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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深处

母亲的“艺术”

□本报记者 刘向东
本报通讯员 封德 王玉贵

雪花如柳絮般纷纷扬扬。西峡县
阳城镇田营村老曹家的院子里，却是一
片金黄。屋檐下，满摆着一人多高黄灿
灿的玉米棒子。偌大的院子也不空荡，
花草、盆景，有上百盆。

“冬至深处意寒冷，雪打瑞枝动芳容；
百花谢幕皆归去，我自岿然傲苍穹……”
屋门口，61岁的老曹趴在小桌旁，专心
致志写着诗。

一只小奶猫睡卧在他腿上，脚边两
只刚满月的狗摇着尾巴。这些日子，他
收养的三只猫和五只狗都黏着他，屋里
屋外形影不离。

这两年，妻子病故了，儿子上初中
住校，老曹却并不显得孤独。种地、养
花、写诗，照看收养的流浪猫狗，日子一
直向前走着呢……

清贫之家

幼年时，老曹和母亲相依为命。初
中毕业的他，终日打理着几亩山地薄
田。贫困，使他年过不惑依然单身一
人。

18年前的冬天，老曹终于娶了个年
龄相仿的农家女子。患有间歇性精神
病的她，病情时好时坏。清醒时，她迎
人待客、做饭洗衣、上山拾柴，样样都
行；犯病时，摔东西、砸物件……逢年过
节，恩爱夫妻俩常携手到集市为老母亲
添置衣服……

三口之家，温馨怡人。然而，年过
半百却无家嗣，老曹的心头不免落寞。

2005年春的一天，有人告诉他，邻
村公路的花坛边有个因唇腭裂被弃的
婴儿。“既然生了，咋能说扔就扔了呢？”
赶去的老曹把这个奄奄一息的小生命
抱了回来。

村干部帮着办理了收养手续，老曹
有儿子了。

破旧的小院里传来了婴儿的哭声，
“自己的娃不能亏了，得给他奶粉喝。”

奶粉是什么？那是钱啊！眼瞅着
儿子嗷嗷待哺，坐卧不安的老曹就外出
垒墙、搬砖，挣钱。奶粉有了，柴锅里熬
米汤搭配着奶粉，一日三晌精心喂养
着，儿子白白胖胖。

秋收的季节，老曹抱着儿子去医院
做了唇腭裂矫正手术。

那些日子，老曹家的院子里欢声笑
语。然而没多久，不幸接踵而来：耄耋
之年的母亲刚撒手人寰，妻子便瘫痪在
床，成了植物人。

随后的日子，老曹照料着儿子，伺
候着妻子的吃喝拉撒。虽说每天忙得

像陀螺一样，但中年得子的老曹掩不住
心里的欢喜，整日面带微笑，下地劳作，
背着儿子；在家做饭，一只胳膊怀抱着儿
子、一只手掌勺搅锅；饭做好了，喂妻子、
喂儿子，等到自己吃时饭凉了……“父
母和丈夫的角色，咱就是一肩挑！”

熬过了一年又一年，妻子的病虽未
见好，但儿子一天天长大了。

痴迷诗歌

“日子再苦再难，笑着过总比哭着
过好吧？”老曹说，那些日子，他还有着
精神寄托：写诗。

老曹的记忆里，没咋上过学的母亲
能熟背上百首唐诗宋词，还会《花木兰
从军》《白蛇传》等许多曲剧唱段。受母
亲熏陶，老曹从小就对诗词歌赋产生了
浓厚兴趣。上初中时，学校的墙报上，
几乎都有他写的儿歌和诗歌作品。

日子过得艰难，但爱好写诗的老曹
每天都不放弃创作，或描述乡村田野的
景致，或歌颂新时代发展的成就。

刊物也发了他不少诗歌作品。以
讴歌新时代、喜庆十九大为主题的《征
程》《咏菊》，还入选了《中国当代作家书
画家代表作品文库》……

“尤其是最近十多年，我觉得我的
精神生活越来越富有。”老曹说。2016
年，驻村的扶贫工作队来到了老曹的
家，一番调查评比，老曹一家成了建档
立卡的低保贫困户。很快，不仅妻子领
到了残疾人扶贫补贴，儿子上学有了扶
贫助学补贴，老曹自己也在村里有了一
个公益岗位：生态护林员。

一个个扶贫政策扑面而来，老曹
说 ，他 的 家 庭 也 掀 开 了“ 崭 新 的 一
页”——“吃穿不愁、看病能报销、每月
有低保金、帮扶干部还定期上门看望和
慰问……”

