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历史深处

东汉才女班昭
□梁小兰

烟尘滚滚的历史深处，东汉鼎鼎大名的才女、中国历史
上第一个女历史学家班昭，就像一块温润无瑕的古玉，多少
年后，历史书页泛黄、陈旧，而她依然闪烁着迷人光芒……

一

班昭约生于公元 45 年。她的父亲班彪和大哥班固都
是历史上有名的史学家、文学家，二哥班超是军事家、外交
家。在家庭的熏陶下，班昭自幼博览群书，熟读儒家经典和
史籍，聪慧过人。

班昭最具魅力的事是续写旷世巨著《汉书》。《汉书》本
来是大哥班固在父亲《史记后传》的基础上撰写的，但汉和
帝永元元年（公元 89 年），大将军窦宪率军北伐匈奴，班固
投笔从戎，中断了《汉书》的编撰工作。后来，窦宪因擅权被
杀，班固受株连死于狱中，而此时《汉书》中的八表还未完
成。汉和帝知道班昭博古通今、学识过人，便下令班昭续写
《汉书》，并允许她到皇家东观藏书阁内查阅史料。

很难想象，接到诏命的班昭内心经历了怎样的痛苦与
忧伤，因为她的哥哥正是在汉和帝打击权臣窦宪时受株连
而死的。但班昭不是一个普通女子，她毅然接受了诏命，她
要完成父兄没有完成的使命。

皇家藏书阁内，资料浩如烟海，班昭开始逐项查阅，反
复校对，烛灯下，常能看见她伏于案桌前，用工整的字体在
竹简上写下一行又一行字。经过孜孜不倦、夜以继日地工
作，《汉书》的整理、续写终于完成。

看着眼前的杰作，班昭露出了淡淡的微笑。女子修史，前
无古人，后无来者，她是千古第一人！《汉书》一经问世，便获得
极高评价，它开创了断代史的叙史方法，是《史记》之后我国又
一部伟大的史学著作，同时也是后世传记文学的典范。

班昭对《汉书》的最大贡献在于她在原稿基础上补写了
八表：《异姓诸侯王表》《诸侯王表》《高惠高后文功臣表》
《景武昭宣元成功臣表》《外戚恩泽侯表》《百官公卿表》《古
今人表》和《天文志》。

班昭对《汉书》的另一个贡献是推动了《汉书》的传播，
《汉书》虽然记事丰富，但用了大量古字古词，比较晦涩难
懂，班昭就常引导大家学习，连当时的大儒马融都跪在东观
藏书阁，聆听班昭的讲解。如若没有班昭，后世恐难见到完
整的《汉书》，她使这部伟大著作散发出了迷人的光彩，使西
汉史清晰地呈现在后世烟云中，给历史留下了珍贵的史料。

二

历史上，班昭做的另两件事也广为传颂。一件事很温
情，就是帮助二哥班超回归中原。班超年轻时投笔从戎，随
奉车都尉窦固出击北匈奴，后又奉命出使西域，他驻守西域
31 年里，使西域 50 多个国家归附了汉王朝，为促进民族融
合作出了巨大贡献，也因功被封“定远侯”，拜西域都护。

班超年老思念故乡，但上书朝廷三年没有消息。后来，
班昭帮着哥哥上书汉和帝，“超年最长，今且七十，衰老被
病，头发无黑，两手不仁，耳目不聪明，扶杖乃能行，虽欲竭
其全力，以报答天恩，迫子岁暮，犬马齿索，为之奈何？”班昭
言辞恳切，汉和帝被感动，于是召班超回朝。但班超路途劳

顿，加上本身年老有病，回家仅一个月就病逝了。
另一件事很智慧，是谏言太后。汉和帝死后，出生才百

天的刘隆继承皇位，邓太后临朝听政，但是不到半年，小皇
帝又死，13 岁的清河王刘祜又被立为皇帝，邓太后仍临朝
听政。邓太后执政，特许班昭参与政事。此时，太后的兄长
邓骘以大将军辅理国事，颇受倚重，后来母亲过世，邓骘上
书乞归守制，太后很犹豫，问策班昭，班昭认为：“大将军功
成身退，此正其时；不然边祸再起，若稍有差池，累世英名，
岂不尽付流水?”在班昭建议下，太后终于允许自己的哥哥
辞官还乡，有效避免了外戚专权。

