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14│精彩周末/人物·时空 2018年4月27日 星期五
责任编辑 刘向东 美术编辑 党瑶 本版邮箱 hnrbrw@sina.com

历史深处

生活素描

□王剑

读过《三国演义》的人也许还记得，赤
壁之战前夕，曹操误中反间计杀了蔡瑁、
张允，就是派的毛玠、于禁继任水军都
督。然而，此毛玠是赳赳武夫，是小说家
笔下的毛玠，与史书中的毛玠大不相
同。让我们回到历史深处，去看看真实
的毛玠。

一

封丘县人毛玠，年纪轻轻就当上了县
吏，以清廉公正著称。时逢乱世，他本想
到荆州躲避战乱，途中听说刘表政令不
严，还耳根子软，就改道兖州投靠了曹操，
被任命为“治中从事”，协助曹操署理政
务。

汉献帝初平三年（192年）春。在兖州
城外的草地上，毛玠和曹操进行了一次著
名的长谈。

毛玠对曹操说，如今天下大乱，社会
动荡，经济崩溃，灾难流行，迫切需要一个
有雄才大略的人来收拾局面，成就王霸之
业。可惜袁绍、刘表之流貌似强大，却目
光短浅，不知根本。要想成就霸业，得凭
借两条：正义的旗帜和经济的实力。有了
正义的旗帜，就师出有名，就能克敌制
胜。有了经济的实力，就财大气粗，进退
自如。为此，我给您三条建议，“奉天子以

令不臣”“修耕植”和“蓄军资”。
毛玠的这番话，以战略的眼光对曹操

的政治、经济和军事等方面，作了纲领性
规划，堪称“毛玠版”的《隆中对》。曹操听
得心花怒放，连忙站起身，对毛玠拜了又
拜。

建安元年（196年）八月,曹操亲往洛
阳觐见汉献帝，并成功说服文武百官迁都
许昌，从此占据了政治上的巨大优势。接
着他又紧锣密鼓推行屯田政策，中原地区
的经济开始快速复苏。《资治通鉴》认为，
屯田这一计策影响深远，是曹操能统一北
方的重要原因之一。

二

建安十三年（208年），毛玠升为东曹
掾，主管中高级官吏和武官的选拔任用。
东曹掾职务虽然不高，但权力非常大。毛
玠能名留史册，与他这一时期的做官清
恪、雅亮公正，有很大关系。

毛玠选官用官的标准不同寻常。他
不看虚名，不论关系，只看重能力和官
德。有些人虽有名望，但行为不正派，不
用；不务实，只做表面文章的，不用；阿谀
奉承的，不用；结党营私的，不用……即便

入朝为官，政绩不大却家财万贯者，一律
免职，永不叙用。

毛玠的铁面无私也是出了名的。曹
丕做五官中郎将时，亲自去见毛玠，托他
照顾一下自己的亲属。要搁别人，能攀上
曹丕这个高枝，求之不得。谁知毛玠直言
回绝：“您所推荐的人不够升迁资格，我不
能从命。”

别说曹丕，就是曹操本人的关系，毛玠
也不买账。曹操有个老乡叫丁斐，这人爱
占小便宜。因为曾经救过曹操的命，曹操
特别宽容厚待他。丁斐跟随曹操讨伐东吴
途中，因为家里养的牛瘦弱多病，就到公家
的牛群里挑了一头肥牛，把它换掉了。他
干这个事被人揭发，进了监狱，丢了官职
后，毛玠依然不依不饶，多次请求曹操对丁
斐治重罪。曹操对身边的亲信说：“东曹掾
毛玠数次向我投诉丁斐，想要让我对丁重
重治罪，我不是不知道丁斐为官不清廉，而
是有别的原因。我有丁斐，就像家里有一
条狗，虽然会偷一些主人家的东西，但却会
看家护院；虽然有一些小损失，却保护好了
我的粮仓。”不久，曹操还是把丁斐给放
了。人虽放了，但曹操对毛玠更加敬重，手
书“万古高风”四个大字赐给毛玠。

