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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梁照曾

"#$%

年
&

月
$'

日!记者赶到北京南

五环亦庄开发区武馆拜访段保华时恰遇

其收徒! 徒弟是利比里亚驻华公使凯瑟

琳女士的儿孙"凯瑟琳告诉记者!他们是

慕名而来"中国武术博大渊深!#一阳指$

更是厉害! 希望孩子们学到绝技能保护

好自己和家人!对社会也非常有益%她感

谢大师收她的孩子们为徒! 希望孩子们

将这一绝技传到非洲大陆!保护更多人!

给社会带来安宁!给世界带来和平"

两仪拳! 这一雪藏豫东民间数百年

的绝技! 能重现江湖! 惊动国内外武林

界!尤其在北京立足扎根!与武术家段保

华的努力是分不开的"

小村雪藏武林绝学

申段庄! 位于豫皖交界处沈丘县的

一个小村!上百年来!村民习一种名叫两

仪拳的武术" 两仪拳又叫 &两仪点穴神

拳$&阴阳指点穴神拳$!是一种集武术技

击'气功养生'中医诊疗为一体的特殊拳

术!是我国古老而又神秘的稀有拳种!属

内家拳!讲究动静调息'阴阳变化!拳风

快慢相济!刚柔兼备"尤其是其阴阳指点

穴(又叫&一阳指$)!出神入化!是两仪拳

的上乘功夫!制人不伤人!有&一拳打人

致死!一掌打人复活$的奥妙!堪称武林

一绝%两仪拳包含多种拳架'器械套路和

功法%

上世纪
()

年代!当文化人!吃公粮!

是很多豫东农民的梦想%因此!大多数父

母希望孩子上学有出息!不赞成习武%尽

管生于武术之乡! 但段保华的父母依然

反对其习武% 倔强机灵痴迷武术的他!

(

岁习武!

$*

岁拜曾祖父段勤功为师 !苦

学两仪拳%回忆起当时习武的经历!段保

华感叹地说*#太难了% $冬天起得早!外

面漆黑一片!寒风凛冽!他就从被窝里爬

出来!跑到小树林里练功!提脚'弹踢'剪

跳'变掌'打坐!最后是负重长跑!每天十

公里!小腿'大腿'胳膊都绑起了沙袋!每

个沙袋从重一二斤慢慢增加到五斤% 他

一练就是两三个小时! 练完后回去吃早

饭上学% 夏天练武!浑身汗如雨下!鞋里

都是汗水!走路打滑!地面被豆大的汗珠

打得潮乎乎的++$ 俗话说! 练武不练

功!到老一场空% 练功更苦!他站在那里

让人击打肚皮!一次要打一百拳!经常打

得肚子上没一块好皮!甚至血肉模糊!连

裤腰带都不能系%

后来!他办起武校!游走各地!一边

访师交友!一边卖艺为生%随着政府部门

对民间武术进行挖掘和整理! 这一稀有

拳术受到地区'省武协关注!并引起国家

武协主席张耀庭的注意! 他两次寄书信

给段保华!邀请他进京表演%段保华感叹

地说! 第一次没收到! 第二次才收到%

$++*

年秋天! 他收到书信赶往北京!为

武术界人士表演了&一阳指$点穴神功!

众人惊叹不已%

$++&

年!他在沈丘县城

办武校时!张耀庭专程赶来为学校揭牌%

京城闯出一片天地

"))$

年!在中国国际文化科技成果

博览会上!段保华的表演荣获唯一&中华

一绝$大奖(国家级)% 同时!他的弟子在

现场用&一阳指$挫败一位借切磋示威的

美国教练!受到评委和国内媒体关注!媒

体竞相以惊叹的语气报道&一阳指$神功

重现江湖%

那一年!段保华身怀绝技!带弟子闯

荡京城!授拳谋业%因投奔的朋友突遭变

故!他们只好流落街头% 后来!他在北京

')$

医院附近租房授艺% 结果!前来&切

磋$者一波接一波!直到尝到点穴的滋味

后才心悦诚服地离去% 他的&一阳指$神

功慢慢为人所知!很多人请他去表演%表

演是不收费的! 没有收入! 饿肚子是常

事%一次表演归来已是半夜!他兜里剩下

一元钱!如果赶不上公交车!就意味着露

宿街头% 为了撵上最后一班车!

