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忠孝家国情
——道德楷模王春来五十年行孝日记

编辑 黄小霞 版式 赵 恒 校对 马 丽 组版 许 涛

2022年 9月 23日 星期五 新闻报料：3909990 周末·咱爸
咱妈B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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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藏
于孝道博物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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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图 李伟晓展
示做好的连汤肉片。

下图 连汤肉片。
本报记者 宁江

东 摄

〇二三 累得直恶心
1974年6月22日

时常听到母亲对父亲
说：“……累得直恶心。”

今天是夏至，夜里我领
教了“累得直恶心”这句话
的分量，太可怕了！

五月（农历）的深夜，火
车刺耳的鸣笛声告诉我，要
装火车了。

来了好多火车皮，意味
着今夜劳动强度很大。我
知道，妈妈肯定承受不了今
夜的劳动强度，于是自告奋
勇拎着砖跑出家门。

铁路沟里，停着一长串
儿火车皮。天呐！我看到
了六节火车皮。

我与三个阿姨装一节
60吨重的火车皮，每人分47
丁砖。

夜幕中的铁路沟站台
上，行灯打开了，眼前那么
大一片红砖，我看得腿肚子
发软。

闷罐子火车皮只有中
间一个车门，砖丁几十米
长，劳动强度太大了。对
了，母亲不是说，活儿干多
了就习惯了吗？

从车头走进车门再到
车厢两头，四块砖跑一个来
回路太长，又累又影响速
度，我心里发急。

我将母亲常用的那个
砖夹也用上了，拿两个砖夹
一趟运8块砖，几趟下来就
撑不住了，这样干活儿很快
会精疲力竭。

行灯照亮了车厢，但两
米开外便什么也看不清了，
车厢里砖灰太大了，走路都
感觉灰尘打脸。

装了3个小时，觉得没
有力气了，砖好沉，想坐在
地上歇一会儿。我尝试坐
下片刻，太舒服了，可是时
间不允许。4个小时后，再
坐下喘口气。5 个小时之
后，我忽然感觉反胃恶心。

终于干完了，我却发
现，不敢停下脚步了，停下
就更加恶心，恶心得难以承
受。扔下砖夹，我蹲在铁路
沟不停呕吐。

身上、头上落了厚厚的
一层白灰，像从面缸里钻出
来的一样，口腔、鼻腔里全
是砖灰。好恶心，吐了半小
时，吐出来的还是灰。

回到家，已经是次日7
时多了，洗脸后母亲要给我

盛饭，我夺过碗说：“不用，
我自己盛。”

母亲问：“孩子，你不累
吗？”

我说：“妈，您带病还能
干活，我有什么累的。”

端起饭碗，却一阵恶心
涌向喉咙，咽不下一口饭。
我曾因吃了隔夜的土豆中
毒，现在的感觉与那次食物
中毒的感觉差不多。

我真不明白这是怎么
了，寻思到教室坐会儿，可能
就会好，可坐在教室里干呕
恶心得更厉害，只能站立。

怎么办？我举手对老
师说：“老师，我胃难受，不
能坐，能不能让我站在后面
听课？”

没等老师开口，我就难
受得站了起来，快步站到教
室的最后面。

站立着就好受多了，我
发现只要挪动脚步，恶心会
立刻减轻。

我在后面不由自主地
原地踏步，没想到这一来把
老师惹毛了，老师指着我
说：“你不是胃难受吗？什
么毛病，怎么还原地踏步
呢？”

我忙解释：“老师，我这
样踏步胃好受多了。”同学
们不理解，哄堂大笑。老师
更加恼火了，呵斥道：“奇谈
怪论，踏步会减轻胃难受？
我看你是存心捣乱，你给我
出去！”

