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下期话题下期话题

15 梁苑茶坊 2017年9月13日
编辑 张 莹 邮箱 zhangyinglwm@sina.com

56 仇姓与裘姓（4）
历史上仇姓名人众多，为中华文化作出

了巨大贡献。《后汉书》记载了仇姓后人仇览
的故事。仇览，汉桓帝延熹年间河南考城
（在今商丘市民权县境内）人，字季智，是一
个十分平凡的书生，但高节懿行，四十岁出
而为吏，被选为亭长（县中小吏，负责地方缉
捕盗贼以及民事、诉讼等事务）。他劝人勤
于产业，并制订地方上的律令。农桑之闲，
又让农民的子弟到学堂读书。对于那些游
手好闲之徒，则罚他们种田栽桑，并严厉督
促。逢到人家有丧事或遇灾害，他都亲自相
助，扶持、赈济贫穷鳏寡之人。一年后地方
民风淳厚起来。一天，村人陈元的母亲控告
陈元不孝，仇览惊讶，说：“你儿子把房子整
理得很好，田也种得很好，是个勤奋的人。
你寡妇熬儿，现在老了，正是依靠儿子的时
候，何必为一些小事陷你儿子于不孝呢？”仇
览亲自到她家与他们母子一起吃饭，告诉陈
元如何行孝，并说明孝顺的好处及不孝的过
失，劝其母正确看待自己的儿子。陈元后来
成了一个孝子，陈母感动得流泪。

《列仙传》中记载有仇生：“仇生者，不知
何所人也。当殷汤时，为木正三十余年，而

更壮。皆知其奇人也，咸共师奉之。常食松
脂，在尸乡北山上，自作石室。至周武王，幸
其室而祀之。异哉仇生，靡究其向。治身事
君，老而更壮。灼灼容颜，怡怡德量。武王
祠之，北山之上。（译文：仇生，不知是什么地
方人。在商汤的时候，做了三十多年管理匠
作的官，年老了却变得更加健壮。人们都知
道他是个奇异的人，一齐尊奉他为老师。他
常吃松脂，在尸乡的北山上，自己开凿了一
个石室居住。到周武王时，武王亲临石室察
看，并奉祀仇生。仇生这人真奇异，一生行
踪从不定。修身养性事君王，年老精力更旺
盛。神彩奕奕好容颜，和颜悦色有德行。武
王尊崇亲祭祀，尸乡故地北山顶。）如果这是
事实的话，仇姓的发源大概更早。

明朝时有仇维祯（1577—1652），字庸
足，天启、崇祯年间，先后任户部、礼部、刑

部、兵部四部尚书，为官二十余载，因不屈服
于权奸魏忠贤一党，被派往蓟北驻守边疆，
领北京兵部大司马衔。在带兵期间，天灾无
收，民不聊生，军不足饷，仇尚书散尽财资施
舍粮米。崇祯十七年，李自成农民起义军攻
占北京，崇祯皇帝在煤山自缢身亡，仇维贞
闻讯后，弃官携印回乡务农。清顺治九年十
二月，仇尚书年老病危，自知将不久于人
世。召集子孙立下遗嘱：“吾为官二十余年，
资财散尽，囊空如洗，唯存圣书满箱。望尔
等熟读圣书，忠义莫忘，此乃维祯一生之
念。”他随即喘息片刻后又曰：“一生愚忠，不
事二朝。清人入关，我朝亡故，我仇氏子孙，
忠义为先，打马回头，定不做满官。为告子
孙后代，石马回头为鉴。”是年十二月十二
日，仇尚书寿终正寝。享年七十六岁。

仇兆鳌，明崇祯十一年生人。少有奇

才，深具道根。清康熙四年（1665年）二十七
岁，黄宗羲（经学家、史学家、思想家、地理学
家、天文历算学家、教育家，“东林七君子”黄
尊素长子）在家乡余姚授徒讲学。春，仇兆
鳌与万斯同、万斯大等二十余人前往受业，
究修性命微旨，举一反三，博学多才。清康
熙九年庚戌（1670年）三十二岁 ，与黄宗羲
游，宗羲有诗《赠仇沧柱》，称仇兆鳌“文章风
韵主盟于当世而无愧”；康熙二十四年（1685
年）乙丑科进士，官至吏部右侍郎，遭弹劾，
托病辞官归。激流勇退后，栖心道林。尝与
会稽陶素耜穷研丹经秘旨，通《易》之妙理。
复遍游天下名山洞府，于武夷得异人传授
《参同》真诠，深得南宗秘传，归筑“栖云草
堂”，潜修阴阳丹法，互资印证。多年修持，
颇有所得，仙风道骨，为一代丹家。

现在，全国仇姓分布较广，人口列全国
第二百五十八位。仇姓不忘祖根。福建泉
州仇姓老者称，其上祖是明代到上塘落户
的，现有仇姓宗亲约四百人。泉州仇姓后人
认为源头来自河南商丘。南阳堂仇氏宗祠
楹联“系承仇牧，望出南阳”，都说明仇姓后
人始终不忘他们的祖先和祖地，仍然继承着
仇姓优秀文化。 （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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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秀森

