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灯下漫笔

外孙女今年秋季就要上幼儿园了遥
一日袁 我对她说院野外公带你去一次孔庙
吧遥 冶有野吴中第一冶之称的嘉定孔庙已有
800年历史遥 野孔庙里有什么呢钥 冶她忽闪
着一双大眼遥 野孔庙里住着一位老爷爷遥 冶
野他是干什么的钥 冶野他是老师的老师遥 冶

公元前五世纪袁是人类文明发展史上
里程碑式的时期遥这一时期袁位于北纬 30
度上下的中国尧古印度和古希腊等国家和
地区袁大师级人物扎堆出现袁哲学思想取
得重大突破袁人类对客观世界的认知产生
巨大飞跃袁文化的多样性和开放性如久旱
逢甘霖袁而铁器的普遍使用更成为社会生
产力显著提高的突出标志遥 人类文明如
此神奇地在此同轴共振袁西方社会学家把
这一时期称之为野轴心时代冶袁中华文明史
与之相对应的便是春秋战国时期遥

孔子袁 诞生于轴心时代的大师级人
物遥公元前 551年的 9月 28日袁孔子出生
在鲁国陬邑 渊今山东曲阜冤袁 距今整整
2570年遥中国冷兵器时代的传奇人物尧铸
剑鼻祖欧冶子是其同时代人遥 新中国成
立前夕袁时逢孔子诞辰 2500年遥中华文明
上下五千年袁孔子恰好站在历史发展时间
轴的正中央遥

野大同社会尧天下为公冶是孔子为之不
懈追求的理想社会袁野仁爱冶是孔子思想的
精髓袁野和而不同野则显露出其深刻哲理和
高度智慧遥 孔子主张用道德和礼教来治
理国家袁倡导野为政以德袁譬如北辰袁居其
所而众星共之遥 冶孔子依据野性相近尧习相
远冶的人性观袁提出因人施教尧因材施教袁
让教育惠及平民袁谓之野有教无类冶袁并身
体力行遥 孔子重义轻利尧见利思义等经济
学说也对后世产生很大影响遥 野知之为知
之袁不知为不知冶体现了其实事求是尧与时
俱进的历史发展观遥 孔子的观点与学说
顺应了中国社会发展的大趋势袁因此袁尽
管生前颠沛流离袁死后却倍受推崇袁被奉
为大成至圣先师尧万世师表袁实在是历史
的选择遥

孔子编撰的叶春秋曳是中国第一部野系
日月而为次袁列时岁以相续冶的编年体史
书袁开创了编年体史书之先河遥 叶春秋曳风
格独特袁语言极为简练袁几乎每个句子都
暗含褒贬之意袁可谓字字珠玑袁被喻为春
秋笔法袁为历代文史学家所崇奉遥 野拨乱
世反之正袁莫近于叶春秋曳遥 冶是司马迁对
叶春秋曳的评价遥

孔子创立的儒家学说声名远扬袁影响
了中国社会两千多年遥 最著名的当属西
汉哲学家董仲舒提出的野废黜百家袁独尊
儒术冶的建议被汉武帝采纳袁使儒学成为
中国传统文化的内核和中国社会的正统

思想遥 儒家学说的经典著作之一叶论语曳
可谓家喻户晓袁 北宋开国宰相赵普号称
野半部叶论语曳治天下冶袁足见叶论语曳之集
大成遥 到了明朝袁儒家学说更是朱元璋的
不二选择袁规定科举必考野四书五经冶遥

近代袁儒家学说越发显示出东方文化
的魅力袁为儒家思想的传播作出了重要贡
献遥 具有 114年历史的复旦大学校训野博
学而笃志袁切问而近思冶就源自叶论语窑子
张曳野博学而笃志袁切问而近思袁仁在其中
矣冶遥 新中国的缔造者毛泽东主席为其两
个女儿分别取名李敏和李讷遥 其中野敏冶尧

野讷冶也出于叶论语窑里仁曳野君子欲讷于言
而敏于行冶遥

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孔子诞辰 2565
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讲话中指出院
野孔子创立的儒家学说以及在此基础上发
展起来的儒家思想袁对中华文明产生了深
刻影响袁 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
分遥 冶

一部叶春秋曳记录了已逝春秋的隽永袁
儒家学说更滋润了广袤的华夏大地遥纵观
历史袁 中华文明的前半段赖孔子得以传
承尧后半段因孔子而获开启袁这或许便是
孔子的伟大与野至圣冶之处吧浴

