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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深处

□韩静 臧佳佳

“这些年，永峰给村里捐款捐物，可
没少为大家伙儿作贡献啊！”远在深圳打
工的临颍县台陈镇凹孙村村民刘永峰虽
然今年春节没能回来，但村民们提起他，
仍赞不绝口。

今春疫情暴发期间，因为担心家乡
的村民急需医疗物资，刘永峰购买了
8000只口罩寄回了村里，还组织同在深

圳打工的临颍籍党员们，购买了近两万
元的食品饮料，捐给了县里的防疫卡点。

“村里的事儿不管大小，只要他知道
了，能帮上忙的他都帮。”提起刘永峰为
村里做的好事，70多岁的孙老汉如数家
珍：村委的办公室年久失修，是他出资进
帮助修葺；贫困户魏老汉因交通事故下
肢瘫痪，他捐助后，还号召身边的朋友又
捐了一笔……“连续四年了，他逢年过节
都会购买米面油，慰问镇里 80岁以上的
老人和贫困户、五保户、保洁员哩！”

刘永峰为家乡做公益，是从 2011年
开始的。那一年，远在深圳打工的他回
到家乡时，适逢雨天。行走在村里年久
失修的泥泞道路上，他心里很不是滋味
儿。他把几个同在外地打工的亲朋好友
叫到一起，说：“我们在外打工挣钱，到底
是为了什么？自己的生活有了改善，更
应该让家乡的面貌得到改变！”当即，他
拿出了随身携带的近两万元现金。

“我捐一万！”“我捐五千！”很快，村
里整修道路的钱凑齐了。

众人拾柴火焰高。正是这一次，让
刘永峰心潮澎湃，做公益之心一发不可
收，也让他萌生了把在外打工的村民们
组织起来，共同为家乡作贡献的念头。

为丰富村民的文化生活，刘永峰组
织村里在外的打工者出钱出力扩建了
村里的文化广场，建起了文化长廊，并
连续 9年自己出资为村民请大戏、组织
体现新时代文化特色的文艺节目。在
表演节目期间，刘永峰还会为一些子女
不在家或者腿脚不便的老人提供一份
爱心午餐，热腾腾地送到老人们手上。
为此，十里八乡的老人们提起刘永峰，
都会竖起大拇指，“凹孙村那个叫永峰
的孩儿可真好啊，请俺们听戏，还给俺
们准备饭吃哩！”

“能为家乡的父老乡亲办点好事儿，
一直是我的心愿。”如今的刘永峰，在深

圳打理着一家搬运公司，还在县组织部
门的支持下，成立了临颍县驻深圳流动
党支部。这些在深圳打工的党员，热心
着公益事业，为需要帮助的人捐款捐物，
从不含糊。

刘永峰的公益热情，也带动着家乡
的村民。他们很多人虽然在天南海北打
拼着，但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了刘永峰
的公益团队，一起为家乡谋幸福。“以前
村里人的公益热情不高，但在刘永峰的
影响下，俺村现在可多人都跟着他一起
做起了公益，争着为村里办好事儿。”村
委会刘主任拿出一个本子，上面记满了
近几年和刘永峰一起做公益的村民们为
村里做的好事儿。

“我们不仅要做，还要加大力度做，
更要一年比一年做得好！”看着村里越来
越多的人跟着自己做起了公益，刘永峰
意气风发。他们的公益之路，正越走越
宽广……8

□高培华

孔子是山东人，与河南也有密切关
系。春秋时，地处豫东的宋国为其故国，
其祖籍在今天的夏邑县。他的一生有三
个时期生活在河南，足迹遍布豫东、豫西、
豫北、豫南，留下了诸多饶有趣味的故事
传说。他和弟子在中州大地上的经历，对
于他们成圣成贤，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第 一 个 时 期 ，孔 子 弱 冠 前 后“ 居
宋”。据《礼记·儒行》记载，孔子晚年与
鲁哀公有一段对话：“哀公问于孔子曰：