金秋九月，丹桂飘香，老师是这个季节的主题，空气中弥漫着感念师恩的芳香。
尊师重教是永远的美德。你的记忆里是不是有这样一位老师，每每忆起，依旧让你
热泪盈眶；或许也有这样一位老师，回忆起来，依然让你肃然起敬，严厉、关爱、包容
仿佛如在昨天；抑或还有这样一位老师，对你一生影响最大，让你终生难忘……教师
节到了，让我们一起感念师恩，为恩师送上最诚挚的祝福吧！

金秋九月忆恩师
我的老师是个“女汉子”

■靳翠菊（虞 城）

我的初中老师孟繁荣，要强、泼
辣、直爽、雷厉风行，颇有点巾帼不让
须眉的男子气概。我们班男生多，女
生少。男孩子十四五岁，正处于叛逆
期，好几个给我们上课的女老师都被
男生气哭过，就是没见过孟老师被男
生气得哭过鼻子，看来孟老师在管理
上还真是有两把刷子！

让我记忆犹深的是她闯进男生
宿舍打人的那件事。那时已经是冬
天了，外面很冷很冷的。学校卫生组
对我班男生宿舍的评分总是全校倒
数第一，又有别班的同学向孟老师告
状：“你们班男生晚上都不去厕所，都
是站在窗台上，对着窗户向院子里撒
尿，弄得别人都没法在院子里吃饭。”
孟老师不是个偏听偏信之人，决定去
男生宿舍一看究竟，再作决断。

夜自习放学后，我班的男生欺负
孟老师是个还没结婚的女孩，以为不
会到男生宿舍来看，没想到孟老师真
的去了。她到那里一看，也巧，我班
的金景强正站在窗台上向外撒尿。
看到老师来了，金景强没尿完就吓得
憋回去了。那时好多男生都脱光衣
服钻被窝了，哪好意思这种情景下见
女老师，于是就赶紧把门锁上。想不
到孟老师不依不饶，拍着门非要让开
门。开门后，孟老师径直进去，把吓
得蒙住头的金景强的被子掀开，把他
拽起来，“啪啪啪”，来回几巴掌朝他
脸上煽过去，打得他眼泪在眼眶里直
打转。男生宿舍里一下子安静极了，
孟老师大声训斥：“以后再让我听说
有这事，你们一个个的给我等着瞧！”

从那以后，我班的卫生在学校次
次排名第一，那面流动红旗在我班就
没再流走过。在她的领导下，我们班
的纪律、学习在全校都名列前茅！

几十年过去了，我们初中同学聚
会时，还说起这件事。大家回忆起教
过我们的女老师中，印象最深的还是
孟老师这位“女汉子”。

我的老师我的哥

■张海洋（柘 城）

我读小学的时候，是上世纪 80 年
代，就在村办的小学里读书。那时候学
校特别简陋，教室里用大块的木板一搭
就是书桌，凳子则是从家里带去的。老
师也大多数是民办老师，其中就有我的
本家哥哥卫东。

说是老师，其实卫东哥就是一个十
足的“孩子王”，他生性豁达，不同于那
些科班出身的老师，上课总是天马行
空，不按常理出牌。卫东哥教我们数学
课，他讲课不拘泥于课本。有一次，卫
东哥问：“猪圈里有 10头白猪，8头黑猪，
一共有多少头猪？”大伟站起来问道：

“算不算上花猪？”顿时，班里一阵哄笑。
有时讲着讲着，卫东哥就给我们这

些没有见过世面的农村娃说起了外面的
世界。他讲城里的孩子穿着整齐的衣
服，坐在有光滑课桌，有电子黑板的教室
上课，多美。他望着外面的天空，自言自
语说道：“你们好好学习，考上大学就能
坐到那样的教室里了。”他给我们讲城市
的超市有我们半个村子大，想要啥直接
装到篮子里；外国的农民开着飞机来种
地，收获的粮食怎么也吃不完。我们听
着卫东哥天方夜谭似的讲述，痴痴的，
呆呆的，小小的心里有疑惑，也有向往。

如今已是一名高级警官的豪子，每
次说起卫东哥都忍不住感慨，没有卫东
哥的那一“点”，也就没有现在的我了。
那时候豪子生性顽皮，还有一个坏毛
病，一到上课就打瞌睡，往往老师没有
讲几句，他那边就是一晃一晃地栽起头
来。那天上课，卫东哥还没讲几道题，
豪子就一边吸溜着大鼻涕，一边开始前
俯后仰地打起了瞌睡。这时候，卫东哥
点上一支烟，若无其事地来到了豪子身
后，豪子脑袋一扬，正巧碰到了卫东哥
手上的香烟。“啊”的一声，豪子跳了起
来，卫东哥笑着说：“反应真快，是一块
当警察的好料！”自那以后，豪子上课就
别提多精神了。

长大后，同学们各奔东西，有的考上
了大学，坐在了小时候卫东哥口中的有
电子黑板的教室里；有的去了城市，见
到了外面无比精彩的世界。有时同学们
聚在一起，聊的最多的就是卫东老师，
那个点亮了我们梦想的大哥哥。