孔子矢志治国成为儒家学说创始人袁
欧冶子千锤百炼铸成天下第一剑袁一文一
武袁张弛有道袁异曲同工袁实乃古人留给我
们的宝贵财富遥 当前袁世界正处于百年未
遇之大变革之中袁人类文明空前繁荣遥 伴
随 5G技术的发展与应用袁社会生产力必
将得到前所未有的释放袁这是否预示着一
个新的野轴心时代冶即将来临钥 诚然袁人类
社会在发展的同时也面临着许多突出的

难题袁诸如单边主义尧保护主义抬头袁国际
秩序受到挑战袁贫富差距持续扩大袁物欲
追求奢华无度袁个人主义恶性膨胀袁社会
诚信不断消减袁伦理道德每况愈下袁人与
自然关系日趋紧张袁等等遥然而袁正如习近
平总书记所说院野包括儒家思想在内的中
国优秀传统文化中蕴藏着解决当代人类

面临的难题的重要启示遥 冶
破解难题需要勇气袁更需要找到正确

的路径和开启智慧之门的钥匙遥子曰院野我
非生而知之者袁好古袁敏以求之者也遥 冶今
天袁纪念孔子诞辰袁重温儒家学说和儒家
思想的经典袁以史为镜袁以古鉴今袁好古敏
求袁 对于我们了解中华文明的灿烂历史袁
准确把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袁增强野四个自信冶袁野不忘初心尧牢
记使命冶袁建设高质量钢铁生态圈袁成为具
有全球竞争力世界一流企业曰对于构建人
类命运共同体袁维护世界和平袁实现野两个
一百年冶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
中国梦袁无疑都具有重要意义遥

野人之初袁 性本善袁 性相近袁 习相远
噎噎冶 外孙女稚嫩的声音银铃般清脆袁一
尘不染袁晶莹剔透遥

好古敏以求
姻远 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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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袁由邓小平亲自倡导并率先带头

捐款的 野希望工程冶袁 在全国蓬勃兴起遥
1994年袁 当地政府干部吕彦文到东安村
挂职党支部书记遥 百年大计尧 教育为本遥
上任伊始袁吕彦文就把目光盯在了优先发
展村办小学教育上袁他决心从改变村办小
学教育基础设施落后的局面入手袁重建成
为高度危房的小学校袁 但严重缺钱的困
境袁像一只拦路虎挡在全村人民的面前遥

挑灯夜战袁吕彦文写下一封封反映东
安村办学困境的求援信袁发往北京尧上海尧
广州尧深圳等东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的很
多知名企业袁其中的一封信袁就寄到了时
任宝钢董事长黎明的案头遥 野宝钢是全国
人民的宝钢袁 支援老区的教育事业发展袁
宝钢义不容辞浴冶看着这封不同寻常的尧来
自太行山革命老区小山村发自肺腑的求

援信袁 黎明当即把信批转给了宝钢团委袁
要求尽快落实相关结对助学尧捐资建校的
事宜遥 在宝钢团委的发动下袁团员青年们
马上行动起来袁踊跃报名与东安村小学校
43名贫困家庭学生结成对子袁 累计结对
助学资金总数 4万元遥 宝钢人的无私捐
助袁 对老区东安村的小学生和家长来说袁
真好比一场及时雨遥许多面临辍学的孩子
摆脱了失学困境袁全部念完了小学尧初中袁
不少孩子读到了高中毕业袁还有十几个考
上了中专尧大专和大学本科遥

为彻底改善东安村的教育设施落后

面貌袁让老区的孩子们有个良好的学习环
境遥 在结对助学的基础上袁宝钢又拨出专
项资金 5万元袁 用于宝东希望小学建设袁
在当地政府的大力支持下袁经过四个多月
精心紧张的施工袁拥有一座宽敞整洁的二
层教学楼和五间配套房屋的宝东希望小

学就很快落成了遥宝东希望小学是左权县
第一所由省外企业捐资建设的村办希望

小学袁开启了左权县麻田老区希望小学密
集建设的先河遥在当地政府和宝钢的积极
带动下袁上海尧山东尧四川尧辽宁等地诸多
大企业纷纷伸出援手袁多所希望学校相继
在麻田镇这块红色热土上落成袁短时间内
极大地改善了落后的教育设施条件袁使革
命老区的基础教育迈上了一个新台阶遥

