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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洁 黄海涛

公元 244年，三国鏖战。在河内
郡（今焦作、济源及新乡、安阳西部一
带）怀县（武陟县）一处低矮的茅草屋
里，一对衣衫破旧的中年夫妻相对而
坐，锅里放着几个硬馒头，粮袋里的
米已告罄……

男人盯着妻子因操劳而略显憔悴
的面庞，满怀愧疚地说：“你暂且忍一忍
如今的饥寒，日后我定位列三公，只是不
知到时候你是否做得来三公夫人哩！”妻
子莞尔一笑，眼神里满是光亮……

这位贫穷落魄的男人，后来还真
的位列三公。他就是魏晋时期“竹林
七贤”之一的山涛。在《晋书·山涛列
传》和《世说新语》里，详尽记载有他
的生平及轶事典故。

一

山涛（205—283）出身官宦之家，

父亲山曜做过县令。
山涛早年丧亲，家中贫困，“少有

器量，介然不群”。他喜好《庄子》《老
子》，常隐居乡里，与名士嵇康、吕安为
友，后遇阮籍等人，成为“竹林之交”。

“竹林七贤”以淡泊名利、行为不
羁著称，山涛却适时出仕，不仅自己
做官，还要举荐嵇康做官。不想，被
拒绝了。嵇康在给他回的《与山巨源
绝交书》中，字里行间夹枪带棒，嘲讽
道：“你不能因为自己喜欢腐臭就把
死老鼠给别人吃，你走你的阳关道，
我走我的独木桥。绝交！绝交！”

山涛虽然自讨没趣，却没做任何
辩解。后来，嵇康遭难时，他曾数次
上书求情。嵇康临刑前，把儿子嵇绍
托付给了山涛，“巨源在，汝不孤矣。”

嵇康被杀20年后，山涛举荐嵇绍
做了秘书丞，也算是不负重托。

对山涛与嵇康这种“既绝交又
深交”的关系，史学界多数理解为

“志向不同，情谊深厚”。嵇康崇尚
自然、蔑视权贵，选择了独善其身；
而山涛胸有韬略、适时出仕，选择了
兼济天下。

二

关于山涛为官，史书记载：县令
袁毅官瘾很大，为求升迁，到处行贿，
许多权臣都接受了他的礼物。当袁
毅得知山涛是吏部尚书，掌管着官吏
的任免、考核时，就往山涛家里送了

“丝百斤”。山涛不想收礼，但又不愿

让人觉得自己与众不同，“乃受之”，
但“命内阁悬之梁上，而不用也”。谁
再来家行贿，他就指着房梁上那包真
丝，沉默不语。送礼人自然明白山涛
的意思，只得惭愧而退。

后来，袁毅的事被揭发，用槛车
送京师廷尉受审，朝廷“案验众官”，
凡受贿的人都被检举，纷纷落马，唯
山涛“取丝付吏，积年尘埃，印封如
初”，得以顺利过关，并赢得了“悬丝
尚书”之美誉。

山涛高洁的操守源于超强的自
律，就连喝酒这样的小事也不例外。
山涛喜欢喝酒，可担心喝酒误事，于
是，他规定自己每次最多饮酒八斗，
决不超量。

晋武帝司马炎听说后，想试下到
底是真是假。在一次宴会上，晋武帝
明着说只准备了八斗让他喝，暗地里
却偷偷地不断加酒，但山涛饮到八斗
时，不论晋武帝怎么劝，他都坚决不
喝。晋武帝不禁感叹：“山涛饮酒如
此有度，做事可想而知了。”

三

山涛为官 30 多年，为国选贤任
能，从不徇私舞弊。每选用官吏，都
要对候选人亲做评论，供皇帝参考，
并将荐拔上奏的人列名成册，时称
《山公启事》。他前后举荐的官员多
是贤能，只有陆亮是晋武帝诏命所任
用的，与山涛意见不一，山涛争辩，可
晋武帝不听。后来，陆亮因贪污受贿