我站在教室外面，夏至
后一阵难得的清风儿吹来，
突然想起了母亲常说的“累
得直恶心”的话，今天不就
是累得直恶心吗！

●今 悟

这次经历让我明白，人
的身体劳累过度就会恶心
干呕，这是身体承受力达到
极限的信号。当事情发生
到我身上时，才突然体会到
母亲时常忍受天大痛苦。

46 年后，我的孩子问：
“爸，劳累过度是啥感觉？”
我说：“恶心，人会累得恶
心！爸爸当年不懂带病劳
作的苦痛那么可怕，那次要
命的劳作让爸爸在体悟中
发现，你奶奶当年行孝忍受
着天大的痛苦和危险，也从
那时起爸爸只要听到火车
鸣笛，就会揪心地联想到你
奶 奶 满 身 灰 尘 劳 累 的 样
子。” （未完待续）

在你的心中，老年人有怎
样消费观念和生活方式？很多
人的第一印象可能是“节俭”。
的确，不少老年人在衣食住行
等方面都精打细算，即使收入
不错，也热衷于储蓄，在晚辈看
来舍不得花钱。近日，记者在
采访时了解到，随着上世纪50
年代和60年代初出生的一代人
陆续退休、步入老年，我市老年
群体的消费习惯也悄然发生着
变化，“银发经济”出现新趋势。

赵阿姨出生于1959年，今
年63岁，退休后这些年自称“老
年人”。由于对网络的接受度高、
对电子类产品使用熟练，她的消
费方式、生活方式也与人们心中
固有印象的老年人完全不同。

赵阿姨和老伴儿一起生
活，老两口还主动承担了接送
孙女上幼儿园的任务。“我喜欢
在网上购物，家里的用品，孩子
的衣服都是在网上买的，平常
很少逛商场。”她说。2020年新
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赵阿姨
连买菜都在网上搞定。她的手
机中有好几个食品群、线上软
件，只要家中有需要，随时点开
图标都可以挑选、下单，工作人
员会送货上门，与逛菜市场、逛
超市相比，更方便省力。记者
注意到，在使用手机时，赵阿姨
要戴上老花镜，但这丝毫不影
响她使用智能手机的熟练程
度，为记者展示常用的几个买
菜软件时，她显得十分自豪。

使用支付软件消费、在电商
平台进行线上消费，曾经被认为
是时髦的事情，更是年轻人的

“专利”，如今很多“新老年人”对

这些消费模式也同样轻车熟
路。记者了解到，我市很多老年
人都有线上购买日用品、通过社
群团购日用品的经历。在超市、
菜市场，也随处可见使用支付
宝、微信扫码支付的老年人。

追求有品质的老年生活，
也影响着老年人的消费习惯。
家住市车站街的李先生出生于
上世纪50年代末，从我市一家
事业单位退休。退休后，他给
自己找了骑行、舞蹈、唱歌等很
多感兴趣的事，让退休生活变
得更充实。为了学习，让自己
的老年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他
在消费上从不吝啬，专业的骑
行自行车、舞蹈服、乐器……只
要需要，从来不问价格。孩子
对他的消费习惯也非常支持、
赞同。“趁着现在身体还好，能
干点自己喜欢的事情，多有意
义。”他说。有调查显示，60岁
出头的老年人比年龄更大一些
的老年人愿意学习那些学费高
昂、学习难度大、习得周期长的
技能，如运动、书法、绘画、乐
器、瑜伽等，并愿意为此付费。

记者从我市一些商场了解
到，近年来，购买智能手机、运
动手环、笔记本电脑等电子产
品的人群中，老年人所占比例
也逐渐增大。“很多老年人都有
使用智能手机的经历，只要简
单讲解，他们就能熟练使用新
的机型。”市塔南路一家手机专
卖店的工作人员说。这些老年
人多数出生于上世纪50年代左
右，有一定收入保障，普遍子女
较少，接受新事物的能力强，他
们对生活品质有追求，愿意消

费、敢于消费。
为了满足“新老年人”的消

费需求，商家也推出更适合老
年人的产品、消费方式。比如，
为迎接即将到来的重阳节，一
些商店为老年人列出消费组合
套餐，一些医院为老年人推出
了体检套餐，还有一些网店也
推出优惠活动，吸引老年人的
目光。“虽然已经退休好几年
了，但我仍没把自己当成老年
人，一有需要，就会购买，但也
不会因轻信商家宣传而盲从。”
一位“60后”老人说。

