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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徒战友情

古代五刑之中，墨刑或者说
黥刑是最轻的一种。在今天看
来，有点近乎于纹身（只是纹的
不是一个地方），时髦男女，自己
没事还在身上折腾呢。但是，古
代的墨刑，最早是用小刀子在身
体上刻的，也相当疼的。到了宋
代，才改为用针刺，疼痛感稍微
轻了些，这也才有了时髦男子，
在身上刺一身花绣这档子事儿。

但是，墨刑和刺花绣，毕竟
不是一回事，怎么说，都是一种
刑罚，而且，在宋代，刺字还是刺在脸上，
人破相了，一辈子都明晃晃的是个贼配
军，做人抬不起头来。同时，由于宋人
经常把市井无赖送去当兵，犯了罪的配
军，也可以上前线打仗，弄得当兵的
人良莠不齐，让人看不起。所以到后
来，为了防止士兵逃跑，军官每每给自
己麾下军士脸上刺字，为了以示区别，
往往刺上部队的番号，等于每个人脸上刻
上了一个军人铭牌。

宋代对士大夫非常客气，即使犯了贪
赃枉法、弃城逃跑的大罪，也不会轻易加
以刑责。但是对老百姓，就不那么客气
了，即使是轻罪，也照样在人家脸上刺字，
毫不手软。军官敢对无罪的士兵也刺字，
其实就是没拿士兵当人看。南宋之后，部
队番号复杂，士兵们的脸上，要刺很多的
字。比真正犯了罪的人，刺的还要多。难
怪两宋的军队打仗不行，这样待士兵，谁
会给你好好卖命呢？

北宋前期，有个叫陆东的官员，以苏
州通判权知州事。有天，断狱之时，要给
一个流放的罪犯脸上刺字。他下令，刺上“特刺配某州牢城”
七个字。刺好之后，他幕僚中有人说了，刺配就是刺配，不能
轻易加特字，加特字，必须出自朝廷特别的旨意，由朝廷有司
负责执行。一听人这么说，陆东慌了，连忙命人强行把已经
刺好的“特刺”两字弄掉，再刺上“准条”两字。

再后来，此人居然被推荐到中枢，要大用了。幸好，当时
的参知政事还知道他，笑道，这不就是在苏州的时候，在人脸
上起草稿的那位吗？

现在的纹身技术，已经很高明了，即使在身上刺遍各种
花纹，似乎也不怎么疼。但在那个时代，这毕竟是一种刑罚，
刺字的人，不会那么轻柔讲究，但凡刺字，一定很疼。只有像

《水浒传》上的武松这样的好汉，才会满不在乎。刺好了字，
再当场弄掉，简直就是酷刑，皮肤都弄烂了。但是，只要官员
不出错，谁在乎呢？用刑之际，百姓不如狗。墨刑，在人脸上
刺字，原本就含有羞辱人的意思。自古以来，即使平头百姓，
也是要脸的，在脸上刺了字，就是让你没脸。连着刺两次，就
是两次的羞辱，等于惩罚人家两次。严格地追究，这就是刑
罚过当。

只是，在一个只在意士大夫、不在意老百姓的朝代，这样
的刑罚过当，是没有人被追究的。朝野上下，只将这事儿当
一个笑话传。有谁知，在朝士们哈哈一笑背后，有老百姓的
血和泪在里头。实际上，明清之后，墨刑虽说不再刺在脸上，
但并没有消失。而且每年死刑犯行刑之前，都会在人犯的脸
上，用墨笔划字，斩刑，就批一个
斤字，绞刑，就批一个交字，还是
拿羞辱人不当回事。 □ 张鸣

说起药王孙思邈，在老百姓心目
中，他是一位令人膜拜的“先发大慈恻
隐之心，誓愿普救含灵之苦”的救星式
人物。

传说孙思邈活了 141岁，自然又是
一位闻名天下的寿星，还是一位养生方
法集大成者。他的养生之术融合了儒
家、道家、佛家和医学家的养生理论，
创造了许多切实可行的养生方法，千百
年来一直指导着备受病患侵扰，渴望延
年益寿的人们如何去健康养生。