班昭编撰完《汉书》后，汉和帝经常召班昭入宫为宫里
的妃嫔讲学，大家敬仰她的学识，亲切地称她为“大家”（东
汉人们把学识高、品德好的妇女尊称为“大家”，“家”发

“姑”音）。
班昭还是一位杰出的文学家，她著有赋、颂、

铭、诔、哀辞、书、论等 16 篇，辑成《大家集》三卷，
但后来大都佚失。另外，她还著有《女诫》，包括卑
弱、夫妇、敬慎、妇行、专心、曲从和叔妹七章，这本
是教导班家女性如何做人的私书，但由于文采斐
然，受到当世追捧而争相传抄，还被奉为古代女子
教育的楷模。

晚年时，班昭随儿子曹成去陈留赴任，一路上
触景生情，追慕古人，仿照父亲班彪的《北征赋》写
下《东征赋》，《东征赋》感情细腻，文风古淡，给中
国文学史留下一颗璀璨的珍珠！

三

班昭，以柔媚之身完成了硬汉的工作，她不仅
惊艳了整个汉和帝时期，也引得后世无数敬仰。
作为一个女人，班昭大体上是幸福的，她的一生平
静而恬淡，做着自己喜欢的事，读书、写作，虽然有
时也很寂寞，但生活还是给了她比许多女人多得
多的幸福。

这个世界上，她可能的遗憾是 14岁嫁给曹寿，
而曹寿却早死，让她在青春时期失夫。但这也恰
恰成就了她，她把足够多的情感投给了她喜欢做
的事，以一颗宁静淡雅的心情完成了一部伟大著
作的续写工作，在尘世烟火中开出一朵温婉靓丽
的花。

公元 117 年，白发苍苍的班昭终于抵
挡不住岁月侵蚀，带着对生命的留
恋和对生活的热爱，安详而寂静地
走了。

从此，天上多了一颗
璀璨的星星，世间少了一
朵优美的花。

南 宋 学 者 徐 钧 评 价
她：“有妇谁能似尔贤，文章
操行美俱全。一编汉史何
须续，女戒人间自可传。”

在历史的烟尘中，你
能看到她在那高处是微
笑着的。8

□乔连军

“回回看病不要钱，俺心里不是味儿！”两年多了，商水
县村医王德山一直免费给双目失明、瘫痪在床的贫困老人
訾妮治病，还自掏腰包替她缴纳了医疗保险，这让訾妮老人
自己都觉得有些不好意思了。

胡庄村是一个有2400多口人的村庄，王德山是这个村
的村医。50多年来，王德山不管刮风下雨，无论盛夏寒冬，
村民随叫随到，有钱没钱都给看病。由于村里有不少行动
不便的患者经常需要上门诊治，为了赶时间，王德山养成了
走快步的习惯，村民们都称他“快腿儿王大夫”。

从医50多年，王德山一直以爱心行医。对家庭困难的
患者，他从不收检查费。而对于村里的孤寡老人，他非但不
收检查费、医药费，还经常在生活上给一些救助。在王德山
负责的村卫生室里，曾有一本厚厚的账本，记录着村里一些
五保户、困难户、特困户看病欠下的医药费，少则几百元，多
则上千元。眼看着账目越积越多，去年秋天，王德山干脆把
账本烧了，从此也不再记这些村民看病的赊账。

“有钱就收一点，没有就算了。总不能有病不给他们治
吧。”王德山说，像年过八旬的特困户訾妮，她的单身儿子也
已年近六旬，身患脑梗塞，母子俩的生活开支全靠低保金。
近两年，訾妮母子被列为建档立卡贫困户，王德山给他们看
病仍旧分文不收。訾妮每月至少有三四天需要输液，在王
德山登门诊治时，曾有村民问他：“您给訾妮看病输液不要
一分钱，到底图个啥？”王德山说：“他们有困难，咱帮他们一
下值啥？”