消费悄然发生变化
“银发经济”现新趋势

本报记者 梁智玲

“平时喜欢外出旅游，遇到
当地美食都会细心品尝一下。
前段时间，和朋友走在洛阳的街
上，随处可见洛阳水席的招牌，
刚开始以为‘水席’是一道菜，后
来向出租车司机打听，才知道它
是一种特有的地方风味菜系的
总称。”9月22日，家住百大嘉苑
小区、32岁的李伟晓说。

在本报《家的味道》栏目
中，李伟晓曾向大家分享了蒜
蓉炒虾尾的做法。本期《家的
味道》，喜爱美食的她向大家分
享“洛阳水席”中一道不可缺少
的特色名菜——连汤肉片。

李伟晓介绍了连汤肉片的
具体做法。将新鲜里脊肉切成
厚片，加入少许白胡椒粉，然
后将生抽、耗油、盐、料酒、清
水、淀粉、鸡蛋清搅拌均匀，加
入少量食用油；准备葱段、生
姜末，蒜瓣切片，洋葱少许；将
配菜西红柿切丁，木耳、黄花
菜、腐竹、花生豆、粉条泡发好

焯水，蒜黄和香菜切段备用；
腌制好的肉片在油中划散，炒
至微微变色，盛出备用；锅中
留底油，爆香料头，加入西红
柿丁，炒至西红柿出汁，加入
焯好的配菜，翻炒均匀，放入
之前炒好的肉片，加入一碗开
水，调味有生抽、盐、鸡精、味
精、胡椒粉（可多一点），一大
勺香醋，水开后放入蒜黄，再
淋上香油，出锅以后撒上香菜

点缀，这道菜就做好了。
盛在盘中的连汤肉片非常

滑嫩，微酸利口。
“做这道菜需要注意的是，

里脊肉过油时不易时间太久，
否则肉片容易老。”李伟晓说。

如何让“新老年人”花钱舒
心又放心？打造安全的“银发消
费”环境势在必行。

与年轻人相比，多数老年人
总体维权意识较弱，而且随着年
龄增长，他们的判断能力和逻辑
思考能力都有所下降。对此，一
方面老年人应注重理性消费、适
度消费；另一方面，相关部门要
规范、净化市场，加大监管力
度。尤其应加强对养老产业和
涉老行业的监管，让老年人放心
花钱，安全消费。针对“新老年
人”的特点和需求，提供精准服
务、形成“银发消费”新业态，让
老年人开心消费、顺心消费，也
将成为新的发展方向。

让“银发消费”
更安全
□梁智玲

记者手记

李伟晓：洛阳水席之连汤肉片
本报记者 宁江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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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阳典故及引入诗文简述

山阳人范式与汝南人张邵长眠于
山阳城北城墙外的仁义冢；南城墙畔的
焦作市第26中学北墙外有条范巷，世
传是范式故里。经《搜神记》《后汉书》
《喻世明言》及元宫天挺《死生交范张鸡
黍》等演绎，范张鸡黍成为八拜之交之
一，产生了诸多同源典故，广泛被后人
引入诗文。如宋黄庭坚“千里鹅毛意不
轻”、喻良能“喜寻范张约”、米芾“千里
结言宁有后”等；元关汉卿“要什么素车
白马，断送出古陌荒阡”、白朴“更喜范
张鸡黍”等；明程可中“死友何由觅范
张”、郭谏臣“鸡黍故人期”等；清屈大均

“素车白马与争雄”、释今沼“凄凉徒有
范张悲”等。

公元220年，曹丕敬封刘协为山阳
公，承诺“天下之珍，吾与山阳共之”。刘
协建山阳公国居此悬壶济世14年，产生
了系列同源典故，被后人频繁引入诗
文。如南朝宋范晔“山阳其何诛焉”、魏
晋陶渊明“山阳归下国”、宋欧阳修“能禁
绝善人为朋，莫如汉献帝”、元王逢“尔其
忠事山阳公”、明程敏政“如何臣故主，贬
号山阳公”等。