1998年的深秋袁 当地政府代表团一
行专程来到宝钢袁代表老区人民为宝钢亲
人送上了野太行助学情袁宝东心连心冶的锦
旗袁衷心地感谢宝钢对革命老区基础教育
事业的慷慨解囊和宝贵无私的援助遥参观
宝钢期间袁当大家怀着无限崇敬怀念的心
情袁伫立在邓小平亲笔题写的野历史将证
明袁建设宝钢是正确的冶大幅题词前袁老区
人思绪万千尧心潮激荡遥 脑海里不由浮现
出在抗日的烽火硝烟中袁邓小平在太行山
上尧在左权尧在麻田尧在东安袁工作尧生活尧

战斗的峥嵘岁月遥

爱心接力两代人结对助学

1996年 8月的一个深夜袁 宝钢员工
沈曙的家中灯火依然通明袁在宝钢宾馆担
任基层团支部书记的大女儿沈艳袁带回的
一张东安村王晓霞的信息卡袁成为了一家
人讨论的中心话题遥得知宝钢团委发动青
年员工袁积极与东安村贫困学生结对助学
的消息后袁 沈艳第一时间赶到单位团委袁
表达了结对助学的愿望遥刚刚小学 2年级
的王晓霞品学兼优袁但因为家庭人口多袁2
个妹妹年纪尚小袁父母长期务农收入低等
原因袁面临辍学遥

时任宝钢常熟培训基地工程项目经

理的沈曙袁也得知了东安村发给宝钢求援
信的消息遥他和在宝山宾馆工作的老伴陆
银娣袁 当即对女儿的善举表示大力支持袁
正在上海财经大学读书的妹妹沈芸也说袁
今后王晓霞在学习上碰到什么困难袁可以
通过写信帮助她尽快提高成绩曰以后可以
接替姐姐袁继续资助王晓霞完成学业遥

经过讨论袁一家人一致决定袁资助王
晓霞不仅仅到小学毕业袁还要帮助她上初
中尧升高中袁直到大学毕业遥沈曙夫妇向 2
个女儿郑重表态院 等她们都成立家庭袁我
们退休了袁帮扶王晓霞的事袁由老两口全
包袁将爱心进行到底遥 一诺重千金袁沈曙尧
陆银娣尧沈艳尧沈芸这个宝钢的普通职工
之家袁和山西太行山区尧贫困老区一个素
不相识的贫困农民家庭袁紧紧地联系在一
起袁从此开启了他们两家长达 24年的野亲
缘冶遥没几天的时间袁沈曙一家的结对助学
信袁寄到了王彦兵尧王翠花尧王晓霞的手
上遥 收到来信袁小学毕业的王彦兵尧王翠
花袁和刚刚小学二年级的王晓霞袁在惊喜尧
感动尧意外的同时袁感受到了一份来自大
山外的温暖与真情袁 回信写得很艰难袁虽
然查了多遍的字典袁 经过了反复核对袁还
是有许多的错别字袁但一片感激之情跃然
纸上袁珍藏心间遥

支助晓霞的学费袁沈艳都按时如数地
捐到了宝钢团委袁 通过系统渠道支助到
位遥 除此之外袁沈艳每年还要给王晓霞寄
来五十元袁后来增至一百元尧二百元袁还不
时地给他们寄来衣服尧糖果袁火腿肠尧学习
用品遥 两家人的野心手相连冶袁让这个贫困
的农民家庭袁 得到了雪中送炭般的帮助袁
为贫困学生王晓霞的求学尧成长成才之路
点亮了希望遥 那时的王晓霞袁虽然只有十
岁袁不懂得太多的道理袁但她也知道千里
以外的宝钢里袁有可亲可敬的叔叔阿姨和
大姐姐袁时刻在关心着她袁关怀着她袁同时
也在深刻地教导着她袁影响着她遥

转眼间袁 四年的小学时间倏忽而过遥
随着王晓霞这批学生小学毕业升入初中袁

宝钢团委组织的和东安小学生结对任务

圆满地结束了遥然而袁沈艳尧沈芸姐妹俩的
助学路没有停下遥他们决心信守当初的承
诺袁要一直支助晓霞继续求学之路遥 姐妹
俩的善行袁得到了沈曙尧陆银娣的全力支
持和响应袁并且也在以实际行动袁默默站
在背后袁支持着姐妹俩的结对助学和扶贫
助困行动遥