而被罢免。
山涛在任职冀州刺史时，当地风

俗鄙薄，无推贤荐才之风。山涛鉴别
选拔隐逸之士，查访贤人，表彰或任
命三十多人，都显名于当世。山涛因
此受到百姓士人的仰慕推崇，当地风
俗为之一变。

同为“竹林七贤”之一的王戎曾
盛赞山涛：“就像未经琢磨的玉和未
经冶炼的金一样。人们往往都欣赏
玉和金光彩夺目的外表，而对未经琢
磨的玉和未经冶炼的金，却不知道它
们内在的高贵质地。”成语“璞玉浑
金”说的就是山涛。

晚年时期，山涛曾数十次上表辞
官，却都被朝廷驳回。后来，晋武帝
只好派使者将印绶交给卧病在床的
山涛，不准他再次上表辞官。山涛却
说 ：“ 快 要 死 的 人 ，怎 能 玷 污 官 府
呢？”说完，他乘车回家了。

公元 283年（太康四年），山涛去
世，终年 79岁。他一生勤勉节俭，不
养婢妾，并将俸禄赏赐都散给亲戚故
人。去世时，“旧宅第仅有屋十间，但
子孙众多，容纳不下。”

当了一辈子官，却依旧贫穷。若
说山涛出仕是为了功名利禄，物质条
件又何至于此？或许，嵇康在写那篇
《与山巨源绝交书》时，真的是没有理
解山涛的选择；又或许，嵇康的那封
信，绝交是假、明志是真，表面是在骂
山涛，实际上是在痛骂腐朽的西晋王
朝的当朝者吧。8

□张天惠

艳阳五月，喜乐阵阵。披着婚纱的
禹州市中医院护士苗培娟被新郎吴二
帅抱下婚车的那一刻，百感交集……

初春时节，新冠肺炎疫情突然袭
来。作为 ICU病房护士，大年初一下
午，培娟和两位同事带着消毒液、体
温枪、帐篷等物资装备，赶往离市区
30 多公里的卡点，执行执勤任务。
她递交了请战书，渴望去武汉抗疫一
线，救死扶伤,帮助更多的人。

奔赴前线

2月 15日。上午10点，下夜班的
培娟正在家洗衣服，突然接到医院的
电话，通知她参加援鄂医疗队，即刻

出发。尽管早有心理准备，但那一刻
她还是感觉突然，心怦怦直跳。按捺
着激动的心走进厨房，对正在刷碗的
母亲说她要去武汉，现在就走。母亲
一愣，手里的碗差点没掉下来，“那你
的婚不结了？”

时间紧迫，医院派的车已到小区门
口，培娟简单收拾了几件衣服装进手提
袋飞快出了家门。一边走，一边给未婚
夫二帅说了要去支援武汉的消息。

“那咱婚礼咋办？”二帅在电话那
头焦急地问。两人已恋爱三年多了，
他们商量好的，过罢春节就举办婚礼。

往后推吧。培娟说。
电话那端，沉默。然后传来二帅

的声音：你一定要照顾好自己，我等
着你……

火线入党

2月16日，是培娟到达武汉的第二
天。这一天，她怀着激动的心情，再次
向党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书。她在申
请书中写道：“我希望用自己的行动，为
广大人民群众的身心健康奉献自己的
一份力量，践行一名共产党员的誓言。”

江汉方舱医院是由武汉国际会展
中心改建而成，设置床位1600张。培
娟他们刚去时，条件简陋，穿脱防护服
就在临时搭建的简易棚里，偌大的空
间用一排一人多高的海马体间隔开
来，分成医护区和疫病区……

起初，培娟他们负责整个方舱
1500多位感染病人的生活用品、医用
物资及药品的发放、入院出院登记、
填表制卡等。仅是发放这 1500多人
的一日三餐，就是件非常繁重的体力
活儿。身上穿着笨重的防护服，四五
个护理人员两手提着饭盒，一顿饭平
均要在各个病区之间跑几百趟。

由于防护服不透气，稍微一活动，
衣服就湿透了，粘在身上要多难受有
多难受，时间一长就会出现缺氧、头晕
现象。每轮一个班要工作 6个小时，
这期间不吃不喝不去洗手间。最难受
的是戴护目镜和N95口罩，勒得后脑
勺和耳根处针扎一样疼痛……