“竹林七贤”产生的同源典故最多，
如南北朝庾信“唯有山阳笛，凄余思旧
篇”、颜延之“恻怆山阳赋”等；唐李白

“竹林七子去道赊”、杜甫“倘忆山阳
会”、孟郊“再举七子风”等；宋陆游“正
类好锻嵇”、苏辙“读书本自比嵇锻”、
姜夔“万绿正迷人，更愁入、山阳夜笛”
等；金元好问“悲来不待山阳笛”等；元
耶律楚材“不如嗣宗学锻铁”、黄溍“不
须待听山阳笛”等；明宋濂“若非隔林
锻”、刘基“隔水风来闻锻声”等；清戴
亨“闲吟屡接山阳宴”、邵齐焘“痛哉山
阳笛”等。

山阳典故的怀旧特征

山阳典故，都带有怀旧意蕴、悲凉
特征。如山阳与笛本无瓜葛，只因《思

旧赋》，山阳笛才成为一系列广为人知
的文学典故。向秀漫步山阳，对嵇康从
容赴死充满敬佩，但不敢公然表达，因
而写他“临当就命，顾视日影，索琴而弹
之”，寥寥数语，刻画出嵇康临刑前的从
容镇定。南宋姜夔、张炎喜欢使用山阳
笛典故，就和士大夫的亡国之恨有关。
鲁迅在《为了忘却的纪念》里写道：“年
青时期读向子期《思旧赋》，很怪他为什
么只有寥寥的几行，刚开头却又煞了
尾”，他所处的时代和向秀所处的时代
一样；清何焯说“向子期《思旧赋》不容
太露，故为词止此”。他们都言向秀写
此文时备受压抑，而出于《思旧赋》的典
故山阳笛，也带有不敢坦言、令人窒息
的压抑感。

古今文人向往的精神家园

后世文人对山阳典故代代相传渲染
加工，诱惑历代文人不断追忆寻访并用
于诗文，抒发哀思和怀旧之情，使得山阳
这方厚土成为他们向往的精神家园。

唐代诗人朱湾的生活经历、嗜好与
“竹林七贤”多有相似之处，对他们钦慕
不已。他到山阳试图寻访陈迹，在《七贤
庙》中揭示唐人“常慕晋高士”的高雅趣
尚，同时也传达他们共同的心理感受，才
有了历代文人对山阳愈来愈浓烈的集体
记忆。

用典是中国古人写诗作文的常用手
法，文字更为精练含蓄，亦显示作者学识
博雅。考察山阳典故如何被历代文人发
现并被反复引用，可以一窥他们关于山
阳记忆的某些侧面。

“山阳五百年，绿竹忽再荣。高歌振
林木，大笑喧雷霆”，是李白羡慕追忆山
阳时充满期待和豪迈之情的诗句。古人
向有“五百年必有圣人出”之说，从“竹林
七贤”到李白恰好500年，这预示着山阳
名士精神必将在唐代复活。卢照邻“夫
清风动驾，谒阮籍于山阳”、王勃“阮嗣宗
陈留之俊人，直至山阳之坐”、骆宾王“醉
可逃喧，自得山阳之气”、王绍宗“山阳契
侣，则命驾朝趋”……这么多名士云集山

阳，不就是山阳名
士精神在大唐盛世
的再现吗？

这 种 山 阳 之
气，无疑高雅脱俗；这种山
阳名士精神，使得天下文人皆
以来山阳沾染名士之气、山阳
之气而自豪。杜甫力赞“山阳无
俗物”，至于“山阳契侣”，已成神
交、至交的代名词。他们相信山阳
会虽然早已成为过去，但留下的山
阳名士精神则长存。所以，他们认
为山阳之气可以重塑，古人清风可以重
沐，前贤山阳之乐亦可以重温。

唐卢僎“忆昔山阳会，称觞阮林下”、
任华“久阻山阳之欢”；明萧端蒙“遥思清
夜山阳会”、李时行“千载山阳会，竹林今
复开”等，皆说明山阳已成朋友间聚会的
代名词。

