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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听《论语》精彩解读

【原文】
子曰：“德之不修，学

之不讲（1），闻义不能徙
(2)，不善不能改，是吾忧
也。”

【译文】
孔子说：“道德不去

修养，学业不去探讨，听
闻道义不能相从，不良行
为不能改正，这些都是我
所担忧的。”

【评析】
本章讲述了孔子在

教学过程中发现的问题，
并对此表示了担忧。

（1）讲，指研究、商
讨。

（2）徙，指迁移。
孔门弟子三千，有出

类拔萃的，也有表现平庸
的。孔子“因材施教”“诲
人不倦”，当然是希望所
有人都能学有所成。但面
对数量如此庞大的弟子
群，存在的问题也是形形
色色，其中荒废学业、雕
琢不成器者恐怕在所难
免。

本章孔子列举包括
进德、修业、徙义、改过
等具有代表性的四个方
面，对于不能达标者，表
达了自己深切的忧虑。
众所周知，孔子最为欣
赏德行科的弟子，道德
教育始终被他放在首
位。《学而·第一》篇里，
他教导弟子说：“行有余
力，则以学文。”先做好
孝悌、仁爱等分内之事，
如果还有余力，再去学
习文化知识。对学习方
面，孔子也极为重视。他

提出“学而时习之”“温
故而知新”“学而不思则
罔，思而不学则殆”等诸
多方法，目的在于鼓励
大家不要停下学业，既
要多学，还要会学。学习
的结果是“成人”，或者
说成为君子，做一个有
理想、有追求的社会价
值承担者。如何做到这
一点呢？《里仁·第四》篇
里，孔子说：“义之与
比。”一切都按照义来行
事。做事情就会有过失，
孔子本人也会犯错。他曾
说：“苟有过，人必知之。”
如果我有了过错，别人一
定会知道。这没有什么大
不了的，但千万不能放之
任之，知错不改。孔子最
为倚重的弟子颜回，被称
为仁者，仍然不能避免犯
错。但孔子称赞他“不贰
过”，同样的错误他从来
不犯第二回。正因如此，
使其日臻成熟、日渐精
进，从而成为道德、学业
上的“完人”。

以上种种，无论哪方
面弟子出了问题，都会让
孔子感到忧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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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子的鬓角已染霜，坐在那
棵已然老去却不失苍劲的柿子树
下，看她的羊群在不远处撒欢儿。

英子说，家里的第一只羊是
她的爱人老张买回去的，放羊也
是老张的事儿。后来，老张背着
行囊，走出大山去很远的大城市
打工，这一走就是30年。如今，
羊早已成群，还卖了好几茬，也
不知老张在哪儿，还会不会像当
初要出远门时说的那样，或早或
晚，早晚都会回来。

说这些的时候，英子的目光
从羊群抬起，望向很远很远。

我望着她那目光，总有一种
感觉，感觉那目光能穿越那远
处、更远处那些起起伏伏的大山
的，是能穿过岁月风烟的，是饱
含希冀的，又是盛满落寞的……

那一刻，我忽然想起江子老
师的《回乡记》，想起书中的《临
渊记》，想起它讲述的那个故事：
在一个曾出过68个进士的古村
里，有一个人在20多年前不见
了。当别人认为他或许死了的
时候，他突然在遥远的异乡被人
看见，之后又不见了。

江子老师说，这个人，是他
最为牵挂的。

而老张，亦是英子最为牵挂
的，牵挂了30年。

英子说，但凡有办法，老张
也不会走。

那个时候，山里的田地本就不
多，又是靠天收，一年到头，攒不下
丁点钱，但凡家里有个长年离不开
药的，还会欠上一屁股的债。

英子的婆婆就是，一天三
顿，顿顿不离药。

30年前，老张瞅着欠下的两
页密密麻麻的账，辗转反侧了两
个晚上，走了。

在那些远去的年月，因为穷
困与闭塞，很多人都像老张一
样，背着穷账苦债，怀揣着过好
日子的梦想，走出了家乡。一番
异乡打拼后，很多人带着攒下的
辛苦钱又回到家乡；还有不少人
消失在异乡人头攒动的街头，月
月年年，在亲人浓浓密密的牵挂
中断了音讯。