3月初，培娟调到了一线病房做
护理工作，直接和确诊病人面对面接
触，一个人负责20多个病号。最危险
的就是为病人抽血和采集咽拭子，病
人的一声咳嗽、一个喷嚏、一丝血迹
都有传染的可能。

3月9日，江汉方舱医院清零，培娟
和队友们的脸上终于露出了久违的笑
容。这时，上级通知原地待命，随时准备
援助其他医院的ICU病房。于是，培娟

郑重地再次向组织递交了请战书……
3月 18日，江汉方舱医院正式闭

舱前一天，培娟迎来了神圣而庄严的
时刻——河南省第八批援鄂医疗队
临时党总支在援鄂医疗队驻地为“火
线”入党人员举行宣誓仪式。

这一天，苗培娟站在鲜艳的党旗
下高举右手，庄严宣誓……

动人一幕

在支援武汉的一个多月以及回
到许昌隔离的日子里，二帅几乎每天
都与她保持热线联系，上班前、下班
后，嘘寒问暖，呵护备至。

培娟清楚地记得，她第一次下班
回到酒店那一刻，二帅掐着点把电话
打给她，千叮咛万嘱咐，最后说，等你
回来我去接你，到时候给你一个惊喜。

4月 3日那天，当载着7名禹州援
鄂医疗队队员的大巴出现在家乡人
的视野，她看到了夹道欢迎的交警、
群众以及熟悉的同事亲人。培娟再
也忍不住了，泪水奔涌。

逆行时，寒凝大地；凯旋时，繁花
似锦。那日，春光明媚的禹州，以最高
礼遇、最高规格举行盛大仪式，欢迎最
美逆行者回家。在欢迎仪式现场，培
娟看到了手里举着一束玫瑰花的二
帅，尽管戴着口罩，可他的脸上洋溢着
抑制不住的激动、喜悦和幸福。

培娟接过鲜花后，二帅突然单腿
跪地，当众大声说：“培娟，嫁给我
吧！”然后，他掏出一枚戒指，捧在培
娟面前。

培娟一下子羞涩起来，不好意思
地低下头来。

5月 18日，是培娟与未婚夫吴二
帅的新婚大喜之日。这迟来的婚礼，
诠释着人间最美五月天！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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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记忆

□吴继红

在河堤上漫步，风里传来甜腻腻
的清香，这香气，不禁让我想起了老
家的枣花。

老家院里那棵枣树是 20多年前
父亲亲手栽下的。父亲是木匠，农闲
时在四里八村做木活儿，由于孩子
多，微薄的工钱勉强够一家人糊口。
可他很知足，每天乐呵呵的，谁家有
活儿都随叫随到，碰见家庭条件不如
我们的，总是少要工钱。那时奶奶还
在世，家里有六七个孩子，日子过得
很艰难，哥哥姐姐很早就辍学帮着维
持家里的生计。

枣树旁边是水井。闲下来的时
候，母亲蹲在枣树下洗衣服，奶奶在
枣树下乘凉，父亲则坐在树下抽几袋
烟。傍晚的风从枣树叶子间吹过来，
特别是枣花开的时节，闻着清甜的枣
花香，吃着母亲烙的饼、腌的菜，感觉
岁月安静而美好。

枣花开得迟。当很多花儿都争
相开放时，枣树枝头还是光秃秃一

片。小满前后，枣花才开始默默地绽
放。枣花很小，淡淡的黄绿色，小米
粒儿一样，不细看，还真发现不了。
枣花虽小，但香气很浓郁。每到枣花
盛开时节，无数的蜜蜂冲着花香而
来，一天到晚在枝头“嗡嗡”地忙碌。
白天，阳光照耀着绿色摇曳的枣树，
嫩黄色的枣花在绿色的枣叶间闪着
串串黄色的微光；有月的夜晚，枣花
的香味借着夜风飘在我的心头，也飘
进我的梦乡。

枣花要落的时候，正是收麦的大
忙时节。起风了，枣花从枝头落下，
铺满厚厚一层。苏轼曾说“簌簌衣巾
落枣花”，苏轼从树下经过的那个正
午，一定也起了风，簌簌的枣花落在
了苏轼的身上。记忆里，有一年的枣
花也落得特别急，在我记忆里落了十
几年，刻骨铭心。