‘夫子之服，其儒服与？’孔子对曰：‘丘少
居鲁，衣逢掖之衣；长居宋，冠章甫之
冠。丘闻之也：君子之学也博，其服也
乡，丘不知儒服。’”这无疑是说：他少年
时代生活在鲁国，养成了穿鲁国流行的
袖子宽大衣服的习惯；长大后生活在宋
国，养成了戴宋国流行的“章甫之冠”的
习惯，此乃入乡随俗之故，并非有什么特
别的儒服。可见孔子“居宋”在弱冠之年
前后，少说也有三至五年，不然则难以养
成此终身未改的习惯。而孔子十九岁娶
宋国并官氏之女为妻（明版《孔子家语》
误作亓官氏），二十岁生儿子孔鲤，举行
冠礼以成人姿态走向社会等人生大事，
也都发生在这一时期。

第二个时期，即司马迁所谓“适周问
礼”。今洛阳市老城区有“孔子问礼处”
石碑。此番有鲁君资助的高规格出国留
学，孔子在周天子所在地洛邑“问礼于老
聃，访乐于苌弘，历郊社之所，考明堂之
则，察庙朝之度”，度过了一年左右的进
修深造岁月，知识水平有显著提高。回

到鲁国，他所办私学越发兴旺起来。故
《史记·孔子世家》称道：“孔子自周返于
鲁，弟子稍益进焉。”

第三个时期，孔子55至68岁之年，率
领部分弟子“周游列国”，在卫、曹、杞、宋、
郑、陈、蔡、楚等诸侯国奔波往来，居住时间
不等，大致未出河南之境。在此期间，孔子
一方面实地考察列国礼乐文化，一方面不
断地招生授徒，可以说是在河南兴办流动
的私学，培养出子贡（浚县人）、子夏（温县
人）、司马牛（商丘人），漆雕开、曹衅（新蔡
人），子张、陈亢、公良孺（淮阳人）等20多
位名列“七十二贤”的杰出人才。

孔子周游列国是世界文明史上一件大
事，影响深远。他在这 14年间遍访列国

“七十余君”（司马迁此说，今人多疑之，其
实不必怀疑，先秦之“君”并非专指国君，家
族与地方封建主皆可称君），也得到了一些
礼遇，但更多的是冷嘲热讽、阻挠打击、颠
沛流离，其政治抱负始终未能施展。虽然
历经“畏于匡、斗于蒲、离散于郑、伐树于
宋、厄于陈蔡”等艰难困苦，他仍旧“知其不
可而为之”，屡挫屡奋，义无反顾，在河南大
地留下诸多感人的故事与传说。

《论语》《史记》等典籍明确提到的，
随孔子周游列国的弟子，有颜渊、子路、
子贡、冉有、宰我、子张、公良孺等人；还
有一些著名弟子随行，是靠间接推论，故
以往学界曾有争议。但随着学术研究的
进展，新世纪学界已普遍认同。请看《论
语·先进》第二章：

子曰:“从我于陈蔡者，皆不及门
也。”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
言语：宰我，子贡；政事：冉有，季路；文

学：子游，子夏。
朱熹《论语集注》解释：“孔子尝厄于

陈蔡之间，弟子多从之者，此时皆不在
门。故孔子思之，盖不忘其相从于患难
之中也。”“弟子因孔子之言，记此十人，
而并目其所长，分为四科。”可见这一章
所记，是在孔子晚年返回鲁国以后，因思
念曾经跟随他周游列国的弟子们，向身
边门人讲道：“跟随我在陈蔡共患难的弟
子们，如今都已不在我门下了。”接着从