好政策让老曹精神振奋，掂起笔就
写下了这样一首诗：“党的恩情如日暖，
心系弱群情相牵……初心不改意志坚，
执政为民义如天。大爱铺平小康路，同
舟共济把梦圆！”

“这是我这几年由贫困户到脱贫光
荣户的真实心情啊！”老曹说，他的这首
诗还被县里做成了展板，和他的脱贫事
迹一起，悬挂在了县城的文化广场。

“咱做人，得懂得知恩图报！”老曹
记得，2017年 8月，他的帮扶人申海侠
来到他家时，恰逢阴雨连绵。“进屋下不
去脚，盆盆罐罐、水桶都在接屋顶上漏
下来的水。”

那一刻，申海侠坐不住了，专门为
他申请了扶贫专项房屋维修金，经过
近半个月的修缮，屋顶加盖了彩钢瓦，
又翻修了厕所，使老曹家的面貌焕然
一新……

欢喜之余，老曹又奋笔疾书，写了
一首赞美扶贫工作队的诗歌：“情悠悠，
意悠悠，党的温暖在心头。真情扶贫暖
万户，解开心头忧与愁。扶真贫，真扶
贫，身影千家留！”

“人家真情为咱，咱更要撸起袖子
加油干！”掰着指头，老曹诉说着这些年
来，他家发生的天翻地覆的变化：2016
年，养蜜蜂15箱，增收3000元；2017年
他家人均年收入超过了4000元，实现了
脱贫；“2018 年，我寻思着再干点啥事
儿，让日子过得更好一些……”

然而正在此时，老曹的妻子突发脑
梗，撒手人寰……

感念党恩

“百年修得同船渡，千年修得共枕
眠。她来我家的十八年里，我伺候了她
十三年，无愧于良心啊。”生活遭受了打
击，但老曹仍笑对生活。为了加快脱贫
致富的步伐，平时地里没农活时，他就
到邻居的地里打个零工，拔花生、摘猕
猴桃，每天有近百元收入。

他在《扶贫扶志》中写道：“扶贫扶
志从心起，扶起志气和勇气。馅饼不会
终生有，单靠馅饼难充饥。小康步伐快
如飞，稍不努力就掉队。幸福生活靠打
拼，多付辛勤与汗水。”

15 岁的儿子，在附近的学校上着
初三，学习成绩一直是班里的前几名。
每逢周末，老曹就骑上亲戚送给他的摩
托车到学校接孩子回家。经常，老曹会
告诉儿子，如果不是党的扶贫政策好，
他们家很可能就供不起他上学。受老
曹的影响，儿子仁义孝顺，每次回到
家，他都会为父亲洗脚、烧茶，收拾家
务……

2016 年，老曹加入了中国诗歌学
会。那年 4月，他的作品《耕耘》喜获第
三届相约北京全国文学艺术大赛一等
奖，走进了设在人民大会堂的颁奖现场。

2017年 2月，一位热心人送给老曹
一部智能手机。从此，他开始了用手机
写诗，并注册了“快手”号，诗歌写好后，
就发布在“快手”上，供网友阅读……

冬日农闲，老曹除了外出找些零活
干，再就是带着他收养的流浪狗，肩扛
锄头到山坡上挖回树根，制作成盆景，
陶冶性情，激发写诗灵感。

“贫困群众有话说，感激的心情对党
歌。歌唱党的政策好，精准扶贫助残弱。
弘扬民族好风尚，关心群众苦与乐。解决
困难送温暖，用爱谱写动人歌。吃水不忘
挖井人，党的恩情记心窝。”

雪霁初晴，老曹又写了一首诗。老
曹说，想着自己从被扶贫到脱贫的点点
滴滴，他忍不住就想用诗歌对扶贫工作
点赞，对党和政府感恩……1

□孟庆玲

一

西晋太康二年（281年）的风中，皇
甫谧和左思相遇了。他们身后的暮色，
是秦岭余脉的风光。其时，晋武帝司马
炎刚完成统一大业，正需要润色鸿业，
左思捧着《三都赋》出现了。《三都赋》以
赋为载体，歌颂大一统的壮美河山，歌
颂晋武帝的丰功伟绩。因此，他找到资
深隐士、文学家、史学家、医学家皇甫谧
为其写序，以名人效应为其打开那扇通
向文坛的大门。

