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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春来，作家，一级警督。照顾瘫痪的

父母双亲12年，发明照顾老人的护理工具数
十件（孝道博物馆收藏），被誉为“造器孝亲”
的当代著名孝子，身体力行诠释了忠孝两全
的不凡人生。

曾获得“感动洛阳十大年度人物”“当代
中华最感人的十大慈孝人物”“当代中华新二
十四孝”“河南省直十大道德模范”“推动中国
家庭文明十大致敬人物”等诸多荣誉。

①①

②②

“因为平时工作比较忙，休息时间
我喜欢在家烹饪美食。这不仅能带给
我成就感，还能让我在‘家的味道’里，
释放工作压力。”8月4日，家住百大嘉
苑小区、今年32岁的李伟晓说。

当日，李伟晓分享了自己很喜欢
的一道菜：蒜蓉炒虾尾。买来的虾尾
不用除冰，在锅中倒入冷水，放入虾尾
焯水，再放入切好的葱段、姜片以及料
酒去腥。水开2分钟后，将焯好的虾尾
捞出，放进凉水中清洗，这一步也是虾
肉筋道的关键。热锅凉油，将干辣椒、
花椒、麻椒倒入锅中炒出香味，去料
渣。油热往锅中倒入一半蒜末、姜末
炒出香味，倒入焯好的虾尾煸炒2分
钟。往锅中倒入适量盐、生抽、耗油、
胡椒粉、鸡精、白糖以及剩余的蒜末，
翻炒均匀。再倒入虾尾和适量啤酒，
开中火炒3分钟，中途要抖动锅，使锅
体受热均匀。关火倒入切好的葱花以
及适量香油、麻椒油，撒上熟芝麻，翻
拌均匀，即可出锅。出锅后的蒜蓉炒
虾尾肉质肥嫩、Q弹入味。

“这座城市里有很多像我一样异
地工作的年轻人，种种原因不能和父
母团聚，但是可以学着父母的样子，
做出家的味道，这也是我们在这座城
市里的延续。”李伟晓说，人间烟火
气，最抚凡人心。愿每一个“新焦作
人”，都能在热爱的城市里，找到家的
味道。

〇〇九 母亲没本事吗？

1971年7月10日

从今天起，曾经和我一块儿干活的伙伴儿，不用
再帮他们的母亲装火车卸烟煤了。

小毛毛得意地对我说：“我妈转工人了，只剩下
你去装车了。”原来他们的母亲都当上工人，分配在
木工厂或塑料厂去开机器，而我的母亲是家属工，还
要去干装卸工，砸石头。

母亲是文化人，会看说明书，更适合开机器。
我一个人在秋天的夜色中孤独地走向铁路沟。

这是我第一次一个人去铁路沟帮母亲干活儿，几个
要好的伙伴都不用半夜起床干活了，我感到好孤单。

夜色中的火车站台在灯光的照射下砖灰蔽天，
母亲的砖夹不好使，我看到母亲艰难地抱砖行走在
平板火车皮上。

太不公平了，凭什么我妈不能当工人？我觉得
母亲太吃亏了。

有人议论说，有本事的人都转成工人了，剩下的
都是没本事的人。休息时，我一肚子怨气地对母亲
说：“太没道理了。妈，你怎么不生气，凭什么不让你
当工人？”

母亲说：“招工指标有限额，总有人当不上工
人。”我说：“妈，那不应该是你当不上工人，你还当过
护士哩！”

母亲说：“如果别人的妈妈当不上工人，他儿子
也很生气地问，凭什么妈妈当不上工人，怎么办？”

我说：“管别人的事儿干嘛？”母亲忽然有些担忧
地望着我说：“你的路还很长，过于计较一些事情会
痛苦的。孩子，平静接受发生在你身上的事情，这种
能力比当上工人还强哩！”

我不服，母亲忽然笑了，说：“你忘记了？吃亏或
许是好事要来的征兆哩！”