唐太宗颂其为“巍巍堂堂，百代之
师”。其医德之高、医术之精、学识之
博、著述之丰，举世罕见。

他是京兆华原人，故乡有以他“药
王”名号命名的药王山，也称五台山。
山之主峰北洞，虽不怎么高，但登山之
道却笔直般陡峭，有以磬玉之称的青石
铺就的141级台阶，象征药王孙思邈141
岁高寿。

作为一个长寿老人，他的长寿秘诀
是：以科学精神启悟天下人，从中获取养
生健康知识，益寿考而添福缘。他将自
己一生养生要诀总结成内涵丰富的养生
理论，千百年来为后世养生家所推崇。

有句俗话说：病都是吃出来的。孙
思邈的《千金要方》卷二十六讲的是食
疗。第一就是节制饮食，吃八成饱，吃
太饱了，肯定会染病上身。第二是注意
到什么节气吃什么东西。具体得看这个

食物它含有
什 么 营 养 。
孙思邈就对

当时他能见到的一百五十多种食品，包
括蔬菜、各种米面、各种肉类、各种奶类，
作过说明分解，我们应当查一下做到心
中有数。第三，进食时细嚼慢咽，不能狼
吞虎咽。第四，主张饮食清淡，少食荤、
腥，忌食生、杂。他力倡“先饥而食、先渴
而饮、食欲数而少、不欲顿而多”，认为少
食多餐益于身体健康。第五，讲究营养
平衡。不能过甜、过咸、过酸、过苦。“咸
则伤筋，酸则伤骨。”尤其生活富裕时更
需注意，以防心脑血管发生变异，让肥
胖、营养过剩的富贵病上身。第六，吃饭
时精神状态也很重要，尤其吃饭时不能
生气。

接着说养气，实际也就是药王孙思
邈六字长寿术。即用口呼气的同时配合
意念轻声默念：“嘘、呵、呼、咽、吹、嘻”六
个字，分别排泄祛除六字各对应的脏腑
的致病邪气，用鼻吸气补养五脏六腑虚
损不足，因而既能防病治病，又能健身强
体，延年益寿。

这六字长寿术是在 《黄帝内经》
“上古有真人者，提挈天地，把握阴
阳，呼吸精气，独立守神，肌肉若一，
故能寿敝天地，无有终时，此其道生”
的养生长寿思想指导下，受《庄子·刻
意》讲的 “吹嘘呼吸，吐故纳新，熊经
鸟申，为寿而已矣。此道引之士，养形
之人，彭祖寿考者之所好也。若夫不刻
意而高，无仁义而修，无功名而治，无
江海而闲，不道引而寿，无不忘也，无
不有也。淡然无极而众美从之。此天地
之道，圣人之德也。”这是孙思邈先生

以陶弘景《六字气诀》为基础改编，经自
己百年养生长寿实践，传给后世一套实
用简便的保健长寿术。

再说养性。他说：“善养性者，则治
未病。”养生有五难：“名利不去为一难，
喜怒不除为二难，声色不去为三难，滋味
不绝为四难，神虑精散为五难。”他主张
治病须先治“心”病，治未病之病，不靠药
物，而在善于百行。百行就是人的各种
行为，就是上述的“五难”。百行端正，则
无需药物也可以延年益寿。这就是养生
先养性的实际意义。

孙思邈非常讲究生活规律。说：四
体勤奋，每天劳动。行医看病，上山采
药。节制饮食，细嚼慢咽。食不过饱，酒
不过量。饮后漱洗，睡不张口。这看似
平常的 5句话 40个字的养生真言，高度
概括了孙思邈的生活习惯，也概括了孙
思邈在养生方面的重要经验。