,)

多岁

的他狂追公交二三百米! 司机发现后踩

下刹车!将他拉了回去%

在他山穷水尽之际!一些学校'警队

慕名邀请!使他声名渐起%

")),

年!是他

弘扬两仪拳事业的关键一年% 当年
"

月

$&

日! 中央电视台' 英国
--.

广播公

司' 美国芝加哥论坛报等十几家中外新

闻媒体联合采访了段保华!对他和&一阳

指$进行推介%

"))*

年
%

月!他在北京举

办 &中越两仪功夫研讨会$%

"))*

年
$$

月!英国
--.

广播公司为他拍摄&中国

大师$电视纪录片%

"))%

年
&

月!北京电

视台,科技全方位-栏目!邀请段保华向

观众展示和解读两仪点穴功夫%

"))&

年

%

月! 段保华弟子高跃欣点倒前来挑战

的美国陆战队教练%

"))+

年
%

月!两仪

拳被批准为河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段

保华为两仪拳唯一一位代表性传承人%

从
")$$

年
%

月至今!他举办了三届&段

氏点穴功夫与中医养生高峰论坛$!中央

相关部委' 武术界及很多国家驻华使馆

参会!一届比一届规格高'声势大%

武医结合造福民众

一门武术绝学往往深含医学! 一代

宗师往往是一代良医% 两仪拳更体现出

这种武医融合的精神% 两仪拳是以阴阳

禅理为核心理念的拳术!体现道法自然'

阴阳合德' 天人合序的精神! 其绝学中

&一阳指$点穴之术!不仅要求习武者掌

握身体技击的妙用! 又要深谙人体经络

运行及穴位翕张的生命体征! 调理身体

是这门揉进医学的武术在当前社会功用

运用中的精神指向之一%

段保华告诉记者! 两仪拳作为浸润

中原文化的拳术! 其体现的本原文化应

该得到回归!即利用拳术蕴含的武学'医

学和儒释道朴素的大爱智仁精神! 向社

会大众推广强身健体' 养生护体技法的

同时!又身体力行地弘扬仁爱%

&指上乾坤$ 是南怀瑾大师和他神交

中留下的评价! 于艺于人皆然% 作为武

术家! 段保华胸怀大爱行艺江湖% 他授

课之前! 先向弟子或学生讲授武德! 恪

守 &爱人如己$ 的师训! 以大爱之心立

身处世%

上世纪
()

年代!段保华远赴新疆向

部队战士传授武艺! 闻听一工地民工被

砖石击中头部!伤及哑穴!成了哑巴!跑

遍很多大医院治不好%他二话不说!登门

以&一阳指$点穴法治好了这位民工% 他

行走江湖
')

多年! 也不知医治了多少

人%他不仅伸出援手帮家乡修路等!还和

弟子资助
$)))

多名贫苦孩子!其中一人

已考上大学% &以传承两仪文化为己任!

用至善大爱造福民众$!他和弟子们一直

践行着这样的信念%

他成立了&中华两仪养生馆$!一边

弘扬两仪拳!一边引导人们养生健体%他

说!养护身体要做到阴阳合德!不可违背

规律%他还创编了两仪健身操!在社会上

推广%

他出访
')

多个国家和地区切磋交

流 ! 深入研究两仪功夫与力学 ' 经络

学' 哲学' 易经' 美学的关系! 破解了

两仪点穴' 两仪养生中诸多难解之谜!

使两仪拳武术威力更加强大! 养生功能

更加突出! 实现了中国武术从单一竞技

对抗到现代养生保健的革命性变革% 他

在国内外主流媒体发表论文
"))

余篇!

其事迹多次被中央电视台' 新华社等权

威媒体报道%

他多次在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中央

警卫局'武警部队'国际养生大会及驻华

使馆讲学授课!为武警'特警等部门培养

了数千名特殊人才% 目前! 他的弟子有

'))

多人!学生遍及
'%

个国家%

在弘扬两仪拳的同时! 段保华收获

颇丰%他于
"))+

年获得联合国世界和平

基金会&人类和平文化$奖!是两仪拳河

南非物质文化遗产唯一代表性传承人!

")$$

年被世界经济测评组织授予&世界

经济十大华人年度人物$奖!被中国社会

工作协会授予&德艺双馨的掌门人$称号

等% 现在! 身为中华两仪文化研究会会

长!他近期正在筹备周口两仪拳养生馆!