真的是吉祥的征兆吗？我感觉母亲还是在宽慰
我，可是心却一下子平和许多。

不久，母亲告诉我，干部们的工资微调，只有爸
爸一个人涨了工资。这是巧合吗？

●今 悟

当年在这个事情上，我一直钻牛角尖，妈妈让我
发现“牛角尖”的外面还有一重天，不，（古人说）有

“九重天”。跳出自我后，我理解了，接纳发生的“不
公平”可以避免误入痛苦的深渊，这是大本事，而大
本事不是学来的，是在做人上潜心修炼才能拥有的。

49年后，我的孩子问：“爸，奶奶真的是没本事的
人吗？”我说：“孩子，能平静接纳这件事的本身就是
本事。一个人能接受委屈的事，并且化解它，这是超
脱世间烦恼的大本事。”

（未完待续）

“解放区魅力女子学院本周
安排插花课程，欢迎大家前来体
验，让我们在花香中共度温馨时
光。”近日，解放区魅力女子学院
发出的通知，吸引了辖区很多老
年人关注。解放区魅力女子学院
设在该区新华街道丰源社区西城
家园小区，参加过插花课程的退
休人员李淑兰说，这样的课程很
有意义，丰富老年人的精神生活，
让老人拥有更加美妙的生活体
验。

生活环境舒适安全，精神生
活富足多彩，是老年人对晚年生
活的期待。丰源社区地处老城
区，辖区内老旧家属院多，老年人
口多。如何为老年人打造良好的
养老环境？社区通过环境创设、
服务创新提升等方式，打造了优
质的养老社区环境，被国家卫生
健康委、全国老龄办评为“2021
年全国示范性老年友好型社区”，
让老年人实现“家门口”养老，体
验到更幸福的晚年。

为方便老年人，丰源社区对
辖区老年人口较多的综合厂楼、
五十间楼院等老旧楼院进行适老
化改造，对人流量较大的工农路、
五十间路、起重液压厂家属院等
区域的公共厕所进行升级改造，
同时在辖区内增设助老公共设
施。“西城家园小区新增设老年人
休息座椅，出门散步走累了随时
可坐下来休息，小区二楼老年活
动中心都安装了安全扶手，这些
细节很贴心，对老年人很友好。”

李淑兰说。截至目前，该社区陆
续投入各类资金300余万元，用
于提升辖区为老服务水平。

记者了解到，为服务老年人，
丰源社区在社区三楼建立了总占
地面积800平方米的解放区智慧
养老指挥中心和线下嵌入式养老
机构，满足了老年人“家门口”养
老的需求。解放区智慧养老指挥
中心依托云端平台，利用互联网
技术和智能终端设施，建立全区
养老服务和老年人大数据库，实
现对老年人、养老从业人员、养老
服务机构以及养老服务设施的实
时管理，促进养老服务智能化运
作。社区养老中心设有助老食
堂、智慧健康驿站、多功能活动
区、康复训练区等专业区域，可为
老年人提供长期、短期照护服
务。同时,还可为周边1.5公里范
围内的居家老人提供健康管理、
康复理疗、助餐助浴等多样化居
家养老服务。居住在养老服务中
心的一位老年人说：“养老中心就
在居民小区里，就像自己家一样，
下楼散步能遇到熟人，没有孤独
感，舒心又方便。”

如何让选择居家养老的老年
人也安心？丰源社区与医疗单位
合作，共同为辖区老年人提供便
捷的上门医疗、康复护理、心理咨
询等服务，为高龄、失能、行动不
便的居家老年人提供家庭病床、
上门巡诊等一对一医疗服务；与
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结合，通过发
放教育资料、举办健康知识讲座

等形式，为社区老年人提供健康
教育服务。

丰富的精神生活，是晚年
生活质量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
部分。为丰富老年人的精神文
化生活，丰源社区与解放区老
年大学签订合作协议，建立解
放区老年大学丰源分校，开设
书法、国画、朗诵、音乐、太极、
瑜伽、舞蹈等丰富多彩的老年
教学活动，让老年人在文化活
动中获得归属感和幸福感。同
时，该社区还创新方式，成立解
放区魅力女子学院，通过开设
插花、茶艺等女性专属课堂，让
女性老人拥有更丰富、更有品
质的老年时光。