你是我的老师

■宋欣杰（夏 邑）

在乡村小学，任教的老师大部分家
都在附近。我上小学时的老师就是本村
的，从辈份上讲，他是我的侄子。我没
入学前，每次与他碰面，他都会喊我一
声“小叔”。

他教我时已年近 40 岁了。在学校
他是一名教师，出了校门就是一个农
民，仍然会像乡亲们那样耕耧耙种，为
全家担负起男人的责任。他是那种既严
厉又敬业的汉子，讲课有条有理，一手
漂亮的正楷粉笔字让我们佩服得五体投
地。他上课不爱拿课本，但是讲课、布
置作业都分毫不差，甚至第几页第几行
都记得清清楚楚。为了纠正我们握笔的
姿势，他能不厌其烦地示范一遍又一
遍，直到他满意为止。但当脾气上来
时，他也会用树枝做成的教鞭敲打我们
的脑袋。小时候因为调皮而不听话，我
曾不止一次地领略过他粗暴的“执法”，
甚至被他告到了我父母那儿。正是因为
他的严厉要求，我们才养成了写字认真
的好习惯，但那时哪理解他的良苦用
心，依然一次次因不遵守纪律而惹怒了
他，我接受惩罚后总对此耿耿于怀。

记得那年麦收刚过，他的妻子突然
患病卧床不起，这下他慌了神，既要为
我们上课，又要照顾病人，还要点种玉
米、豆子等秋作物。看他一副焦头烂额
的模样，我决定帮他一把。于是我带领
班上的十来个毛头小子，在下午放学后
赶到他家的大田里。都是农村孩子，刨
坑、丢种、用土覆盖这些简单的活儿都
是轻车熟路，我们仅用两个小时就帮他
将玉米点种完毕。他激动地跑到小卖部
弄来几袋饼干犒赏我们。事后他还一遍
遍地直夸我们：“真没想到，你们这次真
帮了我大忙。”

随着年龄的增大，我与他碰面的机
会不是太多。偶尔回乡见到他，他仍会
恭恭敬敬地与我打着招呼：“回来了，小
叔。”虽然他已经退休，仍然耕种着土
地，偶尔遇上邻家的孩子讨教，他仍然
一副认认真真的模样。我知道，有许许
多多像他这样的乡村教师，他们任劳任
怨地生活在乡下，用心血浇灌了贫瘠的
土地，为孩子们点亮了希望的光。在我
心里，我一直说：“你是我的老师！”

我心释然念师尊

■周云海（上海）

近一两年，我参加过几次中学同
学聚会，或几人小酌，或满满围桌盛
会，兴趣盎然之下，内心深处也有一
点感慨。萦绕于心的是有同学对昔
日班主任老师的喋喋不休地口伐。

我们是“文革”末期的中学毕业
生，那时毕业没有考大学一说，只有
按政策规定的档子，进工矿、读技校
或是上山下乡的分配。当年的班主
任老师，对学生的毕业分配，有向学
校主管领导反映要求更改个别毕业
生分配的调剂权。有些同学因毕业
分配去向与自己的企望不符，对班主
任老师的怨气穿越几十个春秋未能
消散。我是家中长子，且眼睛高度近
视，按规定当年是可以留在市区的，
而我最终被分配去了市郊农场工作，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心里也有些落
寞和不快。

日月如梭，往事随风。我心早已释
然。时间的长河漂洗了俗世的风尘，让
我对往日的师尊怀有一份感恩之心。

细细想来，我们的班主任老师是
个德才兼优的好老师。他教我们和
其他班级的俄语。除俄语教学，老师
在黑板上的中文板书也极其流畅漂
亮，是我羡慕和仿学的目标。老师的
歌唱得很棒，音域宽广、音色洪亮，学
校广播时常播放他唱的歌。《我爱这
蓝色的海洋》是他歌唱的代表作，这
首歌老师唱得激越、嘹亮，音律纯正，
穿透力强，至今我都印象深刻。老师
还爱好体育活动，他活跃在篮球场上
的身影，让班里调皮的学生在同学间
偷偷取笑，因为别人穿运动衫裤打
球，而他的装束是卫生衫（一种当时
廉价的加厚棉制品内衣），但这一切
不乏老师在球场上的自信。

我与老师相处四年，早就感到老
师的温和、内敛和不张扬。在学校
里，他不像其他班主任老师能为自己
班级学生争取好处或是利益。撇开
老师的身份以及才学，按个性分类，
老师是个性格谦弱的老实人。

很多心事，应该释然。不仅是对
昔日的恩师，对亲人，对朋友，对同事，
对其他曾经相处或交往过的人亦然。

记忆里的中秋节

秋风送爽，桂花飘香，硕果压枝，
中秋渐近，让人不得不感叹光阴流
逝之快。关于中秋，我们有很多的回
忆：童年、少年、中年，每个年代的中
秋记忆都不一样，每个年代的人都有
自己不同的体验和回忆。你记忆里
的中秋节是什么样的？你还记得家
乡的中秋节习俗吗？你记忆中最难
忘的中秋节是怎么度过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