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下蛋和扯淡
程应峰

有幅漫画， 题目是： 《下蛋的和扯淡的》。 闲里品
味， 忍俊不禁。

画中画着三只站立的公鸡， 一只下蛋的母鸡， 公鸡
冠冕堂皇、 气宇轩昂， 在下蛋的母鸡面前指长道短， 评
头品足。 一曰： 一头大， 一头小， 不规范； 一曰： 没有
棱， 没有角， 无特色； 一曰： 都是白蛋， 太单调。 母鸡
蹴在窝里， 不屑之余， 不动声色做着自己的事情。

想起钱钟书老先生说过的一句话： 你喜欢吃鸡蛋，
未必要认识下蛋的那只鸡。 以王小波为例， 其作品诙谐
幽默， 妙趣横生， 广受欢迎， 让人忍俊不禁， 不由你不
为他那天才般的幽默所折服。 按理说， 笔下能有如此趣
味之人， 实在应该是每个毛孔都哗哗往外淌着幽默感的
家伙， 可据说现实生活中的王先生却枯燥得可以。

生活中 ， “下蛋的不会扯淡 ， 不会下蛋的却能扯
淡” 的现象比比皆是。 法兰克福在 《论扯淡》 中说， 我
们的文化里， 最突出的特征之一就是： “有太多的人在
‘扯淡 ’”。 有一种扯淡不是指长道短 ， 而是曲意逢迎 ，
看似满腔热情为人摇旗， 实则在竭尽全力给自己脸上贴
金。

扯淡无处不在， 扯淡本身虽不是说谎， 却是真理最
大的敌人 。 说谎的人知道何者为真 ， 只是讲了假话而
已。 而扯淡的人不关心何者为真， 何者为假， 只在乎自
身利益。 这种不论是非曲直的人生态度， 是扯淡的本质
所在。

文坛扯淡 ， 叶延滨先生曾说过 ： “有一种文坛人
物 ， 生来就是另类英雄 ， 偏门先锋 ， 虽然说没什么作
品， 但一出手就极具文坛效应。 指点文坛， 激扬文字，
看似炒作别人， 实则醉翁之意， 炒作自己而已。” 事实
上， 炒作有炒作的妙处， 无厘头的事情重复一百遍， 也
成真理。 擅长炒作的人， 深谙这个颠扑不破的道理。 有
没有作品不重要， 重要的是， 具不具备善于扯淡、 长于
作秀的功夫， 一旦具备了扯淡和作秀的功夫， 就像从零
开始打造网络媒体一样 ， 将 “微博 ” 打造成 “硕博 ”，
将寂寞的 “微信” 打造成喧哗的 “公众号” 也许是迟早
的事。

领
到
丰
收
的

命
令

石
泽
丰

玉
米
、
大
豆
、
稻
谷
…
…

这
些
农
家
兄
弟

从
我
娘
的
怀
里

领
到
丰
收
的
命
令

推
动
深
秋
的
车
轮
滚
滚

十
月
。
面
朝
祖
国
的
河
山

怀
中
红
彤
彤
的
柿
子

坦
露
自
己
的
美

石
榴
倒
挂
金
钩
，
在
枝
头

欲
吐
满
腹
经
纶

其
实
，
脱
掉
所
有
的
虚
华

剩
下
的
是
无
需
叶
遮
的
硕
果

是
人
间
传
遍
万
里
的
真
情

我
在
一
轮
月
亮
下
面

也
领
到
丰
收
的
命
令

周刊湘韵 责任编辑 杨丹 版式编辑 周鑫 投稿邮箱： yd9333@sina.com� 2018年10月12日 星期五
16

肖鲁仁

在我小的时候， 人们话语体系中流行一个
“破”字，比如，我母亲就曾给我起了一个外号叫
“破日所生”。 因为我平时总在家里搞些小破坏：
浇灭一炉火，摔烂一只碗，丢了一双鞋，时不时
还把身上衣裤弄破……每当这时候母亲总是大
发雷霆，连骂带揍。 而我奶奶则完全是另外一种
态度：“芝先生（母亲是小学教师，名字中有一个
芝字），你莫骂他，莫打他，毛坨（我的乳名）乖
哟！ ”然后牵着我的手，把我带回了爷爷、奶奶的
住处。