“实现了‘老有所养’，还要让
老年人‘有所为’，提升老年生活
精气神，收获获得感。”丰源社区
党委书记、社区主任卫凯说。因
此，该社区通过招募老年志愿者、
组织老年人参与公益活动，邀请
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参加社区居
民代表大会、引导老年人参与社
区治理等多种方式，共同推进社
区现代化治理水平不断提高。居
住在五十间小区的67岁社区网
格员、老年志愿者范志明对此深
有感触地说：“社区构建了多层次
的养老服务体系，满足了不同年
龄段、不同健康情况的老年人的
养老需求，我在志愿服务中收获
了满满的幸福感，晚年生活很幸
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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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 李伟晓在展示蒜
蓉炒虾尾。

图② 蒜蓉炒虾尾。
本报记者 王梦梦 摄

“家门口”养老 晚年生活更幸福
本报记者 梁智玲

李伟晓：蒜蓉炒虾尾，用美食释放压力
本报记者 宁江东 王梦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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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作汉代山阳城再发现
□孙宏良 孙正晨

（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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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发达

汉代，山阳城工业经济一时无两。
一是冶铁业发达。太行山富含铁

矿。《汉书·地理志》记载：“怀，有工
官。”怀，是汉代河内郡治所在，距山阳
城约30公里。出土500多套铁器叠铸
陶范的温县汉代冶铸遗址，距山阳城
也不过60公里。叠铸技术极大地提
高了生产效率，促进了山阳城工业的
发展繁荣。《汉书·成帝本纪》记载：“永
始三年十二月，山阳铁官徒苏令等二
百二十八人攻杀长吏，盗库兵，自称将
军，经历郡国十九，杀东郡太守、汝南
都尉。”设有铁官，说明山阳冶铁业之
重要。铁官聚众起事，横扫郡国，足见
山阳从业者之多，冶铁业发达。

汉代盐铁官营，盐铁业发达，经济
富庶可知。根据《晋书》记载，居山阳
20余年的嵇康“尝与向秀共锻于大树
之下”，说明当时山阳冶铁业、锻造加
工业已经官民兼营。

二是制陶业兴盛。数百计的陶仓
楼和数量更为庞大的其他汉代陶器，
是汉代山阳城制陶业发达的铁证。焦
作陶仓楼组合式构造，充分反映了汉
代山阳城制陶业模块化、规模化、精致
化、个性化的特点，再现了汉代山阳城

制陶业的辉煌。
唐宋时期“世立兹器，埏埴者百余

家，资养者万余口”的中国北方瓷城当
阳峪，距离山阳城只有6公里，且有水
运相连。如果说，汉代长达300年陶
仓楼制作史，为当阳峪陶瓷繁荣了重
要文化铺垫和人才积淀，应该是符合
历史逻辑的。

人口繁盛

《后汉书·郡国志》记载：“河内郡
十八城，户十五万九千七百七十，口八
十万一千五百五十八。”由此推算，河
内郡城均8876户，户均5口人。《后汉
书·孝献帝纪》记载：“魏王丕称天子，
奉帝为山阳公，邑一万户。”由此推算，
汉末的山阳城人口在5万以上。况
且，山阳公所邑的1万户应为自由农，
并不含富可敌国的庄园豪强。

《后汉书·仲长统传》记载：“豪人
之室，连栋数百，膏田满野，奴婢千群，
徒附万计。”鉴于汉代豪强庄园存在大
量不在户籍的依附人口，东汉末年山
阳城人口应远超5万。

东汉中期，山阳城鼎盛时，人口繁
盛，更远胜于汉魏之交；繁密程度，远
胜周边城邑。近年来，山阳城五大墓
群发掘汉墓千余座，其他时期古墓则
寥寥，这同样说明汉代山阳城人口空
前繁盛。