计划未来在沈丘建一所两仪养生馆!在

家乡建两仪文化博物馆! 让两仪拳走进

学校!让孩子们有个好身体!让两仪文化

的根脉在家乡越扎越深! 让两仪文化在

海内外的影响越来越大%

&胸中有海天下无碍$! 这是段保华

的一句心语!让我们感受到他的心志!我

们希望段保华的追求融入永不干涸的大

海!造福更多的人们!为周口赢得更多的

骄傲与荣誉%

! 1234 "#$ 5678 %&%'

鲜菜鲜果价格降幅较大

本报讯(记者 窦娜)记者昨日从市

统计局获悉!

%

月份!我市居民消费价格

总水平
/.012

同比上涨
$3$4

!比上月下

降
#3,4

!低于全国'全省平均水平!是今

年上半年以来的最低值%

从统计数据来看!

%

月份! 八大类商

品价格呈现&六涨二降$态势!上涨幅度最

大的是其他用品和服务类价格!同比上涨

"3(4

. 其次是教育文化和娱乐类价格!同

比上涨
"3$4

.衣着类价格排名第三!同比

上涨
"3#4

.居住类价格与医疗保健类价格

#携手并进$! 与去年相比都是上涨
$3,4

.

食品烟酒类价格在
%

月份上涨最不明显!

同比上涨
$3#4

!排在上涨排行榜的最后一

位% 交通和通信类价格同比下降
#3+4

!生

活用品及服务类价格同比下降
#3$4

%

#天气晴好! 蔬果供应充足带动食

品类价格下行% $市统计局工作人员介

绍!

%

月份
.01

增速回落主要还是食品

类价格起到抑制作用% 数据显示!

%

月

份!鲜果类价格同比下降
$+3$4

!鲜菜类

价格同比下降
!"#$

!由于这两项权重食

品价格降幅较大!物价随之走低%

针对
%

月份物价运行的特点!市统

计局工作人员分析 !

.01

上涨势头减

弱!不存在明显的通胀压力!也没有跌

入通缩的迹象!整体运行基本平稳%

线索提供!黄伟 赫海峰

近日!市体育中心游泳馆工地物料穿上"防护衣#!防止扬尘$ 建筑工地粉尘%扬尘污染不仅影响市容而且污染大气!给市民

生活和身体健康带来不利影响$ 为此!市委%市政府硬起手腕治理中心城区粉尘%扬尘污染$ 通过努力!逐步实现了施工现场围

挡率%进出道路硬化率%工地物料蓬盖率%场地洒水清扫保洁率%密闭运输率%出入车辆清洗率&

%

个
$##4

#!确保我市大气环境

不断改善!空气质量不断提升$

记者 沈湛 摄

9:;<=>?

记者 马四新 窦娜

她!衣着简朴!脸上经常带着微笑!

普通人中的普通人%

普通的她却在平凡的生活和工作

中! 做出了一件件普通人都做不到的事

情%她爱岗敬业'忠于职守'无私奉献!受

到领导和同事们的一致好评. 她用心做

一名好女儿'好儿媳'好姑姑!传递着孝

老'爱亲的正能量%

她就是商水县质量技术监督局力学

室主任马连峰%

今年
,%

岁的马连峰!出身于一个普

通的农民家庭%

$++,

年嫁入婆家后!便

与丈夫一起孝敬公婆! 日子过得平淡而

幸福%然而!天有不测风云%

"#$"

年元月

的一天!母亲突然被检查出肺癌晚期!祸

不单行!

"

月!

(%

岁的婆婆被诊断出患有

脑瘤% 照顾母亲'陪护婆婆!马连峰成了

#陪护专业户$%丈夫远在新疆打工!她白

天上班!晚上陪床!年幼的小女儿只能交

由邻居代为照顾% 看似柔弱的马连峰坚

强地支撑着整个家庭%两个月下来!她瘦

了
&

公斤%

当时! 有和马连峰关系不错的朋友

劝她!#家里还有其他人! 你做那么多干

嘛/$但马连峰认为!为人子女!尽孝是应

该的!没有谁多谁少% 值得欣慰的是!当

时不到六岁的小女儿! 每当看到她拖着

疲惫的身子回到家里! 总是主动为她洗

脚'捶背%

几十个日日夜夜! 马连峰不辞辛苦

地来回奔波在两位老人的病床前% 可是

病魔无情!当年!母亲和婆婆相继离开人

世%

接连失去两位亲人! 让马连峰感受

到生命的脆弱!也更懂得亲情的可贵%之

后!她把父亲和公公先后接到自己家里%

一个人照顾两位八十多岁的老人!