他们之中，有谁还会回来？
会以肉身还是灵魂回来？没有
人知道。但牵挂他们的人，总是
企盼着他们回来的那一天。企
盼着某个白天或黑夜，他们会突
然推开门，像无数次从田间劳作
回来一样，一边扑打身上的灰
尘，一边说“我回来了”。

英子说，老张没赶上好时
候。

应该是吧。
老张离开家乡时，那个小山

村交通不便，地少水缺，穷出不
少光棍。如今，靠着发展绿色产
业，走乡村旅游路线，村民的腰
包一年比一年鼓。英子靠种果
和养羊，在城里不错的小区置办
了一套三居室，还买了辆小汽
车。

不难看出，英子对当下的生
活是无比满足的。或者说，在英
子这里，那个曾经让她无法割舍
又无比嫌弃的小山村，如今已像

一颗饴糖，甜蜜地攻城略地，一
点一点占据她的心房。

我不由再度审视乡村，看过
去的乡村与现在的乡村，看现在
的乡村与城市。

正如江子老师所言，过去的
乡村是静的、缓慢的，现在的乡
村和城市的融合度越来越高。

在这种越来越高的融合度
下，乡村的人还会一拨一拨地走
向城市。而城市的人，亦会一拨
一拨地走进乡村。

邻居老刘，去年3月份办了
退休，4月份便回到乡下老宅，将
闲置的庭院一点点规划修整，打
理得真是舒服。置身其中，极容
易想及宋代无门慧开禅师《无门
关》书中的诗句：“春有百花秋有
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
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

前些日子，听说老刘又承包
一个蔬菜大棚，种了绿生生的黄
瓜和红彤彤的圣女果，每日甜蜜
地忙碌着，身子较坐办公室时要
健康得多。

小满夫妇则在儿子到省城
读书后，也背上大包小包，从家
乡出发进了省城，先是跑外卖，
之后租了个门店做起早餐生意，
虽然辛苦，但因为相守，小日子
过得甚是温馨如意。

我想，在新时代的大背景
下，无论是乡村人走向城市，还
是城里人走进乡村，他们大都是
心怀欢喜的，欢喜地体验人生，
欢喜地走向聚合，欢喜地寻找幸
福的另一种打开方式。

因急需要去外地孩子家，现
欲将正在经营的大众洗浴低价
转让。电话:13298395186

转 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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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人因迁居现有市中心位置解放路
远大北苑130平方米和140平方米住房
出售，有意者请联系。13137931868

售 房 如果您没有在这里找到所需要的房屋，
请刊登求租广告，让房主直接和您联系。

疏通 维修马桶水电暖
清洗空调 维修燃气灶
电话：13083843399

如果您有好的服务
请通过我们告诉广大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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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个家庭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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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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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活资讯周一至周五刊登
欢迎来电咨询办理

欢迎咨询办理

生 活 资 讯 15839166889
一个电话 上门办理

报纸+微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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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公司在焦作北站(腾飞雕塑东
300米)院内现有仓库厂房500余平
方米,对外出租,可分租,价格优。电
话:13803914084 13782796770

仓库厂房出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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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回乡记》有感
□崔红玲

在太行山深处的一个

小山村，在一棵高高的枝头孤独

地摇曳着被风干的红柿子的老

树下，我遇到了英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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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 年全国恢复高考，喜
欢美术的我有了奋斗目标。当
时社会上没有培训班，资料奇
缺，一师难求，完全依靠个人自
学进入大学艺术殿堂深造，简直
是不可想象的。我很幸运，在高
中一年级的关键时期，经人介绍
有幸拜黄志生为师，成为我走上
绘画之路的重要转折点。那时
学生拜师不用送礼，老师辅导学
生不收费，体现的是一种纯粹的
情谊，老师尽的是社会责任和义
务。