其实十年前，左思的《三都赋》还在
构思中时，就有了名人效应，只不过是
负面的。陆机听说左思要写《三都赋》，
差点笑掉大牙：“此间有伧父，欲作《三
都赋》，须其成，当以覆酒瓮耳。”意即左
思这个村夫写的书只配盖酒坛子而已。

当这本“盖酒坛子的书”摆在皇甫谧
面前时，他笑了一下，要捧左思就意味着
和陆机作对，他老了，不想与人为敌；何
况除了文学，他更是医学工作者——案
桌上，是即将完成的《针灸甲乙经》著
作；更重要的是他是隐士，不想沾染俗
务。不过，看着左思年轻热切的脸，皇
甫谧还是拿起了书。

一壶茶，两人喝得很慢，从日升喝
到日落。终于，皇甫谧长叹一声，放下
手中的杯子，同时放下的还有那望向远
方的目光。皇甫谧知道，这个貌不惊人
的青年实力有足够的理由骄傲——他
打造出了与大一统晋王朝相媲美的纸
上江山。

月光下，皇甫谧提起了笔。月光
下，左思脸上闪着清辉。

此刻，他们还不会知道，日后，有更
多的人为《三都赋》作序、注解，那个曾
讥笑左思的陆机更是讪笑着向他祝
贺。他们更不知道，将有数以万计的人
抄写《三都赋》，以至于有了“洛阳纸贵”
的典故。

而这一切盛况，都缘于皇甫谧的成
全。看着年轻的左思，皇甫谧仿佛看到
了自己的往昔……

二

皇甫谧，生于一个中落的黄土高坡
士族家族，自小被过继给叔父，少年却
是在今义马一带度过的。

阳光如时光在皇甫谧身上跳转，一
会儿是叔父母望子成龙的脸，一会儿是
家乡的杀声阵天，皇甫谧时常从梦魇中
惊醒，手中依然拿着荆盾、杖矛——对他
来说，虚拟的战争游戏才最有安全感。
然而，父母需要的却是另一种安全感。

在较为安定的中原，要想尽快融
入当地士族必须依靠经学。对一个日
渐没落的家族来说，以经入仕是最好
的选择。

一日，皇甫谧被母亲责备，跑到山中
散心，回来时摘点野果讨好母亲。不料
野果刚拿出来，母亲就一把摔了，还没等
皇甫谧反应过来，又兀自伤心哭泣起来，
边哭边数落：孩子，你快二十了还这样没
个正性，都怪我，没有教育好你啊。

母亲的自责是一把刀，割着皇甫谧
的心。他跪在母亲身边，然后，将荆盾
和杖矛扔进了火中。

之后，他有了不一样的人生。他学
习，夜以继日，他农耕，夙兴夜寐，因为
家贫，常常两者不能兼顾，但两者必须
兼顾时，他就做农活也带着经书——

“带经而农”的典故就是这么来的。他
要和时间赛跑，他已是17岁的少年了。

转眼间，皇甫谧已收获多多，26岁，
他已有了《帝王世纪》《年历》等史学著
作。接下来，如果没有意外，或许他将
会满足父母的所有幻想。

只是，36岁时，一场大风改变了皇
甫谧的人生走向——他得了偏瘫。哐
的一声，这大风为他关闭了仕途之门，
但同时又为他打开了另一道门……

三

其实，在皇甫谧得病之前，他是有意
入仕的。只是，一系列的血雨腥风让他
对司马氏彻底死了心：高平陵事件中曹
爽兄弟、名士何晏被诛杀殆尽，后来，高
贵乡公曹髦、文学家嵇康又惨遭诛杀，直
至最后魏帝曹奂也被逼禅位……

看看司马氏血染的庙堂，皇甫谧把
目光投向了乡野，既然做隐士即可乐
道，又何必入世入仕呢？于是，他著《高
士传》《逸士传》《达士传》……为那些江
湖里的奇男子奇女子立碑作传，这些伦
理的、审美的著作成了航向标，给那些
挣扎在五浊恶世中的人们指引方向。

除了隐逸之情，皇甫谧的不仕很大
程度上和他的风疾有关。久病的身体需
要调理，而家贫的他只能自己琢磨，为
此，他还服食了寒食散——由紫石英、白
石英、赤石脂、钟乳石、硫磺等五种矿石
组成的药物——也称五石散。不为炼
丹，只为镇心定惊。但风声鹤唳的时代
岂是纯粹的药物能镇定得了的？何况此
药副作用更多——轻可致残重可致死。
皇甫谧服后也痛苦得几欲自残，幸亏母
亲极力劝导，兄长汤药相救，几次死里逃
生，他终于研究出了寒食散的解药，传授
给学生，以解救更多的人。