奶奶家离学校只有一里路的样子， 却完全
是农家的景象：低矮、拥挤的房屋，屋里老旧、松
动的家具，堂屋前搭的杂屋里养着一头牛，满地
跑着叽叽喳喳的鸡鸭， 到处有一股农家特有的
腐臭味。 奶奶可能知道我有爱动、爱留痕迹的喜
好， 一回家就干脆给了我一把栽秧苗用的小锄
头。 我拿着小锄头高兴极了，这里敲敲，那里挖
挖，搞得家里到处都是痕迹。 有一次，我在奶奶
的卧室中间挖了好几个洞， 她进来后一点也不
生气， 而是说：“哟哟哟， 我的乖孙怎么这么能
干，挖出的小洞像花朵一样好看。 ”我就是把大
瓷碗摔在地上，搞得一地碎瓷片，她也是急匆匆
把我先抱起来，摸摸手，摸摸头，然后用嘴吹吹
手和头，好像自言自语：“没破就好，没破就好，
乖孙涨力气啦， 别把爷爷奶奶的碗摔破了好不
好？ ”

童年就像门前池塘里花草的掠影， 说着说
着就不见了。 我读书以后，就渐渐知道爷爷奶奶
生活的不易。 尽管爷爷奶奶有7个子女，但除了
我父亲在乡镇中学教书以外， 其余子女全部在
农村。 在那种年代叔伯姑姑们连自己糊口都不
易，当然也没有多少余力供养爷爷奶奶。 后来经
过协商，形成了责任和义务的分配：农村子女负
责爷爷奶奶的口粮， 其余所有生活开支由我父

母承担。 那时家里煮了好菜，父母往往用半大的
搪瓷碗盛出一碗，然后用平底碗盖上，再用网兜
兜住，要我趁热送到爷爷奶奶家去。 通常我也就
和爷爷奶奶一起“分享”这碗好菜，奶奶总往我
碗里夹菜。 我肯定比在家吃得更多，因为家里剩
下的那一半， 除了父母， 还有哥哥和妹妹要吃
呢。

有一次， 在大约连续一个月的饭菜中没见
到肉以后， 父亲不知从哪里突然搞到一斤五花
肉，那天下午肉下锅以后，我就没离开过厨房，
空气中总是飘着甜甜的、诱人的香味。 煮熟装碗
的时候我对母亲说：“我已忘记了肉的味道。 ”母
亲一边骂“你这个好吃鬼”，一边用勺捥了一小
块肉放到我嘴里。 那一下我整个人都酥了，恨不
得把舌头都吞下去。 就是这块肉引发我无穷的
欲望， 使我没能抵挡住路上的偷吃。 后来我知
道，欲望的释放，关键是要管好第一步，第一步
没管好，后面往往变得一发不可收拾。 我偷吃第
一块肉以后，迈开不到三步就想吃第二块肉，吃
了第二块，马上又想吃第三块。 结果路没走完一
半，碗里的肉已经吃得差不多了。 后来，我干脆
坐在路边的竹林里把肉吃了个精光， 汤也全部
喝掉。

奶奶家是肯定不能去了，马上回家也不行。
这时我心里三分懊恼，七分后悔。 在纠结与煎熬
中迷迷糊糊睡过去了。 也不知睡了多久，醒来时
反正是在奶奶温暖的背上，周围黑魆魆的，已经
是晚上啦。 奶奶把我轻轻放到家里的床铺上，然
后走到客厅的大房间里和我母亲说话：“芝先
生， 不要每次有点好吃的东西都送给他爷爷和
我嘛，你们自己也要留一点呐。 ”在和母亲的一
番对答后，奶奶又说：“还是营养不良，要不也不
会在山上说睡就睡着了。 我这里有个五分钱的
银角子，你明天让他去买个糖吃。 ”

听到这里，我躲在被窝里哭了，后悔自己把
肉全部吃掉，没有留一点给爷爷和奶奶。

奶奶是民国初年以童养媳的身份嫁给我爷
爷的。 奶奶嫁过来以后，桑麻浆洗，一日三餐，侍
奉公婆，哺育幼小，深得一家老少的敬重。 听叔
伯姑姑们说，奶奶养育7个子女，个个照顾得无
微不至，用他们的话讲就是“个个都看得重”。 她
从不对子女们使脸色，重话都不说，更不用说动
手去打他们了。 但子女们个个敬重她， 听她的
话。 她和爷爷更是琴瑟和谐的一对。 族亲们说，
奶奶一辈子待人和和气气。

我叔叔曾亲口告诉我这样一桩事： 他小时
候，奶奶带他到家里的菜园去摘豆角，两人摘着
摘着，突然发现菜园那头也有人在摘豆角。“肯
定是小偷。 ”我叔叔说，“我正要大喊，你奶奶使
劲把我扯到胸前， 捂着我的嘴小声说：‘菜园那
头是很高的石坎，你一喊，说不定那人就从坎上
跳下去，摔伤了怎么办？ ’我说：‘你说怎么办？就
让他偷吗？ ’你奶奶说：‘他只有一个人摘，我们
有两个人摘，肯定我们摘得更多些。 你别看他，
快摘豆角就是。 ’就这样，我们摘完豆角回家，至
今也不知道小偷是谁。 ”