“德行、言语”等四科，列举出十位杰出弟
子。门人根据孔子的话，记下了这十位
弟子的名字，成为后世所谓孔门“四科十
哲”的原始出处。古人有名、有字，按礼节
老师对于学生直呼其名，新入门弟子对于
师兄，则须尊称其字。故《论语》记述“四
科十哲”的文字，虽然是孔子的意思，却不
是孔子原话，与前面“从我于陈蔡者”云云
语气不同。南朝作《论语义疏》的皇侃、北
宋作《论语注疏》的邢昺，看到此语气不
同，遂将此章一分为二，以至闵子骞、冉伯
牛、仲弓、子游、子夏等弟子是否从游陈
蔡，成为悬疑，学界因此产生争议。其实，
朱熹对于此章的划分，有东汉郑玄《论语
注》等更早更具权威的版本依据，近现代
论者的一些诘难，其实站不住脚。

值得注意的是十哲排序：少孔子 30
岁的颜渊列为十哲之首，“德行”科中，分
别少孔子 15岁、7岁、29岁的闵子骞、冉
伯牛、仲弓排在其后；“政事”科，少孔子9
岁的子路，排在少孔子29岁的冉有之后；

“文学”科，少孔子 45岁的子游在前，少
孔子 44岁的子夏在后。这说明“四科十
哲”的顺序，并非通常的以年龄为序，而

是以学行与声望为序。即是说：当孔子
晚年历数从游陈蔡弟子的时候，这十位
弟子必定是当时已经崭露头角，在孔门
与社会上公认最为杰出，在“德行”等四
个方面声望卓著的。这一章影响很大，
《史记·仲尼弟子列传》即以此为序记述
孔门前十位弟子；由汉至唐，历代王朝祭
孔安排弟子配享，也首选这十位弟子，这
与他们皆从游陈蔡有直接的关系。

自古以来杰出人才的成长，总是伴
随着坎坷经历的磨炼，峥嵘岁月的洗
礼。刘向《说苑》记孔子曰：“夫陈蔡之
间，丘之幸也；二三子从丘者，皆幸人
也。吾闻人君不困不成王，列士不困不
成行。”可见孔子认为：“四科十哲”的成
才与成名，与其跟随自己在中州大地上
的经历，特别是“厄于陈蔡”艰难困苦的
磨炼有直接的关系。整个“七十二贤”的
成长，其实也是这样。所以，当我们知道
了孔子和弟子在河南的经历，就知道圣
贤是怎样炼成的了。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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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刘向东 本报通讯员 张海军 高长军

一

茂密的深山老林里，没有双臂的耿学峰正赶着４匹驮着重
物的马在一侧是陡峭山崖的羊肠小道上行走。马蹄声碎，他的
赶马声在大山间回响着。

峭壁上没有了路。耿学峰绕到马前，用牙咬紧缰绳，躬身
奋力。缰绳深深勒进了他的脊梁，汗水顺着脸颊流淌着。

崎岖的路，犹如他的人生。他挺起无臂的身躯，使自己的
家庭和数个家庭脱贫增收；他用脚做饭洗衣，用唇、舌尖编发

“抖音”，拥有了数万名粉丝；他大爱至孝，接回了离家 20多年
的母亲，伴她颐养天年……

“我现在最想的是早点儿给弟弟在县城买套房，说上个媳
妇……”不惑之年，单身的耿学峰为弟弟操着心。

二

卢氏县范里镇前窑村，散落在狭长的山沟里。这是国家秦
巴山区连片特困地区的一个深山小村。

1979年，耿学峰出生在一个特困家庭。他9岁时，母亲改嫁
他乡。此后，爷爷和父亲相继辞世，他和奶奶、弟弟相依为命。

10岁那年，放学回家的耿学峰爬上一棵枯树砍柴时，不慎
摔了下来，一条胳膊骨折，一条胳膊脱臼。为了省钱，他只是找
人把两条胳膊做了简单固定。不曾想，因为绷带缠得过紧，双
臂坏死，只能从根部截肢……

