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原文】
哀公（1）问：“弟子孰为

好学？”孔子对曰：“有颜回者
好学，不迁怒，不贰(2)过，不
幸短命死矣。今也则亡(3)，
未闻好学者也。”

【译文】
鲁哀公问孔子：“您的弟

子当中谁算是好学呢？”孔子
恭敬地回答：“有个叫颜回的
好学，他从不迁怒于别人，同
样的错误绝不犯第二次，不
幸短命死了。现在没有这样
的弟子了，也没再听说过比
他好学的人了。”

【评析】
本章夫子高度赞扬了颜

回的好学精神和高尚德行。
（1）哀公，即鲁哀公，姬

姓，名将，鲁定公之子。哀公
即位后的前十年，夫子还到
处颠沛流离，宣扬他的仁政
主张，直到哀公十一年，才由
季康子派人迎回鲁国。彼
时，内有三桓的把持朝政，外
有齐国不断侵伐，可谓内忧
外患。史书记载鲁哀公曾多
次向夫子问政，但只是相谈
甚欢，既不能对夫子委以重
任，也不能遵从他的主张。

（2）贰，指重复、一再的
意思。

（3）亡，同“无”。
在众多弟子中，夫子最

欣赏也最看中的是颜回，位
列“四科十哲”中德行科第
一。不过本章里，夫子却满
怀伤感，因为钟爱的弟子颜
回死了，年仅41岁。当哀公
问及弟子的好学，夫子毫不
犹豫地首推颜回，并将其视
为独一无二的代表。那么，
颜回好学究竟有那些具体的
表现呢?

第一，颜回是将学习与
实践相结合的典范。《为

政·第二》篇里，夫子说：“吾
与回言终日，不违，如愚。”我
给颜回讲学，他从未提出任
何异议，像是一个愚笨的
人。又说：“退而省其私，亦
足以发，回也不愚。”等到退
下之后，我考察他私下的言
行，发现他不但能理解所讲
的内容，还能有所发挥，可见
颜回并不愚笨。

第二，颜回智力超群，悟
性极高。《公冶长·第五》篇
里，夫子曾问子贡如何看待
自己与颜回相比？一向自负
的子贡谦虚地说：“赐也何敢
望回？”我怎么敢跟颜回比
呢？颜回听到一件事，就可
推论出与之相关的 10 件
事。而我听到一件事，不过
能推论出两件事而已。

第三，颜回是真正能够
理解并遵从夫子志向的人。
多年以来，他不但是夫子收
集、整理古代典籍的得力助
手，而且深谙夫子之道，矢志
不渝。

第四，颜回讷言敏行、德
行敦厚。夫子在与国君谈论
弟子的好学时，特别提到了
其具有的美好德行。说明在
夫子的心目中，好学不仅包
括知识学问，还包括德行、修
养、处世、为人。而这正符合
夫子所设立的四教——“言、
行、忠、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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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刊登住房、厂
房、土地、门面房、办公
楼等各类出租转让信息

招聘业务经理数名，男女不限，
年龄46岁以下，人品正直，五官端
正，有驾驶证，工资面议。

电话:17772877766

药品销售招聘

公众号免费发布 欢迎咨询办理
生 活 资 讯 18790205360

一个电话 上门办理

报纸+微信

疏通 维修马桶水电暖
清洗空调 维修燃气灶
电话：13083843399

家电维修
上门快修：空调、冰箱、电

视机、洗衣机、热水器、油烟机
等家电。电话：13103610622

垂询电话：13503910297 13598509952

迪温娜老年乐园
“迪温娜养老”新居，让入住老人享受“金领护理”！

生活资讯周一至周五刊登
欢迎来电咨询办理

以“一切为了老人，为了老人一切”为办院宗旨，经过10年潜心经
营，为全市1400多个家庭老人提供了专业医养服务。

2014年我院成为焦作市爱心敬老促进会常务理事单位，并被定为
重点扶持养老单位；2016年被评为河南省养老示范单位；2019年被评
为焦作市康养产业发展领导小组先进养老机构；2019年被山阳区卫健
委评为医养结合工作先进单位。