建安十八年（213年），毛玠担任尚书
仆射，又主持选举。身居高位，他却布衣
素餐，所得的赏赐多半用来救济贫苦之
人，自己家里也没有多余财物。毛玠这种
以身作则、清廉正气的为官风范，一时间
成为标杆，激起了整个魏国的廉洁之风，
改换了朝中的奢华之气。天下士人无不
以廉洁的操守来自我勉励，即使曹氏亲
朋，车马服饰也不敢超越制度。曹操感叹
地说：“我的法律早就制定在那里，却没人
执行。毛玠一担任吏部尚书，风气马上好
转。看来我的法律，还真不如毛尚书的言
行管用啊！”随后，曹操特意把素色屏风、
素色茶几赐给毛玠，说：“你有古人风范，
所以赐给你古人所用的器物。”

王公立储之事，历来是烫手山芋，大
家避之唯恐不及，毛玠却不怕。当时临菑
侯曹植正受恩宠，毛玠秘密地劝告曹操
说：“近来袁绍因为嫡子庶子不分，导致家

破国亡。废立世子是件
大事，废长子而另立，

可不是我所愿意听

到的消息。”后来群臣聚会，毛玠起身上厕
所，曹操看着毛玠的背影，由衷地说：“他
正是古人所说的国中正直之士，是我的周
昌啊！”

三

木秀于林，风必摧之。毛玠做事坚守
原则，不讲情面，得罪了不少人。这些人
凑在一起，千方百计诋毁、报复毛玠。明
里不行，就暗里使坏。

有一次，曹操想精简机构。西曹衙门
立马有人跳出来说，毛玠任职的东曹为害
百官，应该撤销。曹操心如明镜，不动声
色地说：“太阳出于东方，月亮明于西方，
凡人说到方位，也是先说东方，为什么要
撤东曹呀？”最后，反而把西曹撤掉了。

毛玠的反对者并不善罢甘休，他们一
计不成，又生一计。毛玠的老搭档崔琰因
触怒曹操而被赐死。毛玠的反对派认为
机会来了，就诬告说毛玠出门见到被黥面
的反叛者，说了句“造成天不下雨，就是因
为这种做法”。曹操一听，勃然大怒：这还
了得，这不是公然反叛吗？下令把毛玠收
捕入狱。

大理寺卿钟繇奉命责问毛玠，说：“你
对朝廷不满的言论，在平民百姓中流毒甚
广，已经传到魏王的耳朵里。依据经典，
法令急迫会使天气寒冷，宽松会使天气干
旱。你说当今法令急迫，那应当是阴雨连
绵，为什么反而干旱？”

毛玠写了一份自辩状，说：“我听说萧望
之的死，是因为石显的陷害；贾谊被贬黜，是
因为周勃、灌夫的谗言。这几个人的死，不
是因为有人嫉妒，就是因为有人迫害。我执
掌机密亲近之事多年，难免为人所忌恨。说
我有那些反叛话，可有确凿证据？”大臣桓
阶、和洽认为毛玠是冤枉的，就到曹操面前
求情。曹操顺水推舟，把毛玠放了。毛玠回
到家，越想越窝囊，没过几个月就郁郁而
终。曹操得知毛玠的死讯，既愧疚又怜惜，
连忙派人送上上等棺木、祭器、钱和绢帛，并
授予毛玠的儿子毛机郎中的官职。

毛玠的墓，位于许昌建安区五毛王村
金龟岗上，又称毛丞相墓。只是，原来的
大塚，被附近的村民拉土给挖平了，只剩
下一个凹坑。8

夜幕四合，50岁的杨少纯聊兴正浓。他在说他们争取
县城每隔60米、乡间每个村都有“急救药包”的规划。这个
规划今年初进入实施阶段以来，目前在卢氏县城一些街道
店铺里，就能找到有明显标示的“急救药包”。

夜晚9时许的卢氏县龙山路。半公里的样子，记者找
到3个“救命药包”放置点，查看包内的药品：创可贴、碘酒、
降压药、救心丸等。其中一个放置点是一家药店，药包却是
空的。店老板解释说，前几天有个路人突发心脏病，把药拿
走了，“不过没关系，再有人需要时，我们保证第一时间免费
提供同样的药物。”