我小学快毕业时，爷爷去世了。 奶奶一下子
老了许多。 父母担心奶奶一个人孤独，要我陪奶
奶一起生活。 那时我已没有了“搞破坏”的行为
偏好，但天天缠着要奶奶给我讲故事。 什么田螺
姑娘、黄香暖席、卧冰求鲤就是那时从奶奶那里
听来的。 最有印象的是一个母子分离后重聚的
故事，奶奶说，人家告诉当儿子的，母亲和他相
隔十万八千里， 儿子回答：“莫说只有十万八千
里，十个十万八千也要行（寻）。 ”奶奶用连哼带
唱的拖声讲这两句话， 几近失明的双目显得空
洞而邈远， 就像安徒生童话中卖火柴的小姑娘
那双满是憧憬与向往的眼睛。

奶奶是猝然去世的， 应该也没有遭受痛苦
的煎熬，只是那时我不在奶奶身边，没有给她以
最后的安慰。

后来每次回故乡， 家乡的亲人会指着一片
遥远的山岗说，爷爷奶奶都埋在那里。 只在此山
中，云深不知处。“奶奶，不要紧，我会去看你
的。 ”我心中又不禁想起奶奶曾经给我讲过的故
事：“莫说只有十万八千里， 十个十万八千也要
行”。

浮山
紫茉莉

乔玉山

国庆长假， 几位朋友相邀太浮山旅
游， 太浮山拥有丰富的生物资源， 绚丽
多姿的风光， 文化非常深厚。

山上岩峰峻峭， 层峦叠翠， 谷幽崖
险， 常年白云缭绕， 流岚腾腾。 特别山
中奇花异草， 银杏、 刺楸、 杜仲、 香樟、
楠木、 紫檀、 皂荚、 红椿、 三尖杉、 黄
檗等珍贵植物遍布全山， 映山红、 土荆
花、 樱花、 紫茉莉、 茶花、 野菊花等花
草遍野皆是， 花香扑鼻， 使人感到心旷
神怡。 到了秋月晚上， 天空的云朵挂着
余晖， 橘红的柔光趁着一丝丝的秋凉，
十分惬意。 特别是小径旁的紫茉莉花迎
着夕阳的余晖， 慢慢舒展的身姿、 微微
抬起头颅， 红的、 紫的、 黄的、 白的、
各显骄艳， 致使游人陶醉在花香之中。

夜宿农家， 一碗麻辣仔鸡、 几碗农
家菜、 一壶米酒吃得津津有味。 酒醉饭
饱之后， 几位文人墨客、 医学专家， 你
一言我一语慢慢谈起紫茉莉花的由来及
历史医学文化。

紫茉莉原产于热带美洲， 自明朝熹
宗年间传入中原， 现在我国大部分省区
都有栽种或野生。 紫茉莉为一年生或多
年生草本， 花色多样， 紫红色、 红色、
粉色、 黄色、 白色等皆有， 又别名草茉
莉、 胭脂花、 烧汤花、 晚饭花、 地雷花。
其实紫茉莉和茉莉是没有什么关联的，
但由于花蕾似茉莉， 且花色大多为紫红
的， 因此得名紫茉莉。 因为紫茉莉在傍
晚时分开花， 就是吃晚饭的时间， 得名

“晚饭花”。 在湖南部分地区， 此花被称
为“烧汤花”， 因为方言中称“做晚饭”
为“烧汤”， 人们晚饭后见面不是问吃饭

了没， 而是问喝汤没。 而叫做“地雷花”
则是因为成熟的种子表面色黑， 表皮褶
皱， 极似缩小版的地雷。

还有部分方言称紫茉莉为“粉豆”，
来源是因为它的功用。 其实， 紫茉莉历
来就被当作化妆品来用的， 明末至清初，
皇宫里收集紫茉莉成熟的种子， 去掉种
皮， 将里面的白色的粉质物研细， 称为

“珍珠粉”。 在 《红楼梦》 中也有关于紫
茉莉的记载， 第四十四回 《变生不测凤
姐泼醋 喜出望外平儿理妆》 里， 对此
有详细的描述： “宝玉忙将一个宣窑瓷
盒揭开道： 这不是铅粉， 这是紫茉莉花
种研碎了， 兑上香料制的。 平儿倒在掌
上看时， 果见轻白红香， 四样俱美， 摊
在面上也容易匀净， 且能润泽肌肤， 不
似别的粉青重涩滞。” 看来当时的人们已
经认识到铅粉对人体有伤害， 转而用纯
天然的紫茉莉粉来化妆。