《后汉书·邓寇列传》记载：“河内
独不逢兵，而城邑完全，仓廪实。”《后
汉书·冯岑贾列传》记载：“河内带河为
固，户口殷实……河内完富。”山阳城
背山面水，天然形胜，土壤肥沃，水源
充沛，物产富饶。汉代尤其是东汉时
期，山阳城尽享王畿之利；凭山河之
固，罕有兵戈之灾；交通便捷，却并不
处兵家必争要道，因而得以独享数百

年安宁，吸纳人口源源不断涌入。

厚葬盛行

汉代厚葬之风盛行，帝王倾国力
造陵寝，引领了民间厚葬热情。汉武
帝治茂陵，“高十四丈，方百四十步”，
冠西汉诸陵。汉废帝、海昏侯刘贺之
墓，出土金器、青铜器、铁器、玉器、漆
木器、陶瓷器、竹编、草编、纺织品和简
牍、木牍等珍贵文物1万多件。

汉代以孝治国，实行岁举孝廉制
度。汉高祖、光武帝外的汉帝庙号均
含孝字，如孝文帝、孝景帝、孝武帝
等。为了沽名钓誉，谋取现实利益，一
些人“生不极养，死乃崇丧……广种松
柏，庐舍祠堂，崇侈上僭”，“生不能致
其爱敬，死以奢侈相高，虽无哀戚之
心，而厚葬重币者，则称以为孝，显明
立于世，光荣著于俗，故黎民相慕效，
至于发屋卖业”。

与公卿王侯动辄以百千万计的珍
贵实物随葬不同，山阳城周边汉墓随
葬，以陶仓楼为代表、以现实生活为特
点的陶制明器为主。原因有二：一是
仓楼建筑象征了财富与地位，对山阳
民众有着不同寻常的吸引力。二是制
陶业发达，陶制明器制作呈现出规模
化、模块化特点，为财力不一的山阳民
众满足冥界富贵尊荣的需要提供了便
捷保障。

另外，焦作地区魏晋古墓葬中也
发现有简式、模拟式陶仓楼。

文化激荡

一是汉儒与孔孟儒学之争。汉武
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对孔孟经典
儒学采取实用主义态度，合则用，不合
则弃。比如，汉代儒家主张“事死如事

生”，提倡厚葬久葬。这与孔孟提倡礼
葬的思想迥异。孔孟主张“生，事之以
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事父
母，能竭其力”“丧，与其易也，宁戚”

“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吾不与祭如不
祭”，强调“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强
调对逝者要始终保持虔敬、感恩之
心。汉儒却把本应发自本心、初心的
道德情感，外化为丧仪繁复、随葬多寡
的物化标准，其结果必然驱使人舍本
逐末、弃内求外、舍真逐伪。对此种思
潮，成书西汉的《孝经》予以反制，强
调：“三日而食，教民无以死伤生。毁
不灭性，此圣人之政也。”

二是魏晋玄学在山阳兴起。汉儒
倡导厚葬重孝，司马氏倡导烦琐的名
教，都是为了确立政权正当性，维护其
统治。然而，具有反讽意义的是，在

“生不养，死厚送，葬死殚家……富者
欲过，贫者欲及；富者空减，贫者称
贷”，厚葬以破业、重服以伤生的山阳
城，“越名教而任自然”的魏晋玄学悄
然兴起，这是对司马氏虚伪名教的一
种正本清源、返璞归真。在某种意义
上，魏晋玄学与经典儒学一样，都是本
之于初心的学说，两者殊途同归。

山阳城是现代焦作抹不去的历史
记忆和不可替代的文化标志，是焦作
城区亟待开发的处女地。我们有责任
拂去历史浮尘，重新发现和认识山阳
城，博采众长，科学规划，以建设山阳
城文化旅游园区为突破口，把文化资
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经济优势，转
化成现实生产力，推动城区旅游、城市
建设大提升，实现焦作经济社会新跨
越、新发展。

图① 历史留下的印记，证明了
山阳城曾经的辉煌。

图② 汉代陶仓楼。
本报记者 吉亚南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