他还主张抑情节欲。认为过度情
欲是患疾早衰的重要因素，提倡要做到

“十二少”，即“少
思、少念、少欲、少
事、少语、少愁、少
笑、少乐、少怒、少
喜 、少 好 、少 恶
行”。他还主张常
欲小劳，认为锻炼
比营养、休息更重
要，并把按摩、摇动
肢节等全身运动作
为养生要点。

孙思邈出生于
一个贫困的农民家
庭，在缺医少药的
乡间，父亲患了夜
盲症，母亲更是得
了大脖子病。为了
给父母亲治病，他
从小就立志学医。
待学成行医时，他
有一句“若有疾厄来求救者，不得问其
贵贱贫富，长幼妍（yán）媸（chī），怨
亲善友，华夷愚智，普同一等，皆如至
亲之想。”其中待求医者“皆如至亲之
想”确实振聋发聩，响遏行云，令人不
得不叹服。药王孙思邈因而成为“大医
精诚”的一代名医。

孙思邈“学医疗亲”的孝行不仅是
为父母行孝，他的孝行已超越了“二十
四孝”，成为一种“医济天下”的天下
之大孝，千百年来感天动地。孙思邈在

《千金要方·养性序》 中指出：养生之
首，长寿大法，在于修行道德。“德行
不克，纵服玉液金丹未能长寿。”

另外，孙思邈从小就体弱多病，个
人健康基础很差。因为疾病，他久病成
良医，创造了一个长寿奇迹。他以自己
亲历亲行，告戒世人：自己的寿靠自己
掌握，注意养生，人人可以长寿。

孙思邈认为健康长寿的人生才圆
满，没有遗憾。他算了一笔时间账：

“吾常思一日一夜有十二时，十日十夜
百二十时，百日百夜一千二百时，千日
千夜一万二千时，万日万夜，十二万
时，此为三十年。若长寿者九十年，只
得三十六万时。百年之内，斯须之间，
数时之活，朝菌蟪（huì）蛄（gū）不足
为喻焉。可不自摄生而驰骋六情，孜孜
汲汲追名逐利，千诈万巧以求虚誉，没
齿而无厌，故养性者知其如此，於名於
利，若存若亡，於非名非利亦若存若
亡，所以没身不殆也。”

这需要人们细细去揣摩理解，对于
不注意养生，透支过劳的人，或想等功
成名就，老了再养生的人来说，是个十
分善意及时和科学的警告。

孙思邈在《千金方》中提出“二仪
之内，阴阳之中，唯人最贵”的思想，
他说：“人命至重，贵于千金，一方济
之，德逾于此”，故将其医著命名为《千金
方》，“千金”两字内涵意味深长。以人为
本、人命至重是中医人文精神最重要的
思想基础和最突出的特征。 □ 朱文杰

乃志来西安看病，师徒两人合影。这次
合影距上次，时光已过三十年。

当年军营郝乃志与莫琪师徒合影。仔细
看，两人均穿着新军装，这对合影拍照的重
视由此可见。

退伍之后，乃志把照片放大并加上彩
色，又加镜框挂在窑洞醒目处。

一处农家垂钓院里，几碟农家菜上桌，
小酌几杯话叙当年南山军营，早已是永恒主
题。尤其是莫琪和敬山两位，军营军车大解
放，跑前跑后学车忙，数次车陷大沙河，孤
斗群狼撞野猪。一个个偶遇传奇故事，都多
少与跑车相关，两人和老兵师傅数十年情深
意重的经历，更令人唏嘘不已眼眶湿润。

军营学车

新兵营一结束，十六岁的小兵莫琪就被
分配上山到 205部队。不久就有了称心的工
作，手握方向盘，成为令人羡慕的军营汽车
兵。在缺吃少穿物质奇缺的七十年代初，无
论是在部队还是地方，司机的职业有技术又
吃香喝辣，莫琪深知这一点，同时他更清
楚，这个工作的获得，很不容易，因此一定
要刻苦加努力，早日放单飞。