紫茉莉的根及全草可入药， 《本草
纲目拾遗》 中记载： “西人有食之者，
去其外皮， 盐渍以佐馔， 云能去风活血，
无浊淋等症。 然其一性一秉纯一阴一，
柔中带利， 久食恐骨软， 一阳一虚人尤
忌之。 一性一恶铁， 凡取用忌铁器。 根
治乳痈白浊。 花可浸酒。 子名土山奈，
取其粉， 可去面上痣粉刺。” 功效为“利
尿， 泻热， 活血散瘀， 用于治疗淋浊，
带下， 肺痨吐血， 乳痈， 白浊， 利小便，
消水肿”。

花开的时候， 爱美的女子还喜欢将
花冠一粒花朵与叶茎轻轻分离， 把它做
成耳环戴在身上， 或是摘来大把花朵，
将其花瓣揉碎涂在指甲上， 既美又香。

浮山美景多， 最难忘紫茉莉。

沙金

女儿大了后， 已不是小时候那个什么话都跟我们讲的女
孩了， 无论是好事或是坏事， 都能做到一声不吭， 这让我们
做父母的感到纳闷了。

4年前， 女儿考入本地一所985大学读书。 虽说是在同
城， 但女儿有时一个月都难得回家， 问她怎不回来， 说很
忙。 我不信她真有这么忙， 肯定是不想回来。

也许是想了解女儿所在学校的动态和学习环境， 有一
次， 我打开了女儿学校的网页， 实际上也是期冀通过网上能
发现女儿的一些踪影， 比如， 在学校的某个活动中见到了女
儿的名字或身影， 那一定会给我意外和惊喜。 后来竟形成了
一个习惯， 每天上班打开电脑， 必先浏览一下其学校的网
站。

在网上觅女的这种机会显然可遇不可求。 在女儿读书的
4年中， 仅有两次这样的意外之遇。 一次是女儿她们团队参
加2016年全国大学生工业设计竞赛， 获得本地赛区一等奖的
报道。 另一次是今年毕业前夕学校召开表彰大会， 女儿作为
年度“十大设计之星”， 在学校报道的合影中见到了她的身
影。

按说， 有这样的好事和喜事， 女儿应该跟我们说， 让我
们分享她的喜悦。 可是没有， 她连自己的微信朋友圈都没发
过。 在如今微信风行的年代， 发朋友圈晒各种心情可谓有些
泛滥， 而女儿内心的淡定， 让我都不得不佩服。

大学生活眨眼而过， 女儿毕业了。 我们帮她从学校取行
李回家时， 在整理其物品中发现了更多的惊喜， 大学4年女
儿过得很充实， 很有成绩， 让我们为之自豪。 同时， 我也相
信了她之前所说的各种忙。

大学4年中， 女儿专业成绩排年级第二， 每个学年都获
得了奖学金， 其中两次获得国家奖学金。 读书期间进行了多
项产品设计， 并参与一些大企业的合作研发项目， 产品运用
于工厂的生产之中。 她的毕业设计作品 《尺度》 被学校评为
二等奖， 有两幅艺术作品被学校收藏； 与校友合作撰写的学
术文章被美国某知名学术刊物看中， 邀请她们7月赴美进行
学术交流， 等等。

这些女儿之前都没跟我们讲过。 女儿的低调， 说起来都
让我们唏嘘不已。 去年她参加清华大学2018研究生推免复试
通过后， 同学们要她请客吃饭， 她才跟妈妈说起这事， 说身
上没钱了。 一直以来， 一些大学生在学校虚度时光的负面消
息也曾让我们不安， 然女儿以实际行动向我们消除了这份担
忧。

我一直很羡慕那些父母和孩子能成为朋友的人， 彼此无
话不谈， 其乐融融。 显然， 我们和女儿没有达到这种境界，
我们之间存在某些代沟。 或许， 我和她妈从小对女儿过于严
厉的管教， 导致女儿与我们有隔阂， 不愿与我们分享她的快
乐或痛苦。 想到这里， 心里不免有些戚戚焉。

现在， 女儿已在清华读研。 和从前一样， 我照例收藏了
她所在学校的网站。 只要上电脑， 我都会打开学校网站浏
览。 每一次打开网页， 都感觉与女儿近了一步， 无论网上会
不会发现她的踪影， 我都会默默地关注。