公寓已完成全面升级改造，环境优美，设施完善。关爱老人，用心服务。

康辉老年公寓

咨询电话: 15938183366 (苗院长) 乘5路、23路、33路、38路公交车到解放东路墙北村东康辉老年公寓下车

环境优美，空气新鲜，幸福港湾共度晚年。
电话:18790238229 解放东路冯河新区东300米

幸福港湾养老院

温馨提示：本栏目仅为信息提供和使用的双方搭桥，信息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以及由此产生的后果，由信息提供者负责。您使用这些信息时，请注意查验相关文件和手续。 广告

个人求职、企事业单位招
贤纳士，敬请留意或刊登
分类招聘广告

站前路与友谊路交会处附近有
一门面房的二层，200多平方米，8
个标准间，1个会议室，适合开公司、
茶社、旅馆等。电话:13069416900

出 租

□崔红玲

一 则 名 为
《回村三天，二舅治好
了我的精神内耗》的
视频，让二舅火爆全
网。

视频中的二舅败
给了命运，又在一定
程度上掌控了命运，
用朴素至极又温情和
乐的日常，打动了无
数个平凡的生活者。

是的，生活者。

“

一位真正的生活者，一定
是用心生活的，留意生活中的
点滴，珍视生活中的美，对物有
感，对人有情。

在命运的磋磨中，不认命，
不气馁，擦干眼泪，庄敬自强，
硬生生将一手烂牌打好，活成
从不回头看的“第二快乐的
人”，这样的二舅，虽然性格上
不够完美，有时过于隐忍，甚至
趋向于懦弱，可谁又能十全十
美呢？这样的二舅，应该是我
们普通人中难能可贵的生活
者。

抛开个体的不完美，我们
关注二舅。在二舅大半辈子
的生活缩影中，一次又一次触
动。或许，正是因为二舅就是
我们，就是给予了我们心灵慰

藉的至亲，或者是身边那些虽
然没有血缘关系，却像极了阿
叔、阿婶、阿伯、阿舅的陌生
人。

朋友小苏说，二舅的视频，
她看了3遍。看完第三遍后，她
哭了，哭得稀里哗啦。

她说，卑微又普通的二舅，
那笑对生活的样子，像极了她
的大伯。

她说，家里着实太穷，为了
养活6个弟妹，在本该上学的年
龄，大伯在干农活、割猪草、做
家务，没读过一天书。

在他十六七岁的时候，跟
随一个铁皮匠干了3年，学成后
便开始与铁皮打交道，打水瓢、
换锅底、做水桶……

只是，做了铁皮匠的大伯，
手艺虽好，却未赚多少钱。因
为揽的很多活计，与其说是生
意，倒不如称为人情。

不收钱的活计，能叫生意
吗？

因为穷，她的大伯在年近
40岁时才娶上媳妇。媳妇是二
婚，带着一双儿女嫁了过来，但
没过两年，又带着一双儿女走
了。

因为嫌她的大伯过于憨
厚，屡教不改，经常白干，有时
不仅搭力气，还要搭铁皮。媳
妇觉得跟着她大伯这样不懂为
自个儿小家做长久打算的人，
太苦。

媳妇走后，她的大伯把自
己关了两天，不吃不喝不说
话。但第三天，他又敲打起铁
皮来。

后来，她的大伯一直没有
再娶。

3年前，因为生意过于萧
条，她72岁的大伯关了临街的
铁皮铺子，开始一门心思伺候
自己那块不大的自留地。

6个弟妹要将他接到城里，
轮流照顾他，可他固执得像头
牛，说自己有手有脚能动弹，干
嘛要当别人的拖累？

小苏说，半个月前，按当地
“望夏”的礼节，自己买了西瓜
等物，携夫带女去村里看大
伯。当时，大伯正在院子里的
葡萄架下给她姑家的孙子做铁
皮玩具车，细细碎碎的阳光落
在他的身上，让她瞬间想起了

“慈爱”一词。
小苏说，这就是她的大伯，

很普通，很普通，普通到没有丁
点光芒。但就是这样普普通通
的大伯，用普普通通的生活片
段让她触摸到了暖暖的人间烟
火，抚平了内心的种种烦躁，得
以些许解脱与平静。

听了小苏讲述的大伯，我
又看了一遍B站UP主“衣戈猜
想”拍的二舅，视频的最后，二
舅停下艰难爬坡的脚步，扭回
头。他饱经沧桑的脸上，没有
苦难，没有对往事的计较，只有
慈祥与笑意。