十多年前，王德山的儿子王中超也从卫校回到村卫生
室成了一名村医。从小耳濡目染，他也和父亲一样乐善好
施。国家打响脱贫攻坚战，父子俩决定助一臂之力，开展健
康扶贫和爱心扶贫，对村里所有五保户、贫困户、残疾人免
收检查费，医药费减半。对自己处理不了的患者，王中超还
会驾车免费送往县医院接受继续治疗。

王德山、王中超父子还经常举办义诊活动，为村民免费
诊断疾病。前不久父子俩举办义诊活动，不仅为 200多名
村民免费量血压、做心电图和化验血糖，还自费为 14户贫
困户送去了食用油、大米等慰问品。身患胃癌的贫困户郭
大爷在接到慰问品时，拉住王德山的手感激地说：“您爷俩
的心太好了！”

2018年 10月的一天上午，杨庄村 80岁的杨克红老人
骑三轮车翻车被砸伤了。王中超赶过去检查，发现老人骨
伤严重，连忙开车将老人送到周口的大医院进行救治，之后
还把老人的三轮车推到集镇修理……前不久，老人出院回
来后，第一件事就是跟老伴一起来感谢王德山：“你们父子
俩真是大好人呀！”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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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是“扫地僧”

冬日暖阳。10点的课间操时间，三四个孩
子拿着英语课本和试卷来到了门卫室。

这个月，王安州值早上 7点到下午 1点的
班。往往，他一早儿就来了，“早上常有些孩子
会来找我问问题。”王安州的英语发音带着浓重
的方言口音。他说：“我发音虽不标准，但可以
教他们学习方法啊！”

一副近视镜架在清瘦黝黑的脸上略显不
搭，却为王安州增添了几分斯文。一张试卷递
在面前，一个高二男生亲热地叫着“保安叔”，说
自己试卷上有个句子不懂。接过试卷，王安州
嘟嘟囔囔把阅读题读了一遍，这才手指着那个
句子对男生说：“孩子，这句子你得把上下文联
系起来理解……”

12年了，在校园门口乐呵呵忙碌着开门关
门的王安州，也乐呵呵地给求教的孩子们讲解
英语题……

因为爱英语

不吸烟不喝酒不打牌，很少玩手机，王安州
每天除了睡觉吃饭当门卫，他几乎所有时间都
在学英语。在他家不足 50平方米的经济适用
房里，客厅和卧室的墙上，甚至不少家具上，都
贴着英文报纸和他的“手抄报”。每月，他会把
工资交给妻子，“想买啥你随意，但我贴的报纸
你看着再不顺眼也别乱动，我随时得学。”

夫妻俩都是下岗职工，妻子享受着城镇低
保。他们每月不到 3000 元的收入，除日常开
销，就是身体不好的妻子的药费和正在上幼师
的女儿的用度。日子有些艰难，但每年2000多
元的《中国翻译》《中国国际问题研究》等几种英
文杂志王安州必订。

近水楼台先得月。干着门卫活儿，学生们
订阅的英文报刊，都是王安州先读，并随手做阅
读笔记。他随身带着英文版《求是》和英语词
典。词典不仅被翻破了，几乎每页都被用红笔、
蓝笔标注得密密麻麻。

“从上初中开始接触英语，我就对英语有兴
趣。”谈及喜欢英语的经历，王安州说了一个故
事。1987年的一天，他看电视时被央视《商务
英语》栏目吸引，不知怎的勾起了执念，他竟用
200余元——这是他当时四五个月的工资，订
购了一套《商务英语》，买来《牛津英汉词典》，踏
上了自学英语之路。

此时的王安州，因没考上大学，在一家印刷
厂当工人。

学着吃力，但王安州不气馁不急躁，遇到不
会的单词就查词典、背诵。30年间，词典翻烂
了五六本，英语水平稳步提升，现在看英文杂
志，他几乎不用翻词典……

喜欢英语，学了有什么用？很多次，王安州
也这样问自己；很多次，他这样对自己说：喜欢
学习总不是坏事吧？

业余辅导员

2006年，42岁的王安州从印刷厂下岗。经
过培训，他成了偃师一所高中的保安。

干一行爱一行。尽职尽责的王安州每天都
会早早来到学校。孩子们上早操，他就在门岗的
小黑板上写励志的英语句子；孩子们上早自习，
他就拿着英语杂志或坐或站在校门口朗读……
王安州说话洪亮，读起英语铿锵有力。很快，孩
子们注意到了他。一些高三学生试着和他用英
语沟通，忽然发现：哟，他比我们会得还多！