“像这种情况你应该及时拨打热线电话，我们有专门负
责补药的志愿者。”杨少纯说。

2014年央视春晚播出的小品《扶不扶》广受热议，也让
杨少纯有了一番感叹：有人摔倒了咱不扶，人心不就倒了
吗？人心倒了，想扶也扶不起来了。他萌发了一个念头：成
立一个专门扶人的志愿者协会，让更多爱心人士成为扶人
者。杨少纯的想法得到了妻子聂玉芬的支持。2009年，夫
妻俩在京打工时，怀孕7个月的聂玉芬有一天在拥挤的地
铁里忽然晕倒。迷迷糊糊中，她记得是两个男士把她扶了
起来。

夫妻俩一拍即合，七八个亲朋热情参与。2014年 3月
19日，由二三十人参与的全国第一个“扶人志愿者协会”在
卢氏县民政部门注册成立，公布热线电话。这个在卢氏县
农家院中成立的民间组织，很快产生了效应。短短月余，三
门峡、洛阳等地先后成立扶人协会分会20多个，参与的志
愿者多达万余人。

“要及时扶，还要唤醒更多人一起扶。”杨少纯说，“我们
要做唤醒良知的火种，引燃更多人心中的善念，理直气壮地
去帮扶别人。”

209国道穿村而过的卢氏县南窑村，岔路口处卡车往
来不断，3年间曾有6个村民因车祸丧生。一个年过五旬的
盲妇，每天都要拄着竹棍到马路对面给开理发店的丈夫送
饭，常常惊险不绝。然而，自从村里有了扶人志愿者后，每
当她走到路口，总有人搀扶着她过去……村里的志愿者看
到有行走不便的老人、小孩过马路，都会主动上前拦车，扶
他们过去……南窑村58岁村民、扶人协会会员任新道说：

“以前眼睁睁看见有人在马路上摔倒，怕惹麻烦不敢扶。自
从入了协会，俺想想有啥不敢的？俺就不相信人心不是善
良的。”他说，自从 2014年他和村里几个人加入扶人协会
后，他们坚持在路口做志愿者服务，“4年了，俺村再没因车
祸死过人”。

如今的扶人志愿者协会，有QQ群上百个，微信群也达
到了人数上限。他们坚守着当年的“扶人”理念，也一再增
添着新内容——从扶摔倒的人到“扶”需要帮助的人。

卢氏县洛北大渠的涵洞口、大桥下，水面上漂浮着一些
绳子捆绑着的竹竿。“大部分是我们协会的志愿者放的。”杨
少纯说。

说起这些竹竿，杨少纯颇多感慨：地处山区的卢氏，境
内大小河流涧溪 2000余条，几乎每年都有人意外落水溺
亡。为了减少悲剧发生，志愿者们自发在全县重要水体沿
途放置“爱心救援竹竿”。目的是让落水者漂过时，能抓到
浮在水面上的竹竿，从而挽救生命。然而最初他们放置的
竹竿，经常被不明真相的群众拿去他用。2015年 8月 28
日，一个10岁的小孩意外落水，在挣扎到洛北大渠时成功
抓住了志愿者绑在桥下的竹竿而获救。“这件事在县里传开
后，不少河里被拿走的竹竿又被送了回来，而且比原先的还
多了不少。这就是人心！”这件事，鼓舞和振奋着杨少纯和
他的志愿者团队。“帮助别人，快乐自己”的理念，也进一步
被发扬光大。

2017年夏，一位老人突发心肌梗死摔倒后，虽第一时
间被志愿者送进医院，但由于没能及时用药，老人不治身
亡。

“想想都惭愧啊！我们扶起了他，却最终没能救了他！”
这件事让杨少纯和会员们内疚了很长一段时间。让每个志
愿者随身携带急救药品显然不现实，那么能不能在全县远
离医院的地方，放置一些包括速效救心丸等急救必需品的