爱心在延续袁助学在接力遥 随着时间
的飞转和推移袁 这两个从未谋面的家庭袁
通过一封封书信的传递袁深厚友谊越结越
深遥 随着沈艳的结婚成家袁也有了自己的
孩子袁后续出国发展遥 沈芸大学毕业后走
上工作岗位袁也结婚有了自己的家庭遥 但
她们的爱心接力棒也交到了退休的沈曙尧
陆银娣的手上遥沈曙夫妇把代替两个女儿
和王晓霞联系的任务袁作为退休生活的一
项重要内容遥

雪中送炭将爱心接力进行到底

2014年袁 王晓霞的妈妈王翠花不幸
身患重疾袁 几年里多次住院治疗做手术袁
拖累着这个本来就不富裕的农民家庭遥得
知情况后袁沈曙夫妇立即给晓霞的爸爸写
信袁询问病情及困难袁野相识 18年袁虽然两
家人从没见过一面袁但是我们两家人的友
情袁没有间断过袁希望晓霞妈妈积极配合
医生进行治疗袁振作起精神袁保持乐观的
心态袁相信一定会康复的遥冶这封饱含深情
的来信袁王彦兵尧王翠花念着念着袁都已泪
流满面尧泣不成声遥

在沈曙一家的帮助下袁王彦兵尧王翠
花尧王晓霞袁这个农村苦难农民家庭袁在生
活的道路上闯过一道道难关袁 在晓霞求
学尧母亲治病的坎坷崎岖的道路上袁跨过
一道道关隘遥 王晓霞初中三年每年四百
元尧高中三年每年八百元的资助款准时寄
来遥上大学的三年袁每年三千元的助学金袁
在每个秋季开学前都准时打了过来遥王翠
花重病袁沈老夫妇专门汇款 2000元袁帮助
他们一起渡过难关遥 粗略计算下来袁沈老
夫妇为王彦兵尧王翠花尧王晓霞这个因病尧
因学致贫尧返贫的普通农家捐资支助达一
万七尧八千元遥 正是有了沈老一家的无私
捐助袁他们才能逐步走出困境袁才能从这
个寒门里走出来一个品学兼优大学生遥

王彦兵尧王翠花夫妇这一双普普通通
的农民袁也在尽情地展现着山老区农民的
勤劳淳朴尧善良好客尧知恩图报的农民本
质遥 每年春节前袁他们都要把自家生产的

土特产精挑细选袁给沈艳一家寄去袁而一
寄就是 23年遥 王翠花这个心灵手巧的农
村妇女袁用心尧用情袁纯手工绣下精致美丽
的鞋垫袁有时一年两双袁有时一年四双袁不
停地绣着和缝着袁不停地寄往上海遥 沈艳
一家都特别喜爱这出自深山的珍品袁还将
其作为馈赠亲友最好的礼物遥 鞋垫虽小袁
但一针一线寄深情袁千针万线心连心遥

2003年的冬天袁沈艳要结婚了遥 获知
这一喜讯后袁王彦兵一家感到特别的高兴
和激动遥 但如何表达一家人的心愿袁却让
他们颇费了一番心思遥他们精心挑选了十
斤个大仁饱的核桃果袁妻子用她那一双巧
手袁灵巧地剪出了四百多个野双喜冶字袁端
端正正地贴到了每一个核桃果壳上袁又寄
上四双精心绣制的鞋垫曰大红双喜栩栩如
生袁灵动美观袁鞋垫上绣上了野美满婚姻尧
恩爱一生冶野幸福伴侣袁白头偕老冶的美好
祝福遥

闯过难关真情永留心间

一转眼 20多年过去了袁王彦兵尧王翠
花家中走出了两名大学生袁王晓霞也即将
新婚袁迎来人生的幸福时刻遥 得知沈曙夫
妇要来参加王晓霞的婚礼袁 街坊邻居尧亲
朋好友们早早来到家中帮忙布置袁王晓霞
也驾车赶往车站迎接亲人的到来遥 婚礼
中袁主持人邀请上海来的客人讲几句遥 沈
曙接过话筒为新娘尧 新郎送上深深的祝
福袁并送给新婚夫妇三个字尧三句话院耶孝尧
尊尧爱爷袁孝就是要孝敬双方父母袁孝顺双
亲大人曰尊袁就是互尊互敬袁相携相扶曰爱袁
就是充满爱心袁互爱互助袁白头偕老袁美满
幸福遥

沈曙充满激情尧略带上海方言的普通
话袁激起现场阵阵雷鸣般的掌声遥 沈老简
短激情的话语里袁有美好的祝福袁也有谆
谆的激励袁更有脉脉的深情遥王彦兵尧王翠
花全家人的双眸中充满着动情晶莹的泪