一传十，十传百。一些孩子喜欢上了问他
问题，喜欢上了向他请教学英语的方法。王安
州人实在，随和幽默，学生、老师、家长，都喜欢
和他聊天。前不久，月末测试刚过，一个常找他
问英语题的高三男孩红着眼找到他，“保安叔，
我这次英语考得不理想，心里难受，也不知道该
咋向爸妈说。”“孩子，咱学习不是为父母学的，
是为自己学的，只要尽力就行了。学英语是为
了啥？学好英语等于打开了一扇通向世界的大
门，让你有机会去领略外面的精彩世界！”搬来
小凳子，王安州让孩子挨着自己坐，促膝谈心。
校园里，不少孩子喜欢听他说。以自己学英语
的经历为例，王安州不断给孩子们鼓劲打气。

孩子们都说，他们的保安叔不仅是保安，还
是他们的英语老师和知心大叔哩！这些年，不

少在外地上大学的孩子假期回来了，都会来看
看王安州。“保安叔随和亲切，问他问题没压力，
有些问题他解释得更通俗，更容易接受。”“保安
叔这把年纪了还学英语，我得向他好好学习！”
三四个来问问题的孩子，七嘴八舌夸起了他们
的“保安叔”。

“想学好英语，要得喜欢查词典读词典背词
典。英文词典远不止ABCD那么简单,学习英
语其实就是在认识西方的过去与世界目前的状
况，让你与时俱进……”王安州不失时机，对几
个孩子又一番“教育”。为了鼓励这个不一样的
保安，教英语出身的老校长把自己保存多年的
英语书都送给了王安州，鼓励他继续好好学，多
给孩子们做表率。

“这学校的英语老师，个个都是我朋友。”王
安州说，不少英语老师召开班会时，喜欢请他到
班里给孩子们讲他学英语的故事，顺便也讲讲
他学英语的方法。他讲得实在，孩子们听得认
真，课堂效果也就出来了……“学英语是我的爱
好，也是我的精神寄托。能为孩子们服务，让我
特别开心。”前不久，王安州上了这所高中的“好
人榜”，照片和事迹上了校墙。那一天，他高兴
得像个孩子。

保安真本色

采访王安州挺“费劲儿”，他很少能静静地

坐下来聊一会儿。每一坐下来，他的目光就
投向窗外的门。给孩子送衣物、食物的家长
来了，他会把学生的名字、班级登记清楚；车
辆进出，他得麻利去开门关门，并指挥通行；
有生病的孩子需要出校看病，他得审核登记
请假条……跑前跑后忙得不亦乐乎的王安
州，无论看到大人还是孩子进出，他都会笑吟
吟主动打着招呼，亲切自然朴实，仿佛是在接
待自家的客人。

白天忙碌，晚上放学后，王安州会再次来到
学校，和同事一起逐一检查各个园区，每个教
室、办公室是否落锁。

这些年，王安州的名气越来越大，慕名找
他的人也越来越多。夏天时，有人急匆匆拿着
一瓶药找来了，他的妻子患上了乳腺癌，几经
辗转从国外买到这种药物，说明书的英文又一
句也看不懂。王安州看了说明书后，当场把药
的名字、用法用量、禁忌、注意事项逐字逐句翻
译了出来……

当保安，学英语，帮助那些求教的孩子们。
每天，王安州就这样忙碌着。

“英语我会继续学下去，这是我的乐趣。
只要孩子们需要，我也会一直服务下去，无论
是生活上还是学习上。”站在校门口的阳光里，
王安州乐呵呵地说，他不是传说中的“扫地
僧”，只是一个喜欢学习和希望帮助到他人的
快乐保安。1

□本报记者 刘向东 本报通讯员 郭小红

54岁的王安州，是偃师市一所高中的保安。担职履责的他还常
给前来求教的高中生解疑释惑，传授英语学习方法……人们戏称他是
金庸小说《天龙八部》里那个武功高强、默默无闻在寺院扫地的僧人
时，他一本正经地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