“急救药包”呢？
杨少纯等人的想法在QQ群、微信群一经发布，立即得

到了志愿者们的响应，他们纷纷捐资，还联系了众多社会爱
心企业、药房的热心相助……短短月余，他们就在卢氏县境
内设了300多个“急救药包”放置点。

“这仅仅是开始。我们的规划是争取县城每隔60米，
乡村每个村都有放置点。”回顾“扶人志愿者协会”4年来走
过的路，杨少纯感慨着：“平心而论，这些年也曾有过委屈，
但我们的心却越来越热，因为我们已经实实在在感受到了
人心的善良。我们会一直‘扶’下去，扶摔倒的人，‘扶’那些
需要帮助的人！”1

耄耋夫妻义务理发30载

毛玠：清公素履一廉吏

扶人者

□乔山峰

“我俩都还年轻着呢！”在郑州西流湖公园，人
们常能看到一对耄耋夫妇在那里义务理发。尤其
是周末和节假日，“生意”火爆。当有人劝说同场
竞技的老两口歇歇时，91岁高龄的胡东乔老人常
会这样跟人开句玩笑。偶尔，身边80多岁的老伴
周秀莲也会补充一句：“别看我俩眼都花了，理发
速度没年轻时快，但也慢不了多少！”

1938年，刚满11岁的胡东乔开始学习理发。上
世纪50年代，他在西大街一家理发店工作时，邂逅
了当学徒的周秀莲。两人情投意合，结婚后组成“理
发二人组”在郑州饭店的理发室一干就是几十年。

胡东乔说，如果按平均每天理 10个头，他俩
在半个多世纪，至少为40多万人次理过发。

说起义务理发这事儿，要从夫妻俩1987年退
休说起。刚退休时，老两口闲不住，隔三岔五去给
邻居理发。久而久之，“捧场”的街坊越来越多，从
给满月婴儿理胎毛到给临终老人理最后一次发，
周边的群众都会请他们去。

“退休以后我们理发，从来没收过一分钱。”胡
东乔在社区内公布了自己的电话号码，周边打工
的农民工登门理发的也越来越多，老两口就决定
把义务理发当成公益事业来做，除了优先为行动
不便的居民上门理发，还经常到附近工地为农民
工免费理发。“我们就是想把关爱和温暖，送给那
些为城市建设出力流汗的农民工兄弟们。”胡东乔

老人说。
义务理发的30年里，常有人理发后非要给钱不

可，他们都婉言谢绝了。“孩子们都各自成家了，我
俩都有退休金，要那么多钱干啥？”周秀莲老人说。

结婚 60多年，“理发二人组”也从没分开过。
2016年9月，周秀莲意外大腿骨折，手术后只在医
院住了 6天就吵嚷着回家休养，她怕因为自己住
院，再影响到老伴的义务理发。

刚能下床走动，周秀莲老人就执意让老伴用
小车推着她去理发。不方便站立，她就在胡东乔
老人理发时，坐在一旁递个工具、打个下手，“虽然
坐在一边腿还可疼，但老伴给人理发时，我坐着看
着心里就觉得舒服。”周秀莲老人说。

这些年，老两口曾几次搬家。无论走到哪里，
就义务理发到哪里。平等街社区的“党员家门口
服务队”、电力社区的“孝爱天使服务中心”、西大
街的“胡东乔义务理发工作室”……每到一处都能
听到他们夫妻俩义务为人理发的故事。前年，老
两口跟随儿子搬到中原西路居住后，又把义务理
发带到了西流湖公园。

在老两口居住的小区院子里提起胡东乔夫
妻，居民们都交口称赞：“别看年纪大了，精气神儿
足着呢！”

“拿起剪刀、推子，我俩心里就都踏实。”胡东
乔说，他们一辈子只干了理发这一样工作。他还
有一个小心愿：争取干到100岁，创造一个“郑州
最老理发匠”的纪录……8

本版插图/王伟宾

4 年前，全国首个以“主动扶起摔倒的人”
为志愿服务项目的民间组织“扶人志愿者协
会”在卢氏注册成立，吸引了万余志愿者参
与。4年后的今天，记者走近这些扶人者——

□本报记者 刘向东 本报通讯员 聂金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