之后，司马氏多次征召，皇甫谧都婉
拒了，以老以隐以病的名义，实在躲不过，
就写信向晋武帝撒娇借书——不是不合
作，而是真的喜欢书啊，晋武帝一笑，真送

了他一车书，征召之事就不了了之。
68岁时，刚著完《针灸甲乙经》的皇

甫谧溘然长逝，儿子遵从他的遗嘱，不
封不树，将他俭礼薄葬于塬边，世人称
之为“皇甫冢子”。

四

皇甫谧的后半生的形象是一根针。
他像一根银针在社会的经络里游

走，在时间的缝隙中游走。
身体的病痛时刻在提醒着他：安身

才能安心，精通医道才能忠君孝亲。从
这点说，医学和儒学有异曲同工之妙，
而要提高医学的地位，就得把它纳入儒
学的框架——仁心仁德的医术其实就
是实现儒家仁道的必备之术，精诚大医
和兼济儒生一样，皆可造福天下苍生。

于是，被人们称作“中医针灸学之
祖”的《针灸甲乙经》横空出世，12 卷
128 篇。内容包括脏腑、经络、腧穴、
病机、诊断、治疗等。书中校正了当时
腧穴总数的穴位 654 个，记述了各部
穴位的适应征和禁忌症，说明了各种
操作方法。

不过，针灸学并非皇甫谧的首创。
早在两千多年前，就有许多针灸书籍问
世。周代的《足臂十一脉灸经》《阴阳十
一脉灸经》，战国的《黄帝内经》，东汉的
《针经》……

皇甫谧所做的只是搬运，把祖先的
三部医学著作《素问》《灵枢》《明堂孔穴
针灸治要》汇集成册，“删其浮辞，除其
重复，论其精要”，并结合自己的临证经
验和临床心得，整合搬运到后人的心中
去。自唐以来，《针灸甲乙经》就成了针
灸教科书，被列为学医必读的古典医书
之一。

这部书，成为我国医学史上第一部
针灸学专著，为历代研习针灸学的必读
课本，甚至在日本、朝鲜也得以广泛流
传。2010年 11月 16日，中医针灸被联
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非遗”，《针
灸甲乙经》现今已在世界 180多个国家
和地区得到广泛应用。

如今，世界卫生组织更是正式批
准，将针灸列为治疗专项。皇甫谧也因
此与孔子一起，跻身世界文化名人之
列，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誉为“世界历
史文化名人、针灸医学鼻祖、中国古代
十大名医”……8

期颐老人爱劳动

□柴婷 陈笑迎

洗碗扫地、铺床叠被、读书看报……这些看似简单的日常生活行为，
让一位期颐老人来做，会是什么样子？“小菜一碟！”106岁的肖能玉老人
乐呵呵地说。

家住孟津县常袋镇潘庄村的肖能玉老人，是十里八村出了名的老寿
星。左邻右舍提及她，“身体好”“爱干净”“能帮家里干活”，这些都是挂在
嘴边的话儿。

肖能玉老人常年跟着小儿子一家一起生活，只是在入冬天寒的时候，
会到县城跟小女儿一家住上一段日子。

“老人特别勤快！别看年纪大了，这习惯一直没有变化。”肖能玉老人
的儿媳妇说，老人在老家居住时，几乎天天都跟她一起烧汤、切菜，“农忙
时还跟我一起干农活儿哩！”去县城过冬的时候，她更是闲不住，洗碗扫
地、铺床叠被这些家务活儿，她都是抢着做……

聊起肖能玉老人的生活习惯，小女婿用两个词来概括：规律、自律。
他说，老人每天早上 8点之前起床，下午午睡两个小时，晚上 10点前睡
觉。在饮食上，老人喜好清淡，但从不挑食，并且坚持“不回碗、不剩饭”的
饮食原则。

干净、细致，也是肖能玉老人坚持了一辈子的习惯。每次做完针线活
儿，她都会把线头清理干净；早晚坚持刷牙，内衣一天一换，而且还不让别
人帮着洗；铺床叠被更是亲力亲为，衣服分类叠放，也从不假手于人。而
且，无论是在自家还是在县城，她居住的房间从来都是整理得井然有序。

“老人一辈子要强，即使百岁高龄也不服老。”小儿子说，2020年春
天，老人因脑梗住了次院，经过三个月的治疗恢复，虽然记忆力有所减
退，但身体基本恢复到之前的状态。为了方便老人的生活起居，儿女们
为她准备了轮椅和拐杖，但老人坚决拒绝使用，并表示如果坐轮椅就拒
绝出门。