因为， 这是一个父亲对女儿的牵挂。

素读论
谭良田

岐黄有书， 名曰 《素问》， 素者， 本也。 所问务本， 所
答语本， 问答之间， 医道立矣。 岐黄之术， 旨在安身； 读
书明理， 志在安心。 探本立道， 可以心而不如身者乎？

古人读书， 尤重朗读， 朗读成诵， 文义不待解而相互
发明， 而心自得之， 是名素读。 素读者， 能养本智， 亶立
根基； 无素读， 卒难契境， 终究肤泛。

昔仲尼读 《书》， 皆用雅言； 荀卿 《劝学》， 始乎诵经。
或圣或贤， 莫不持素读以自课， 告朗诵而课徒， 所以务本
也。 “白圭” 之诗， 南容三复； 《雄雉》 之章， 子路终生。
宣父听诵而观其志， 随机施教； 弟子缘音而察于圣， 应化
进学； 此务本而有得也。

王韶绝粮， 目耕不辍； 贾逵博学， 功在舌耕。 素读之
方， 可得而说： 眼口及心， 要当一处。 眼观字形， 口诵字
音， 心惟字义； 观形则点画分明， 诵音须字正腔圆， 惟义
要不求甚解。 观形则存乎心， 诵音则入于耳； 心耳通达，
形音互摄， 功积力久， 义自明矣。 故曰： “读书百遍， 其
义自见。” 此之谓也。

声气所发， 率由丹田。 丹田者， 腹脐之下方寸处也。
气入则腹鼓， 气呼则腹伏， 一鼓一伏， 其犹槖籥乎？ 槖籥
开张， 气经喉咽， 而诵音出矣。 夫如是， 诵愈久而神愈旺，
神愈旺而体自康， 则养生之道与存焉。 反是， 声凭喉吼，
气由胸发， 莫不口干而舌燥， 喉燚而头昏， 其于伤生也大
矣！

素读之可以养生， 窃尝闻之： 语速均匀养心， 音色柔
美养肝， 字正腔圆养肾， 音量适中养肺， 吐辞联贯养脾。
经籍一诵而五藏得养， 其故何哉？ 夫充盈天地， 莫非三事，
一曰物质， 二曰能量， 三曰信息； 而转化之机， 达于三者。
三者皆又， 各分阴阳， 以今言之， 名为正负。 是故恶语寒
心， 爱语暖心； 语分爱恶， 皆是信息； 心感寒暖， 俱为能
量。 又如炊爨， 松木之爨何如煤气之炊？ 松木煤气， 同属
物质， 转为能量， 熟饪则一， 而滋味有别， 所以别者， 在
其信息。 正而转正， 负而化负， 千绪万端， 其仪不忒。 夫
经籍文字， 无非信息， 真善美慧， 无不具足， 因其素读，
化为能量， 运行周身， 其养大矣！

素读所始， 当自何书？ 徵之圣贤， 可得而论。 孔子曰：
“不学诗， 无以言； 不学礼， 无以立。” 荀卿云： “始乎诵
经， 终乎学礼。” 圣贤所论， 宪章祖述， 其理有不可易者
焉。 然时人根器， 难胜古奥， 径自诵经， 其门难入。 是以
权立初阶， 先作接引， 盖闻“蒙书者， 经书之预科也”， 则
接引之磴， 文在斯乎？ 故知素读所始， 当自蒙书。

素者， 白也。 是以书付素读， 当用白文； 白文者， 未
注之本文也。 经籍本文， 是名文言； 文言本无今古， 学习
自有浅深。 譬夫今人之诵《周易》，或用国语，或用方言；国语
方言，皆非殷周之旧；书中文字，尽是楷书，亦非甲骨吉金。若
以文言为古语，心生畏葸，是不能即浅入深，而学习之乐，终
不可得。 文之与言，皆非古旧，然今之人，以为古旧，所以然
者，惟在词汇。词汇因时而变，逐物而生；因时则成古今，逐物
遂有新旧。 然则古今新旧，绝非判然暌隔，察其损益之踪，信
然有象可徵。夫造字之初，取象为先，近取诸身，远取诸物，抟
彼意象，遂成文字。 文言词汇，多为单字，循其字象而察本义
引申，乃知所指万殊，终不离象。 字象既明，则义无今古； 于
是词汇之暌隔， 豁然贯通矣。 欲明字象， 当用正体。 素读
白文， 尤当用之。

素读之道，其不传也久矣，今不揣智短，不避学薄，猥陈
鄙见，冀挽衰颓。 然散论不足观，如其高义，请俟君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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