我每隔十天半个月就带着
素描作业上门求教，印象最深
的是黄老师不管在忙什么，哪
怕正在吃饭，也会立刻推开饭
碗，先看我的画……黄老师对
学生严格而不严厉，话语不多
却从不敷衍，句句点在要害处，
所以每次我都有所收获。我常
把老师讲的要点写成语录贴在
墙上，时刻提醒和鞭策自己。
频繁的登门求教，持之以恒的
强化训练，让我少走许多弯路，
素描和速写短时间内有了质的
提高和飞跃。1980年，我以应
届高中毕业生的身份，在河南
2700 多名美术考生中脱颖而
出，占有了当年全省美术专业
仅有的 40 个录取名额中的一
个，并成为我所在城市当年被
美术专业录取的唯一考生。

进了大学我很快发现，班里
所有的同学入校前都有专业辅
导老师。名师出高徒，大家纷纷
自报家门，介绍自己是某某名师
的学生，脸上写满了自豪和骄
傲。我想，这应该就是艺考成功
的关键因素之一吧。

我的老师黄志生，1943 年

生，福建惠安人，毕业于福建师
范大学美术系，对国画、油画、版
画、雕塑、水彩画、连环画均有建
树。黄老师从事过多年的美术
教育工作，当过工艺美术厂厂
长，1987年调入河南省书画院
任专职画家。他是分配到我们
焦作少有的科班出身的美术教
师，经过努力成为中国美协会
员、国家一级美术师。其画风朴
实厚重，蕴秀于拙，乡土气息和
抒情韵味十足。作品多取材于
现实生活中的矿工、渔民和传统
文化内容，主要作品有《上井》
《大禹》《终南进士图》《东坡得砚
图》《八仙过海》《竹林七贤图》
《南国晨风》《景公出猎》等。著
名画家郑乃珖先生评价黄志生
的作品：“能从传统中吸收养分
并推陈出新，别有韵味。”

黄老师曾在马来西亚、加拿
大、新加坡等国举办个展，作品
多次参加全国美展并被中国美
术馆收藏。上世纪80年代，中央
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曾以《刻意
求新》为题，为其拍摄了新闻专
题片，向全国介绍其艺术成就。
他创作的钟馗作品很多，尤其在
东南亚国家颇有影响，被称为

“钟馗画家”。
岁月如梭，人生短暂。因为

长期刻苦作画，呕心沥血，积劳
成疾，黄老师在64岁时去世，令
人惋惜！如今他离开我们已经
16年了，生命虽短，却影响一方，
留下了大量作品和宝贵的精神
财富，培养了一大批美术新秀。
其艺术理念、价值取向、作品风
格等，都对后人产生了深刻影
响，教过的学生和我们这个城市
铭记着他。

现在，作为黄老师学生之一
的我也已退休，回想起来，此生
选择了艺术，遇到好老师，这是
多大的缘分啊！我可以毫不含
糊地说，我们的师生关系纯洁而
美好，没有功利，没有买卖。我
的作品继承了老师的理念和追
求，老师是我艺途上当之无愧的
伯乐和指路明灯。现在，我常常
因无法报答老师感到内疚和不
安。自己从一名中学生到大学
生，从大学生到师范美术专业教
师，再到党报专职美术编辑，从
普通的美术工作者成长为地方
和行业美术骨干，工作几十年，
在艺术上取得了令老师满意和
开心的成绩，曾多次参加国内外
大展并获奖，发表作品数以千
计，还凭着美术成果取得了正高
级职称。我清晰地记得黄老师
在我刚参加工作时对我说的那
句话：“要凭本事吃饭，要用作品
说话。”

艺无止境，道路漫漫。饮水
思源，感慨万千。吾辈当以更加
丰厚的艺术成果接续前人、回报
社会，告慰曾经的也是永远的老
师。

（作者为焦作日报高级编
辑，系中国新闻漫画研究会理
事、中国地市报新闻美术委员会
副主任、河南省美术家协会会
员、河南省漫画家协会副主席、
焦作市美术家协会副主席）

图① 醉钟馗（国画）
黄志生 作

图② 竹林七贤图（国画）
黄志生 作

图③ 本文作者与黄志生
老师（右）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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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话说“一日为师
终生为父”，一语道出学生
对老师的感恩和敬重。老
师和学生之间建立的是一
种启蒙、引导、传授、接续的
信任关系，是文化传承和知
识传播的重要途径。因而，
尊师、爱师理所应当。

我在学生时代遇到过
许多好老师，其中对我影响
最大的莫过于引导我走上
绘画之路的黄志生老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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