倒也知足。

他也曾为这门手艺后继无人郁
闷过好一阵子。自打独生儿子下学
后，他就想把这门手艺传下去，怎奈
好话说尽，儿子压根不理这茬儿：

“都啥年代了，还抱着这老古董不
放，也不怕让人笑话！”为此，他还曾
在过年祭拜祖先灵位时愧疚过，说
祖上传下的这门手艺，要在他这一
辈上失传了。

前年秋后，不安分的儿子儿媳嫌
在家种地挣钱少，非要到省城来打
工，小孙子由谁带成了两难。本不愿
进城的张师傅，经不住儿孙缠磨，就
和老伴也跟来了。老伴照看孙子兼
做一日三餐，他每天除了买菜，别的
插不上手，就嫌这日子太无聊。在家
闷得要上火，老伴就劝他出去透透
气。在小区外，他偶遇一鞋匠，听说
也是被儿子拽进城的，刹那间，就像
遇到了知音。

那鞋匠说：人老了不能闲，尽量
找个事干，一来可活泛身子骨，二来
能补贴家用，也好减轻孩子的负担。

张师傅听着这话很受用,就觉
得句句说到了心坎里。早上听了鞋
匠的话，上午就急着回乡取家伙什
儿，次日便忙着开张了——在郑州
市区城南路那个老旧小区内，人们
便听到了那久违的吆喝：“磨剪子

嘞，戗菜刀——”
张师傅很珍惜这份活计，他使用

的磨具是最原始的那种磨石，干起活
来全是手工操作。有人劝他买台砂
轮机，靠砂轮片打磨刀具，既出活儿
又省力。他并不认可，说这磨剪子戗
菜刀是个细活儿，一道工序都不能
省，尤其是刀刃与磨石的角度必须拿
捏准确，磨出的刀具才能锋利耐用。
每次磨好后，他还总要看看刀柄的铆
钉是否松动，若是松动活络了，他会
用小榔头敲紧加固。张师傅说：“这
活儿虽说不起眼，可是个良心活，咱
不能亏了顾客。”

就这样，张师傅做工精细，人又
健谈，一来二往，就与附近小区的居
民混熟了。平时，磨一把菜刀要 5
元、一把剪刀要 3元，也很少有人还
价，一天下来能挣七八十元。看他忙
得手脚不识闲儿，有居民便从家拎个
暖水瓶放在他旁边；有时到晌午没忙
完，有人还给他从家带些吃的。遇上
那些老年人送来的菜刀剪子，他也会
少收块儿八毛的。闲下来时，张师傅
也爱在小区扎堆儿。久了，他就觉得
这城里人挺热络，初来时的那种拘谨
感打消了。渐渐地，他喜欢上了这座
城市。

时代变迁，磨剪子戗菜刀这行当
已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但它作为一
门传统技艺，曾经方便了多少代人的
生活！如今，这行当正变成一种记
忆。8

爱心织女团的孩子们为留守儿童围上她们亲手编织的围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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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裘尚书”汤斌

本报记者 陈更生 摄

图/王伟滨

12月 14日，一场不大的雪光顾
郑州。清晨的中原路沿线，几十个
十五六岁的孩子三五成群，把手中
的围巾、香皂分发给正在忙碌的环
卫工人……

巧合的是，2012年同样是这一
天，同样是郑州初雪，同样是一群十
五六岁的女孩子带着围巾和热水走
上街头，为坚守在雪中的交通协管
员倒上热水，戴上围巾。次日，省会
媒体被这群小姑娘“刷屏”了……

2011年至今 7年间，在严寒刺
骨的冬日，用这种方式带给交通协
管员、环卫工人以及外来务工人员、
留守儿童、孤寡老人暖流的，就是

“爱心织女团”。
“每条围巾都是孩子们用课余

时间一针一线织出来的。几年下
来，有几万条了。”苗畬说。

2011年初冬的一天，苗畬在课
堂上看到一个女生正在织围巾，好

奇地问她给谁织，女生一脸不屑地
说：“男朋友呗！”

苗畬由好奇而震惊了。毕竟，
他的学生都是十五六岁的孩子。

堵不如疏。看着身边窃笑的孩
子们，苗畬萌发了一个念头：如果能
让更多的孩子来织，然后送给留守
儿童、环卫工等人群，不正是课堂上
强调的自我价值体现吗？

“你的手艺很好，我想成立一个
编织班，由你来教大家，然后把织好
的围巾送给需要关爱和温暖的人行
不行？”苗畬向这位女生发出了邀请。

说干就干。苗畬自己掏钱买来
200团毛线，成立了一个编织班。

20多个女生加入进来。苗畬欣
喜地发现，这项活动极大地调动了
孩子们的积极性，玩手机、去网吧的
少了。每到晚上，孩子们在寝室里
有说有笑地织着围巾，孩子们之间
的感情更加深厚。

为了更多更好地准备这些物
品，每年暑期开学，爱心织女团就开
始从新生中招募志愿者。今年下雪
前，180余人的团队，仅围巾就编织
了4000多条。而且，在大学里学化
学的苗畬还特意组织孩子们学会了
做香皂、护手霜等，并在香皂上模印
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相关内
容，随围巾一起分发。

前不久，他们带着围巾、香皂
等物品来到了荥阳一所留守儿童
小学。这所60个学生 10个老师的
学校，一直是近年来他们志愿服务
的对象之一。几乎每周，织女团的
孩子们都会去给那里的孩子辅导
功 课 ，有 时 ，还 会 当“ 代 课 老
师”——为了当好老师，织女团这

些孩子可没少操心，要备课，更要
提高自己。已经毕业并考上大学
的张思源，在离开织女团时曾感
叹：“我这个连高中都没考上的人，
就是在给留守儿童当老师那两年
找回的自信。”

织女团不只有女生，每年也会
有男生加入。他们不仅是“织”，还
会去做更多对社会有益的事情：从
郑开马拉松维持秩序的志愿者到拜
祖大典的服务者，从去穷困地区送
温暖到帮助环卫工、孤寡老人……

目前，爱心织女团也受到了郑
州市慈善总会的关注，除为他们立
项了“爱心手工，关爱社会弱势群
体”项目，近两年还为他们提供了毛
线等物资支持。

编织温暖

编织自信

编织梦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