我念高一那年收麦前，奶奶一病
不起，花光了家里最后一分钱。二伯
的儿子从惠州打工回来，告诉父亲他
在那边的厂里做会计，可以给我安排
个活儿。那年我十六岁，算是“整劳

力”了。哥嫂们虽然没说什么，可如
果我继续念书，无疑是给这个家雪上
加霜。

我整天忐忑不安。终于，父亲把
我叫到了枣树下。他坐在枣树下吸
了半天烟，我看见他的手在装烟丝时
一直在轻轻地颤抖。就在我被呛得
开始咳嗽时，父亲终于说话了：“五妮
啊，是爹没本事，让你受苦了；家里的
事你别管，书只要你想念，就念下去
吧……”

我本来预备了一肚子话，只等父
亲劝我退学时拿来跟他据理力争，可
没想到父亲却说了这样一句话。我
所有的话都卡在了嗓子眼儿，只剩下
大颗的泪珠和扑簌簌的枣花一起落
到衣上、地上。父亲轻叹一声，摸了
摸我的头，拂去我头发上的枣花，站
起了身。枣花还在簌簌地落着，落
着，落在我的头上、身上，也落在我的
心上。

随后的那些日子，父亲和哥哥们
每天出去得更早，回来得更晚了，母
亲精打细算，日子勉强撑了过来。三

年后，我考上了大学。院子里的枣树
又长大了许多，那时父亲已经 60 多
岁，为了让有限的土地生出更多的钱
供我念完大学，他把南坡那块地开辟
出来种西瓜，每天没日没夜地守在地
里；一到节假日，赶着家里的那辆骡
车跑几十里地去城里卖瓜；枣树上结
的枣子再也没舍得尝一颗，全都拿去
卖掉……

我大学毕业成了一名公务员，结
婚有了孩子，也在城里按揭买了房。
想着把父母亲接到城里享两天福，可
他们却相继离开了人世，父亲栽下的
那棵枣树永远留在了老家的院子里，
老家从此只在梦里……

“四月南风大麦黄，枣花未落桐
叶长。青山朝别暮还见，嘶马出门思
旧乡。”今夜，老家院子里，枣花是否
又一次落满了地面？8

□本报记者 刘向东 本报通讯员 康帆 任振宇

一

淅川县毛堂乡南泥湖村狐狸扒村民组位
于大山深处。弯曲的乡道两侧，散居着 7户人
家，65岁的魏保顺家是其中一户。

魏保顺家的房屋正墙上，红红的辣椒拼贴
出“中国农民中国梦”7个大字。家门前，竖着
一根9.9米长的毛竹，竹竿顶端，鲜艳的五星红
旗在阳光下迎风招展。

25年了，太阳从山顶升起时，他升起国旗；
太阳冉冉西去，他收好旗帜坐进屋里看央视新
闻联播。

“当兵就是保家卫国，当工人就要做好工，
当农民就要种好地。每个人都干好本职工作
了，就是在为社会做奉献。”老魏说。

狐狸扒村民组，四面环山。这里曾经的
20 多户人家，几乎都是抗日战争时期迁来
的。这里山清水秀，几辈人日出而作，日落而
息，日子就这样过去了。

改革开放了，山窝里的年轻人走出了大
山，有的还把父母接了出去。老魏的一双儿女
也走出去了，他们不止一次要把老魏夫妇接到
城市生活，可这对老夫妻选择了留守。

“几十年了，我每天早上五点多起床，一直
忙活到晚上六七点，天天都是这样，习惯了。”

人均三分农田的大深山里，需要这样天天
打理？老魏说，从十多年前开始，他种了十几
块地，合起来有十多亩，小麦、玉米、红薯，都是
祖辈种的庄稼。

这十几块地，都是撂荒地。“年轻人出去
了，老人们随着走了，田地都荒了，我心里不忍
呀！”东坡一块、西坡几垄，老魏把能种的地全
种上了庄稼。他还种着芝麻、绿豆，每年外出
的那些人回来探亲时，他就送上门去。

看着撂荒的地长出累累果实，老魏很满
足，“我是个地地道道的农民，和土地打了大半
辈子交道，看着土地打心眼里亲！”他还把一些
荒地全种上了白杨树。除了这些，老魏还养鸡
养鹅养猪，种蔬菜育木耳，每天忙着呢。