我想，我们身边应该都有
这么一个二舅。而正被生活眷
顾或苛待的我们，若能像二舅
一样，抛开苟且，丢开怨气，热
情、努力、善良、庄敬自强，再比
二舅多一点刚毅，能用法律的
武器保护自己，那么，加之愈加
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我们应
该能够活得更快乐，最终活成
一个比二舅乐活更有时代温度
的生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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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明政，1970年初中毕业，这一
年他刚好18岁，潇洒的小伙子怀揣
美好的人生梦想，积极报名应征入
伍，告别了家乡驻马店，迈进绿色军
营。新兵训练结束后，他成了驻军某
部防化连的一员，驻地在洼村。从豫
南平原到豫北山区，一切都感到陌
生，乡亲的热情厚道，给了他极大安
慰。尤其是房东王时意全家无微不
至的关心和照顾，让他很快就适应了
当地生活。

洼村地处山区，与焦作市区仅一
岭之隔，被师部确定为战备点。解放
军来到村子里，群众虽然住房紧张，
但纷纷腾出自家最好的房子，还主动
帮助战士们卸物资、扛行李、烧热
水。战士们住在老乡家，屋门时常开
着，物品从来没有丢失过，房东老大
娘经常帮助新战士做些缝缝补补的
活儿。

部队驻进之后，工兵发扬延安精
神挖掘土窑洞，村里派出有经验的老
农指导施工，一年后，指战员们才搬
出民房。部队建营房、修训练场、盖
养猪场，洼村大队专门腾出土地，派
劳动力支援建设，不计任何报酬。南
河湾营区铺路面，缺少水泥就用炉渣
拌石灰水。村里男女老少几十人义
务劳动，有的拌渣，有的抡着棒槌捶
地面，有的用砖头磨地面，400米路
段上场面热火朝天。地方出资打的
机井，无偿供应部队用水。1978年，
西村公社洼村煤矿出煤后，部队烧煤
全是免费供应。每逢八一和春节期
间，洼村大队和生产队干部总要带着
苹果、柿子、核桃、鸡蛋去部队慰问；
数九天时生产队送去几只山羊，羊肉
汤驱走了寒气，留下了温暖。部队每
逢需要时打个招呼，村里电工赵民总
是热情相助。别说成年人了，就连少
年儿童都十分尊敬指战员们。洼村
现任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赵小碾
回忆道：“那时候，我们在路上遇到解
放军战士，就会说：‘解放军叔叔好，
向解放军学习！’”

社员王振兴家称得上是拥军模
范户。

师长、政委刚到洼村，王振兴主
动让出平房，自己搬进窑洞。师部防
化科科长的手表不慎丢失在田间，干
部战士费尽周折也没有找到，大家都
感到失望。过了一个多月，王振兴的
女儿青梅在庄稼地里拾到金表后当
即交给部队，科长又惊又喜。青梅因
此成了榜样人物，洼村学校号召师生
向她学习。

群众拥军优属，军队拥政爱民。
部队把帮助老百姓排忧解难当成分
内的事情。别说变压器，就连广播喇

叭，计划经济时代都是掏钱买不到的
东西，师部知道村里需要，无偿支
援。积极开展助民劳动，每逢农忙时
指战员们帮助生产队收割庄稼。社
员们头疼脑热到部队卫生所，诊断、
吃药都不收钱。战士们给住户挑水、
打扫庭院和街道，更是平常事。那个
年代商品十分匮乏，部队组织军人服
务社送日用品下乡，方便群众。指战
员们热情帮助村里的基干民兵搞训
练，教他们投弹、打靶要领，提高军事
素质，所以洼村民兵连在全县赫赫有
名。

普通的小山村，处处体现着军民
鱼水情。部队球场上，经常有军民友
谊比赛。节日期间，部队搞文艺演
出，群众进大礼堂观看，军民联欢洋
溢着热烈气氛。上世纪70年代，群
众主要靠听收音机娱乐，公社电影队
下乡巡回放映，半个多月才会轮到一
次。部队每星期五准时放映，周围各
村群众都来看电影。《三大纪律八项
注意》《军队和老百姓》《我是一个
兵》，大礼堂里嘹亮的歌声、训练场上
生龙活虎般的身影，为小山村增添了
活力与生机。