马连峰付出了常人无法想象的耐心和孝

心%

"#$'

年!马连峰的公公因前列腺肥

大动了手术!在医院住了
"#

多天!每天

马连峰都要给老人擦洗下身好多次!把

老人料理得干干净净%

#儿媳妇照顾公公! 总有些不方便!

挺不好意思% 但是后来慢慢习惯了% $马

连峰说%为方便老年人咀嚼和消化!马连

峰还开专灶给老人煮清淡软烂的饭菜!

有时亲手喂老人吃饭. 老人尿床' 屙床

了!她总会及时清理和换洗%

$$

年前!马连峰的四哥 '四嫂为了

改善家里的生活状况!决定出外打工%临

走!把两个孩子托付给了马连峰%

灾难的来临总是让人猝不及防% 正

当马连峰一家的小日子过得其乐融融的

时候! 一场车祸夺走了马连峰四嫂的生

命%四嫂的离世!让四哥痛苦不已!侄子'

侄女的精神也受到了很大的打击% 眼看

着四哥一家生活难以为继! 马连峰主动

承担起抚养两个孩子的重任% 但是当时

马连峰的工资并不高! 而丈夫也刚刚下

岗%家里已经有两个正在上学的孩子了!

现在又多了两个人的开销! 困难可想而

知%

为了不让失去母亲的侄子' 侄女感

到缺少疼爱! 马连峰在两个孩子身上付

出了不少心血! 不但把他们当成自己的

孩子照顾!而且爱护有加%

#还记得小时候!有一天晚上我发高

烧! 外面还下着大雨! 当时姑父也不在

家!姑姑二话不说就带着我去看病%到了

医院!姑姑的身上湿透了!而我却没有淋

到雨%如果没有姑姑!就不可能有现在的

我++$说着!马连峰的侄子马立甫满眼

泪花%

#两个孩子学习都很努力% 现如今!

侄女在上海读研究生! 侄子已经大学毕

业% $谈起孩子们!马连峰眉眼间都是自

豪和幸福%

马连峰的工作十分辛苦! 一年下来

几乎没有节假日! 哪里需要她就要去哪

里% 在马连峰的记事本上!记者看到!上

面清楚地记着每月需要检测的各类衡

器* 三至四月份检查县里所有搅拌站的

混凝土配比秤!全县有
'#

多家.五至七

月份对夏粮收购秤进行检测. 九至十月

份为秋粮收购服务.#双节$ 前对大型超

市的衡器进行检测++

日复一日!年复一年!马连峰用自己

的实际行动谱写了一章章令人钦佩的爱

岗敬业诗篇! 奏响了一曲曲感人至深的

孝老爱亲乐章%

!

百姓百味

@AB

C%DEFGH

马四新 焦阳

高考录取工作刚刚开始! 许多家

长和学生都已经在着手准备谢师宴

了!一些酒店也纷纷&配合#推出相应

菜谱!诸如&师恩似海#&科场报捷#&金

榜题名#&鱼跃龙门#等$一时间!&谢师

宴#成为舆论焦点$

谢师宴由来已久 ! 被认为是尊

师重道的体现 ! 是家长为了感谢老

师对孩子的栽培之情应运而生的 !

乃人之常情 ! 本也无可厚非 $ 但随

着商家的热炒及社会的跟风追捧 !

场面越来越大 ! 档次越来越高 ! 谢

师宴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背离了感恩

的初衷 ! 变成了一些学生家长互相

攀比 % 斗富摆阔的平台 ! 还有少数

人将其作为敛财的机会 $ 这样的谢

师宴着实令人心忧$

笔者认为!感谢老师!不一定非得

通过谢师宴表达$ 向老师赠送一些小

礼物%小卡片!或是家长把老师请到家

里!吃个家常便饭!通过这些举动也可

以向老师表达谢意$其实!无论是哪种

答谢的形式! 重要的是让学生们真正

感受到!&谢师#就是一种温情%朴素的

感恩$

人世间!师生情是最无私%最纯洁

的!应好好珍惜!切莫庸俗化$ 谢师盛

宴!还是莫摆的好'

段保华老师应邀在清华大学
56-7

班讲授点穴养生与点穴防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