老兵郝乃志是七零年入伍的陕北人，年
长莫琪四五岁，负责传授车辆驾驶技术。传

帮带是老传统老规矩，莫琪跟着郝乃志学开
车，期限五个月。那时候营区仅有一台大解
放卡车，乃志一人开着很是得意。这来了个
新人，教会了他，这不明摆着抢饭碗吗。老
话讲“教会徒弟饿死师傅”，师徒二人，从
一开始就有心照不宣的竞争关系。

对此，徒弟莫琪并不知晓，但随着时间
的推移，他渐渐有了察觉，师傅并不真心待
他，总是让他干这干那，尽是些洗车、烤油
底、预热、点喷灯、摇车把子等粗放无技术
或少技术含量的活儿。驾驶楼里的事不愿
提，要是你主动发问，他也是王顾左右而言
他。聪明的小莫明白了，师傅有二心防着他
呢，怎么办？活人不能让尿憋死。小莫暗自
下了决心，你不好好教，我仍要努力学，偷
偷向书本学。师傅驾车，一旁的他仔细观察
记在心里。收车后他一个人在车库里，用千
斤顶支起后轮，原地练起步、练换档、练离
合，苦练加巧练，还有较高的悟性，从小就
喜欢车，十一二岁就偷开过老八路父亲的伏
尔加小轿车。仅仅三个月，他就熟练掌握了
大解放军车的驾驶技术，这让他师傅着实吃
惊不小。正是这时候，营区基建运输任务
重，新建大食堂，局里又给了辆新车，于是
莫琪放单飞独自开一辆，师傅一辆，互不影
响皆大欢喜。

同在一个山沟里的 204兄弟部队里的战

友陈敬山，十六岁的他也当上了司机，也开
大解放。更叫他高兴的是他师傅史长安，是
六十年代初入伍的老兵，真正的老汽车
兵，是技术能手业务尖子。曾在军区汽车
团，参加过多次急难抢险抢运任务，又是
开车修车的高手，为中印自卫反击战运送
过弹药给养。这对师徒和乃志小莫师徒不
同，他们配合得十分好，小陈学得认真，
老史教得仔细，毫不保留的传授，一个努
力刻苦，一个全力以赴。于是小陈也出师放
单飞独自驾车驰骋在戈壁滩上。史长安给部
队先后带过五位徒弟，敬山是最后一个也是
最得意的一个。

同年入伍的战友小陈和小莫，来自西安
东郊同一学校，又同在南山，两人相继出师
放飞单独驾车为部队效力，此时众多战友在
训练队接受长达八个月的业务培养。他们两
个早早学成出师，短短几年跑遍北疆各地，
眼界大开的同时遍尝各地美食。自然辛苦多
多，也发生了车坏暴晒戈壁，屡屡车陷沙河
之中，苦等救援等诸多囧事，两人相见总不
相告，只报喜不报忧。这也难怪，青春年少
谁不好面子。

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七十年代后
期，这两对师徒相继退伍，开始了寻常百
姓的生活。

意外重逢

三十多年后春节前的一个冬日，陕北清
涧县城外的一处黄土高坡上，一个老旧的窑
洞里。热气腾腾的羊肉、油炸黄米糕、羊杂
汤，当地农家最可口的美味，积满了土炕头
的小饭桌。窑洞的主人郝乃志苍老的面容堆
着笑，如此灿烂的笑容消失了许多年，又回
来了。他的徒弟莫琪正在他的对面，师徒俩
的这次相遇，也是两人退伍后的第一次。

一瓶粘满黑色油垢的红西凤酒，已所剩
不多。这些污垢是常年烟熏火燎的结果。
土炕上方的竹篮，是家中佳品美食存放
处，这瓶酒存在那儿已有许多年。窑洞墙
皮多处脱落，灰色的墙面显示着它的破旧衰
败与无奈。