山阳留给人们的记忆不仅是欢乐，
山阳会留给人们的不仅是群贤欢宴，还
是人生聚散无常的一曲悲歌。如杜甫

“倘忆山阳会，悲歌在一听”，友人志得意
满，反衬自身垂老落寞；昔日欢宴之乐，
更显今朝悲苦凄凉。再如崔峒“山阳会
里同人少”、李峤“未展山阳会”、郎士元

“借问山阳会，如今有几人”、韦庄“却到
山阳事事非”，揭示山阳盛会难得重遇，
山阳旧友愈见稀少，说明唐人潜意识中
对魏晋风度的召唤和留恋。

山阳除了包含纵情欢宴与离散悲歌
外，还暗含更深层意蕴：山阳因“竹林七
贤”、山阳公、范张鸡黍，衍变为承载文人
士大夫精神寄托的优美而又凄凉的文化
符号。山阳是他们在社会和官场中挣扎
沉浮疲惫至极后得以休憩身心的地方，
是他们梦想中最后的精神家园。

李德裕有篇家训《平泉山居诫子孙
记》。他因“有退居伊洛之志”，“得乔处
士故居”，于是开发一块宅院。面对前贤
留下的草木丛生故居，有了“山阳旧径，
唯余竹木”之叹。“竹林七贤”留下了避居
山阳范例，而他“剪荆莽，驱狐狸”，象征
他愿意追寻前贤足迹继续前行，并且希
望“留此林居，贻厥后代”，并告诫后人

“鬻吾平泉者，非吾子孙也”。可见他是
一个对“山阳旧径”身体力行的追随者，
珍惜竹林象征的文人退守之后的精神家
园。

曹雪芹字梦阮，周汝昌指出梦阮暗
示曹雪芹对阮籍的梦想并非泛泛。曹雪
芹好友敦诚赠诗中“步兵白眼向人斜”，
用阮籍青白眼称赞他不肯随波逐流的傲
世态度，揭示他与阮籍相似的才情和心
境。此外，曹雪芹被比作魏武子孙，阮籍
之父阮瑀是曹氏父子身边文官。当然，
曹雪芹字梦阮不仅因为某种亲缘关系，
还在于阮籍是他心灵的知者、行为的楷
模。

结 语

2017 年，山阳故城文化研究会成
立。2021 年，山阳区作家协会成立。
更多的焦作作家、学者多次深入山阳
城采风、研究、撰写大量诗文。此外，
当今各地文人用典山阳入诗文的现象
更加频繁。如山东徐焰“似听山阳笛
奏响”、辽宁宋玉秋“范张鸡黍约新
梁”、天津张童“宁挥阮子穷途泪”等。
笔者正在汇编的《历代用典山阳诗文
选鉴——山阳：古今文人向往的精神家
园》一书，收录海量用典山阳诗文，目
的是让更多焦作人进一步了解山阳文
化对古今文人的深远影响，主动用典
山阳入诗文，增强文化自豪感。同时，
也期待各地更多文人用典山阳入诗
文，增强对精神家园的向往之情。

□李庆保

据《史记》记载，战国时期就有山阳城。公元前205年，刘邦设山阳县，治所在山阳城。公元556年，
北齐文宣帝高洋因山阳县富豪太多，恐危及政权遂废。这里产生的典故涉及汉魏时范式及张邵、刘协和“竹
林七贤”等，演绎出以山阳为主的海量同源典故，古今文人频繁引入诗文，山阳成为他们向往的精神家园。

《史记》中“昔唐人都河东，殷人都河内，周人都河南。夫三河在天下之中，若鼎足，王者所更居也，建国各
数百千岁”，勾画了凝聚中华文明的金三角地带。河内地处三河之中，大致即今焦作地区；山阳县位
于河内中部靠北，涵盖今焦作市区。因此，别称山阳的焦作处于中华文明发源地的核心区域。

《后汉书》中刘秀说“河内完富，吾将因是而起”，也记载“河内独不逢兵，而城邑完，仓廪
实”。这片山阳沃土，自然形成独领风骚的山阳文化。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