生活还得继续。“不能用泪水换取别人同情，得用汗水赢得
别人尊重。”耿学峰说，他上不成学了，但他依恋学校，想在校门
口开个小卖铺卖学习用品挣钱。但他把家里的分分毛毛全部
凑在一起，只有40多元。

开不起小卖铺，就做个货郎吧。第二天，耿学峰去了县城，
进了些针头线脑，开始了翻山越岭的货郎生涯。

24岁那年，耿学峰有了一些积蓄。他果断转行，干起了养
羊、贩羊的营生。没有羊圈，他每晚就和羊一起睡在山脚下的
一处凹地。别人放羊，可以用鞭子赶，也能扔石头，可他只能跟
着羊来回跑……

5年前，耿学峰再次转行，他拿出积蓄买来 4匹马，跑起了
马帮。他带着弟弟和村里另外几个单身汉，常年奔走在深山区
——在这些没有路可走的地方，建电塔、建通信基站，只能靠马
帮一点点往山上驮运物品。

诚信的他，赢得了客户尊重，也逐渐形成了一个以他为首
的马队。

山间铃响马帮来。说着轻松，谁又知马帮之苦？5年了，耿
学峰带着马帮，常年奔走在人迹罕至的大山深处。很多个晚
上，他们只能找一块平地，人和马睡在一起；很多个日子，他们
三餐吃的是干馍和土豆；遇到天旱，他们只能找到沟槽里的积
水，人和马一起饮用。凌晨3点多，他就起来喂马，用脚和肩膀
给马挠痒痒。它们，是他的亲密伙伴。

现在，耿学峰每月能有四五千元的收入。“是累了点儿苦了
点儿，但我知足了。”

三

洗衣做饭，用脚；打电话、编发微信、发抖音，用唇和舌尖。
他还能用两只脚，把被子叠成“豆腐块儿”。

失去双臂的耿学峰，常人能做的他几乎都能做到。和别人一
起干活，他总是干最重的，比如伐木，别人拉锯，他则选择背最重的
木头。如今的他，可以用嘴咬起三四十公斤的东西在山间行走。

去年年底，他开通“抖音”展示他的马帮，竟一下子“火”了，
吸引了数万名粉丝。甚至，好几个女士在了解到他的情况后，
向他表达了爱慕之意。但他一次次婉拒了，“我毕竟是没有双
臂的人，害怕对不起人家呀！”

他说，玩抖音是为将来做电商打个基础。“现在马帮的活儿
还不算少，但总有一天这个行当会消失。做人做事儿，得学会
从长计议啊。”

四

9年前的那个腊月，耿学峰把改嫁24年的母亲接了回来。
很多年了，耿学峰一直在打听母亲的下落。10多年前，耿

学峰终于在卢氏县的一个深山沟里找到了母亲。在那个一贫
如洗的家，母亲每天除了操持家务，就是在山上放牛。由于她
没再育身体又不好，那个男人不愿再和她一起生活。耿学峰把
病中的母亲接回自己家里。

2017 年，母亲两次因病住院。耿学峰跑前跑后，日夜侍
奉。母亲基本康复后，他又在当地有关部门的帮助下，为母亲
办理了慢性病优惠诊疗手续。每次他带着弟弟出去跑马帮时，
他都会算着时间，为母亲买好药，给她留下几百元生活费。

“母亲老了，时而清醒时而糊涂，经常做一顿饭吃一两天。
我心疼啊，可又不得不奔波着挣钱。”耿学峰说。

小他4岁的弟弟这些年一直跟着耿学峰跑马帮。兄弟俩感
情很好。耿学峰失去双臂后，他的大小便，几乎都是在弟弟的帮
助下完成的。他们的收入，耿学峰存着。“若是能给弟弟找到一
个合适的媳妇，我会把钱全拿出来，给他们在县城买一套房。”