入伍不到两年，宋明政就加入了
中国共产党。他从通信员到副班长、

排长，后到解放军防化学院学习，回
部队后于1976年升任连长。

婚姻，终身大事；婚礼，终身难
忘。1980年，社员王继成办喜事前
一天还没有顾上办结婚登记手续。
宋明政和指导员知道后，专门开着吉
普车把一对青年送到西村公社，让其
顺利领到了结婚证。婚礼当天，现场
来了许多特别的客人，那就是部队的
干部和战士。别开生面的婚礼，王继
成更是终身铭记。

1979年2月17日，对越自卫反
击战打响，防化连奉命随大部队出
征。为了不给群众添麻烦，部队没有
搞什么出征仪式，特意在半夜时分出
发，谁知在村口大路边，西村公社洼
村煤矿矿长孙继州冒着严寒为指战
员们送行。双手紧握，四目相对，默
默无语，这个情景深深地烙在宋明政
心里，至今还感受到孙继州双手的温
暖。打仗，那可是出生入死啊！难以
向家乡的父老乡亲告别，驻地的乡亲
就是亲人！

经过28天作战后，部队重返洼
村。周围各村的群众敲锣打鼓夹道
欢迎，有的送鸡蛋，有的塞糖馍，指战
员们个个感动得热泪盈眶，随后洼村
大队还专门召开欢迎大会。周围几

个村杀猪宰羊，慰问部队，要知道，那
时候集体还不富裕。参战期间，防化
连多人立功，宋明政荣立三等功。部
队英模报告组，向西村公社的干部群
众、学校师生汇报英雄事迹。乡亲们
既为功臣们感到欣喜，也深情悼念三
位烈士。

谈话间，宋明政取出了三张珍贵
的照片，一张拍于广西友谊关，一张
拍于阵地上，还有一张是1979年 3
月中央慰问团赠送的毛巾和别在毛
巾上的五枚军功章。

从1970年入伍到防化连，宋明
政就住在洼村，除了到防化学院学习
和参加对越自卫反击战外，一直没有
离开这里。1981年9月，部队在山外
建好了营房，防化连才搬离洼村。干
部群众依依不舍，含泪相送，好在新
驻地离洼村不远，与乡亲照旧来往。
谈起防化连官兵，原来的生产队队
长、80多岁的王时意还是一往情深。

“军爱民，民拥军，军民团结如一
人，试看天下谁能敌”，防化连和洼村
干部群众联袂谱写了一曲曲军爱民、
民拥军的赞歌。部队是个大熔炉，一
批又一批战士在这里度过了美好的
青春岁月。乡亲们的热情纯朴，留下
了深深的烙印，官兵们与群众结下了
深厚的情谊，他们把驻地当成了第二
故乡，离开部队后也是深深地眷恋，
难忘洼村，惦记着乡亲。40多年来，
一批又一批老兵从四面八方重返焦
作，还专门赶到洼村，回顾峥嵘岁月，
见一见和蔼可亲的乡亲。

1987年，宋明政转业到焦作地
方工作后，经常收到一些老乡自家产
的柿子、红薯、山楂等。从血气方刚
的小伙子，到满头苍发的古稀老人，
乡亲们的纯朴与厚道给宋明政的印
象太深了，离开40多年还能说出当
时许多干部的名字：周世彦、李喜年、
王家严、栗振东、赵元奇、王家一……
就连他的侄儿也爱上了洼村人，与王
时意的孙女喜结连理组成家庭。友
情连着亲情，真情一直在延续。

故乡，终身难忘！宋明政该有两
个故乡：驻马店，那是走出千里万里
也永远忘不掉的故乡；焦作，工作、生
活了50年之久，最美好的青春记忆
融在这里，心灵之根已深深地扎在这
里。

焦作，不是故乡，胜似故乡！
图① 宋明政展示自己在部队

期间获得的荣誉。
郑乃谦 摄

图② 1979年2月，宋明政在对
越自卫反击战前线。

郑乃谦 翻拍

□郑乃谦

修武县西村乡洼村曾经驻扎过中国人民解放军的

一支野战部队，而且时间长达12年之久。驻扎期间，这支部

队还参加了对越自卫反击战，多人立功受奖。尽管移防离别

西村已40多年，可当年部队的指战员还深深地眷恋着第二故

乡，总也割舍不下埋藏在心底的那分外珍贵的别样乡情。

为了了解当时的军民关系，笔者专门采访了当年任职驻

军某部防化连连长宋明政。因前几年有过多次接触，又是如

约而至，主人端上热茶之后，便直奔主题。

“
①①

②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