儿女们明白老人爱面子的小心思，只好放弃了让她坐轮椅的念头，每
天轮流陪着老人到户外加强身体锻炼。如今，拐杖对于老人而言只是偶
尔的一个辅助，通常情况下，老人都是自行走动……

肖能玉老人还每天坚持学习。虽然她曾经上过高中，但因为当时学
的是繁体字，目前使用的一些简体字对老人而言有些生涩，老人就在读书
看报的过程中，把遇到的不认识的字誊写在一张纸上，然后向儿孙们请
教。读书看报之余，老人还有一项爱好就是爱看家庭生活剧，喜欢和家人
讨论剧情，叮嘱家人做人要向上向善，和睦团结。

肖能玉在待人接物方面也是周到有礼。家里来了客人，她一定会亲
自起身迎来送往……这些年的重阳节，县领导都会到肖能玉老人家中探
望。2020年重阳节的前几天，老人就再三向儿女们强调，重阳节一定要
待在潘庄家中，“县领导来慰问时，我要是不在家，那不是失了礼数吗？”

虽然没有成文传承的家风家训，但肖能玉老人的点滴言行，无时无刻
不在影响着子孙后辈……如今，肖能玉老人一家五世同堂，生活和睦美
满，还是三乡五里闻名的“文明家庭”呢。8

“针灸鼻祖”皇甫谧

□王悦勤

母亲一直生活在豫东太康乡下，娘家姓朱，村里长辈称她“朱大姐”。
这些年，接母亲来郑，人地生疏，孤独郁闷。我知道，母亲并不太习惯城里
的生活。

母亲今年 93岁，裹小脚、心地好、度量大，娴淑慈怜、勤劳节俭、贤德
澄澈、乐观粲然。母亲也有自己的名字——还。在母亲出生前，姥姥有一
女染伤寒夭殇，姥姥说，母亲是老天爷“还”给的一个。

母亲当年遭受的苦难，真是难以尽述——蝗灾水患、兵连祸结、饥馑
荐臻……她在冗长的恐怖笼罩下挣扎求生。

1938年，母亲不满11岁。“淹三年，旱三年，蚂蚱蚰子吃三年”——黄
水来了，没过了牲口脖子，家里十一间草房像散了的麦秸垛被水冲走，板
桥洼野鱼成群结队啃食淹死的人。打那后，谁也不敢再去捞鱼吃……黄
水下去，旱魃肆虐，半年不见一滴雨，狗儿秧七七芽都晒焦了，地里裂开半
尺宽的缝。村里长者找来 7个小女孩头顶簸箕跳舞娱神祈雨——“小闺
女，顶簸箕，不下大雨下小雨……”随后，蚂蚱来了，仿若大风吹落的柳叶
子遮住了日头，秫秫穗子被蚂蚱吃个精光……村民终是没能救活庄稼苗，
只得吃树皮糠秕。流民鸠形鹄面，饿殍载道，弱者为丐，强者为匪，物“贵”
人“贱”。

家里靠父亲织花布维持生计，父亲织布卖布，母亲弹花纺花，一灯荧
然，纺车的棉絮里似乎总有抽不完的线。母亲手巧，喜欢扎花扎染，我儿
时的凉帽、风帽、兜肚、围嘴、香囊、猫头鞋上，扎满了花鸟虫鱼龙凤童子，
抑或每块补丁都成了粗布衣衫合适的帮衬。那时哪懂父母之苦，还嫌怨
衣衫“土气”。

父亲老（豫东方言：故去）后，母亲孤寂伤恸，时常忆起昔年旧事，画画
捏泥人泥马泥猴怪兽，农耕生活民俗记忆的图像——朝祖的香客、跑反的
难民、担经挑的斋公、唱大戏的老生、吃秫秫穗子的蚂蚱、叫不上名的虫意
儿……全都走进了母亲的画里。

母亲并不认同她的画和泥塑是啥“艺术”，说“都是点的‘美道儿’（豫
东方言：过去）的事儿，想到哪画到哪，想到哪捏到哪，胡捏胡画哩……”

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母爱无疆，昊天罔极。母亲不识字，却知情达
理，画里画外有善念有虔敬有性情有美丑有慈悲有怜爱有春晖寸草寒泉
之思，教会了我隐忍向善、勤谨谦虚、知足感恩的朴素之理。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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