水遥
作为宝东希望建设与贫困学生资助

的联系人尧牵线人与见证者袁65岁的吕彦
文在王晓霞的婚礼上再次见到了沈曙夫

妇袁这段中国宝武老党员一家爱心野接力
助学冶袁跨越 24年的两代野亲缘冶情洒太行
深处的感人故事袁依然让他感怀不已遥 他
紧紧握着沈曙夫妇的手久久不愿放开袁代
表东安老区人民向中国宝武支援老区教

育事业发展袁 老党员沈曙一家 24年爱心
接力助学表示衷心感谢遥

两代野亲缘冶情洒太行 24年
要要要中国宝武老党员沈曙一家爱心野接力助学冶的故事

姻记者 张 犀 通讯员 吕彦文

敏求好古真君子袁
吾仰先师至圣魂遥
论语春秋开始祖袁
诗书礼易汇丘门遥
儒家典范崇仁悌袁
华夏文明尚孝尊遥
最憾光阴颠沛逝袁
爱人为大立乾坤遥

注院1尧野敏求好古冶 出自 叶论语窑述
而曳袁野我非生而知之者袁好古袁敏以求之
者也冶遥 2尧野爱人为大冶出自叶礼记窑哀公
问曳袁野古之为政袁爱人为大冶遥

至圣先师颂
要要要纪念孔子诞辰 2570周年

姻远 方

垃圾分类正在上海热火朝天地开

展袁已经深入人心袁成为全体市民的自觉
投入袁 积极行动遥 我不禁想起我们小时
候袁也做过垃圾分类袁而且主动尧积极尧耐
心尧快乐遥

那个时候袁 母亲在自来水龙头旁边
放一只铁皮桶袁 那是用来放垃圾的袁但
是袁不管什么垃圾袁统统丢在那个桶里袁
放满了袁 就拿着桶倒入放在弄堂口的那
只黑漆漆的大垃圾箱袁 环收所的工人会
定时来收运遥

家中倒垃圾的任务我是常年包下来

的袁每天放学回家袁放下书包袁先看看家
中垃圾桶是否满了袁装满了袁我就拿到家
门口去分捡袁 分别放入不同布袋内袁然
后袁将剩余的垃圾拿到弄堂口袁倒入大垃
圾箱内遥

那时袁社会上有收购垃圾的人袁手拿
一只摇铃袁肩背一只大布袋袁有的推上一
辆自行车袁有的推上一辆木轮车袁走街穿
巷袁一边摇铃袁一边吆喝院野阿有旧铅桶尧
坏面盆尧破铜吊尧坏脱的汤婆子卖伐浴 冶袁
野阿有甲鱼壳袁乌龟背尧肉骨头尧带鱼鱗卖
伐钥 冶噎噎我听到铃声叫卖声袁就把平时

收集的垃圾卖给他袁有鸡毛尧鸭毛尧兔毛尧
乌龟背袁乌贼骨尧甲鱼壳尧鸡吨皮尧带鱼
鱗尧肉骨头尧橘子皮尧破布头尧旧衣服尧坏
脸盆尧破铜吊尧旧书报噎噎甚至还有纸锭
灰尧锡箔灰噎噎总之袁乱七八糟袁五花八
门袁什么都收遥

当然袁那些垃圾不值钱袁大人们对此
不屑一顾袁 我们小孩子把它当成宝袁因
为可以换电影票尧小人书尧糖果袁夏天还
有棒冰尧雪糕遥 破旧的金属制品袁就值钱
了袁卖掉会给钱袁当作零用钱袁去看电
影袁买小人书尧连环画噎噎所以孩子们
对这种自发的垃圾分类袁 干得十分起
劲袁主动又快乐遥

母亲看我分捡垃圾又累又脏袁 心疼
了袁就在自来水旁放了两只垃圾桶袁母亲
把可以回收的垃圾放在一只桶里袁 把其
它不可回收的垃圾袁如剩饭剩菜尧菜皮果
皮噎噎放在另一只桶里袁这样袁减轻了我
不少劳动袁算是家里的垃圾分类袁到底是
母亲想得周到遥

记忆中的垃圾分类袁 儿时的课余乐
趣袁如今已不复存在袁这种乐趣已成为梦
中的情景了遥

记忆中的垃圾分类
姻黄发明

往事钩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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