大山在改变。进出的路，不再是坑坑洼
洼；饮用的水，不用再肩挑车拉；残破漏雨的房
屋，公家出钱出力修缮……夜来，看完新闻联
播，关灯歇息。窗外，山林里的虫儿鸣唱着，老
魏睡不着了。这一切，该感恩谁？

二

25年前的春日，一根长长的毛竹被老魏竖
在家门口。

“保顺，你这是弄啥哩？”村人惑然。“升国
旗！”老魏答得简捷。

升国旗？“是，升国旗！”答了这句，老魏的
脑海里闪动着新闻联播里奏国歌、升国旗的镜
头。“心潮澎湃呀！”

那个早晨伴着朝阳，五星红旗第一次在老
魏家门前冉冉升起了。仰望中，他大声唱起了
国歌。歌声，在山谷中回荡着。“唱着唱着，我
眼泪出来了！”当年受邀“观礼”的老支书曹新
法至今还记着当时的情景。

一年年，一日日，从未中断。朝霞里，老魏
升国旗，唱国歌，这是大山深处的小村庄一道
独特风景。

有时候，老魏孤身一人，但他行向国旗的
注目礼，庄严肃穆。有时候，老魏的身后会站

着几个、几十个、上百个邻近村落的父老乡亲。比如每年国庆节那一天，
他们会和老魏一起升国旗、唱国歌。红旗飘扬，歌声回荡在山谷。

五星红旗，在山坳里飘扬着。“下地干活时远远看见国旗，总觉得更有
底气，干得踏实。”村支书肖国华说。

早些年，国旗上的五颗星，是老魏的老伴一针一线绣上去的。“那一
年，老魏的牙掉了，他舍不得修补，却买回了质地最好的红布。”老伴说。
这几年生活好了，旗是买的。以前那些手缝的国旗被老魏整齐地叠着，放
在一个盒子里珍藏。

老魏不是一个讲究人，但每天升旗时，他都会穿戴整齐，步伐沉稳，双
手捧着旗帜走到旗杆下，庄严升旗。

因为升国旗，让老魏学会了唱歌。这些年，他学会了30多首红歌。唱红
歌的，又何止他呢？每天早晨，会有三五成群的乡亲，和他一起在升完旗后引
吭高歌。乡亲们说，老魏家门口飘扬的国旗，时刻提醒着他们爱党爱国。

三

升国旗，是老魏家神圣而庄严的事。有一年，老魏生病住进了十多公
里外的乡医院，老伴要去照顾他，他坚决不让。他说：“咱俩都不在家，国
旗没人升咋能行啊？”

“不升国旗，总感到有啥事儿没做。”老魏说，25年了，不管有多大的事儿，
他和老伴要么升完国旗再出去，要么家里留一个人升降国旗、照看国旗。

早些年，村里只有一台电视机。这台电视机，是老魏了解外面世界的
窗口。“每天的《新闻联播》《焦点访谈》是我雷打不动要看的节目。不看
完，我饭都不吃。”

“不学习，咋爱国？咋提高？”老魏说。
这几年，老魏常在电视里听到“中国梦”。在他看来，国家点点滴滴

的变化，都是努力实现“中国
梦”的具体表现。具体到他
们村里，就是水泥路修了，电
通了，有自来水了，小山村一
天 天 变 美 了 。 怀 着 感 恩 的
心，老魏在自家房屋的正墙
上用红辣椒拼出了“中国农
民中国梦”7个大字。“每个中
国人都有中国梦。我是个中
国农民，所以就在‘中国梦’
前面加上了‘中国农民’四个
字儿。”

以前，因为砂石路颠簸，
村里的鸡蛋都没办法拿到城
里卖，现在，“村村通”水泥路
修到了家门口；以前，夜里漆
黑一团，现在，家家用上了
电，村里还有了路灯……“是
谁带来了这样的生活？是共
产党啊！这份恩情，啥时候
都不能忘！”

“把地种好，是农民的本
分。多打粮食多挣钱，是我
的梦想。每天升五星红旗，
是我在感恩共产党。”老魏
说。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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