“嘚儿嘞，嘚儿嘞——”无臂的耿学峰赶着他的马行走在山
间，他和他的马帮，在崇山峻岭间踏出了一条路。1

□丁自力

自 18岁当兵离开家乡到转业，我一
直在小城工作和生活。30多年的生活磨
砺，很多记忆淡忘了，但对儿时行走在乡
村防治病患的“中医先儿”，却始终难以
忘怀。

我的家乡邓州是医圣张仲景的故里，
祖辈们受医药文化熏陶，中医药氛围浓
厚，崇医尚医蔚然成风。记忆最深的是幼
时有一老一少两个中医先儿。老者七八
十岁，留着长长的胡须，眉目慈祥，人称老
余先儿；少者 50多岁，高挑个儿，长相斯
文，爱做鬼脸逗我们乐，人称小余先儿。

记得那时父亲带我到简陋的诊室看
病时，两个余先儿总“欺骗”我说吃药不苦，
扎针不疼，还说扎针时最好闭上眼睛别看，
但当我真的按他们说的做了，才知道又上
当了。现在想来，在那个缺医少药的年代，
正是这些乡村医生维护了我们的健康，缓
解了乡亲们对于缺医少药的焦急和无奈，
伴随着我们度过了那个艰苦年代。

长大后我才知道这父子俩来自中医
世家后人，他们对家乡什么地方长着什
么草药了如指掌，围墙上的仙人掌，屋顶
上的瓦松，锅底的小灰（百草霜）、水沟里
的毛辣子（蒲黄）……跟人说起来时，滔滔
不绝，如数家珍。

初春，为了预防感冒，他们会给村民
熬黄花苗根、苇子根、茅草根三根茶喝；
夏季来了，他们会告诉村民多喝加盐的
温开水，晚上尽量不要直接睡在地上；秋

天到了，他们会告诉村民喝绿豆汤、柳叶
茶，把夏天圈在肚里的暑气赶走，预防疾
病发生。

老余先儿有很多治疗疑难杂症的秘
方。父亲在世时常给我讲，他小时候生了
一场重病，家里钱花完了，病却不见轻，看
着治愈无望，奶奶决定放弃治疗。老余先
儿知道了，再次来到家里，为躺在门口地上
奄奄一息的父亲把脉，查看了眼、舌后，对
奶奶说：“娃子看着还有救，知道你们日子
紧巴，我不要钱，给娃子治治试试，中不
中？”奶奶惊诧之后感动不已：“中中中！”就
这样，经过老余先儿一段时间治疗，父亲竟
奇迹般慢慢好了起来。为了感谢救命之
恩，奶奶让父亲认了老余先儿当干爹……

余先儿父子俩对乡亲们都很友善，哪
家有病人，早喊早到，晚喊晚到，风雨无

阻。他们用自采、自制、自配的中草药为
乡亲们治病，尽量减轻乡亲们的负担。记
得有一年秋天，邻居大伯得了“肿脖温”，
他们只给包了两毛钱的药，让他回去到房
屋顶上采点瓦松捣烂，把包的药掺和在一
起涂抹到肿胀面上……几天后，病好了。

夏秋农忙时，乡亲们常赤着臂、光着
脚在地里干活，他们告诉大家，遇到锄
头、镰刀伤了手脚不要慌，地里的刺角
芽，沟里的毛辣子，路上的干土面都是止
血的好药。庄稼生腻虫（蚜虫）了，他们
告诉村民，将草木灰撒在叶子的表面即
可防虫杀虫；村民喂小鸡时，要掺一些蒲

公英的嫩苗叶；猪圈要经常撒一些麦秸
烧过的灰，羊下崽时要点燃艾草薰一
下。父子俩告诉乡亲们，车前草不但可
以治人的暑湿泻痢、水肿病，也可以预防
耕牛疾病，在夏、秋两季的饲料中加喂车
前草，确保牛的健壮不误农忙生产……

我一直觉得，医学是爱的产物。现
在，村村都有了卫生所，乡亲们也有了健
康档案，可家乡的人们还记着余氏父子，
虽然他们爷儿俩早已不在人世了。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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