师徒俩重逢实属偶然，也是天意。身为
企业车队队长的莫琪去榆林横山办差，途经
这里欲食当地小吃羊杂汤，借问路人多了一
句，可否知道郝乃志，正在一旁地上下无子
棋的乃志闻声站起，师徒两人面面相对，长
久无语，只有双手紧紧握在一处。上次师徒
握手还是在南山军营，时光已过去三十多

年。夕阳晚霞中，师傅乃志眼含热泪，眼角
处的鱼尾纹已很深很深，“不满五十岁的师
傅怎么这么衰老呀。”莫琪心想。

退伍后的乃志生活并不如意，家庭不和
夫妻散伙后又起炉灶，再次成家有了刚十岁
的小儿子。而他的身体又出了毛病，原本就
不如意的生活更是雪上加霜。

乃志又一次举起酒杯，“来，咱师徒俩
再喝一个。当年师傅有私心没有用心教，你
原谅我不？”望着面带菜色的师傅，莫琪手
中的酒杯迟迟放不下来。这一刻他明白了，
当年师傅为啥不愿好好教他: 穷，就是贫
穷，它真能压弯男人的腰杆。

乃志回头盯着墙上的相框，一张放大照
片，那里面师徒两人由黑白变为彩色的合影
老照片，正对着他俩微笑，那笑面多好多年
轻呀。莫琪顺着师傅的方向，目光久久地停
留在照片上。

翌日清晨，莫琪掏光身上的现金凑够一
千元留给师傅。乃志接过徒弟的钱时，已泣
不成声，这哪里是钱的事，这是战友徒弟的
一片热心呀。他急忙叫来儿子，“快，快给
干爸叩头！”叩头认干爸，在当地是对有恩
于自家人的最高礼遇。

“身体要紧，尽早来西安瞧瞧病，记着
一定要找我。”临别时莫琪再三叮嘱。

情意绵绵

春节过后，乃志来了，来西安找莫琪。
莫琪带他在西京医院、唐都医院等几家大医
院看病，诊断结果令人沮丧，肝癌晚期。乃
志最后一次来看病时，已经十分虚弱，这时

他也知道自己的病治疗无望，但他强颜欢
笑，在徒弟面前他不愿表现的太软弱。莫琪
和全家人还有敬山全家来看他，师徒俩心照
不宣，彼此都明白时日不多。莫琪拿出家中
最名贵的酒，他要表达对师傅的敬意和依依
不舍的战友之情。

不久传来消息，乃志走了。尽管这早已
在意料之中，但莫琪仍然有些不相信，重情
意的莫琪总在想，若早点知晓师傅的情况，
早点让他来看病治疗，师傅与他就不会这么
快阴阳两隔。

退伍后的史长安敬山师徒，一个在西安
一个在渭南，工作生活相对安逸。师傅每每
来西安办事，或者带家人来西安看病，徒弟
总是忙前忙后亲如一家。特别是敬山利用自
己信息多人脉关系广的优势，为师傅之子的
工作安排提供了帮助，这令师傅一家甚是高
兴，同时敬山也十分欣慰。

时光飞逝，师徒战友情意绵绵无绝期。
这一天，兴庆公园东门外，一间特色餐

厅里，众多战友团聚谈笑正欢。敬山做东，
师傅长安贡献出珍藏多年的美酒，佳酿好酒
让原本就热烈的气氛更上一层楼，大家兴趣
极高。长安敬山师徒二人当年戈壁滩上的精
彩趣闻妙事，长安驾小车撞了不长眼的笨野
猪，敬山车陷大沙河红糖溶水白白流走，莫
琪大胆包天独自夜战群狼……故事一个比一
个扣人心悬，令众人惊叹称奇的同时，也为
三位司机战友的惊险经历而赞许，更为两对
师徒战友数十年的情意所感动，这种金不换
的战友情在物欲横
流的当下更觉无比
珍贵。 □ 柳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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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思邈

■钩沉

郝乃志来西安看病，师徒二人最后的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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