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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贵的“抄袭”

■

湖北省武穴市实验高中 方军勇

李老师抱着作文本进了教室。

他既欣慰又愤怒。这次作文题目是“我

家的故事”。不少学生写出了饱含真情而又

妙趣横生的作文。但是，也有几个学生抄袭

杂志上的文章，而且是不动脑筋地抄袭。

李老师叫起一个男生，问他奶奶多少

岁。 男生笑着低下了头。 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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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却在作文

中称自己的奶奶

92

岁。 李老师又叫起另一

个男生，问同样的问题……

学生们哄堂一笑，齐声说：“抄的！ ”

两人不仅抄袭， 而且抄得一模一样。

李老师要求两人重写， 写自己家真实的

故事。

这次作文， 他给了几个学生罕见的

高分。 而最让他满意的是一篇题为 《我

的偷袭故事》 的作文， 文章写得朴素动

人。 他几乎给满分了。

李老师开始给学生朗读优秀作文，很

快读到了锦康写的《我的偷袭故事》———

一次放月假， 我心生一计 ， 想给奶

奶一个偷袭 ， 让她有一个意外的惊喜 。

于是， 我坐车飞往家中。 那是怎样的家

哟， 屋里零乱不堪， 阴暗潮湿。 晚上五

点不到， 奶奶就上了床， 一摸奶奶的头，

滚烫滚烫。 我给奶奶倒开水， 却发现开

水瓶中的水已是冰凉的。 掀开锅， 几天前

的冷饭尚在。 我问奶奶， 几天没有沾荤

了？ 奶奶说， 我一个老婆子吃这么好干

吗！ 就快要入土了。 第二天， 我领着奶奶

到卫生所看了病， 又买了两斤猪肉。 我下

厨为奶奶做了几道菜， 奶奶一口气吃了两

大碗， 脸上有了一丝血色……

这是典型的留守男孩与奶奶相依相靠的

生活。 偶然一次 “偷袭” 让奶奶露出了马

脚。 因为以前回家， 家里总是窗明几净， 饭

菜丰盛。 于是从那以后， 锦康喜欢上了偷

袭。 放假， 他常常不打电话直接回家， 或是

故意把放假时间说得提前些， 到了那一天，

又打电话道歉， 说把放假时间搞错了。 奶奶

不得已， 只能把准备招待孙儿的好菜吃了。

李老师读完， 课堂静默无声， 几个女生

眼圈发红。 李老师也几近哽咽， 这个奶奶几

乎是所有长辈的写照。

但是， 有两个学生似乎发现了新大陆，

他们颇为兴奋地从抽屉中翻出一叠报纸， 又

招呼同桌一起翻看， 然后笑着看看李老师，

那眼神分明是说这篇文章也是抄的。

李老师接过学生的报纸， 一看， 果然和

一篇文章的情节非常相似———用突然袭击的

办法来改善父母生活。

李老师难以置信。 因为这个叫锦康的男

孩， 刻苦认真， 朴素善良， 从没有过抄袭的

行为。

这时， 学生们开始小声议论， 似乎在否

定老师的眼光。

李老师让锦康解释。 锦康承认看过这篇

文章。他说自己从中得到启发，用偷袭的方法

一试，果然发现了奶奶的秘密，于是按照作者

的办法去做。 他说自己写的是真实的事。

学生们仍在议论， 不依不饶地说：“难道

这不是抄袭？ ”

“‘抄’得好！”李老师突然大声说道。学生

们愣了。“这是‘抄袭’美德，‘抄袭’ 孝顺的艺

术。 这样的 ‘抄袭’， 难能可贵。 你们都应

该向锦康学习， 也来一次偷袭！”

教室里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夜访岳麓山

■

湖南怀化学院中文系 张建安

晚餐过后 ， 学生驾小车 载我 等四

人， 穿过繁华的解放路、 五一路， 直奔

湘江风光带而去。 游完湘江风光， 已是

夜幕降临。 此时， 夜幕下的长沙魅力四

射。

长沙别称星城 ， “长沙 ” 之称始见

于西周时代。 作为国务院公布的首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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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

历史文化名城之一， 长沙自古以来钟灵

毓秀 ， 人文荟萃 ， 素有 “潇湘洙泗 ” 、

“荆楚邹鲁” 之称。

怀着虔诚的情怀 ， 我们一行兴致勃

勃地越过湘江大桥， 转道荣湾镇， 来到

岳麓山脚下。

站在岳麓山上 ， 朝西边俯瞰 。 近处

是省委党校、 财院等学府， 远处是环城

公路。 环城的灯光闪烁， 形成弧光流线，

曲折而美丽， 淡色夜霭中所显示的苍茫

意境 ， 让人恍惚 ， 简直不知 “今夕何

夕”。 朝东边望去， 越过湘江， 夜幕下的

城市灯火辉煌， 五彩缤纷的霓虹灯光汇

成一条条浩瀚的星河。

长沙的文化非常出名 ， 无论过去 ，

还是现在。 岳麓山脚下就是湖大、 师大

等著名学府， 特别是岳麓书院， 它沧桑

千年， 至今依然弦歌不绝。

我静静地遥望着那历经千年的庭院。

早年， 我父亲在这里求学过， 他曾自豪

地告诉我， 这是中国四大书院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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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前， 我也曾造访过岳麓书院。 那时，

感觉最抢眼的还是书院门前那一副尽显

千年傲气的对联 “惟楚有材 ， 于斯为

盛 ”， 显示出这里曾经有过的热闹与繁

盛， 学识与才情。 我曾一个人悄悄地行

走在层层而上的书院回廊， 听淅淅沥沥

的雨声 ， 猜想在那无数过往的年代里 ，

有无数尽其一生执著的文人于此传承着

人类的文明、 探求人生的智慧、 检讨自

己的良知， 我为此感动不已， 觉得那雨

声仿佛洞穿了历史。

书院很朴拙， 颇能看出几分昔日的

影子。 印象中那一棵棵大树是令人难以

忘怀的， 且不说它们下面的小牌子上动

辄标示着 “宋”、 “明” 朝代的年龄， 那

浓阴遮天的树身就很让人生畏， 给人一

种博大精深的震撼。

此时此刻， 我想象着那些居住于这

大学校园的文化人， 真可谓身心宁静。 那苍

老的古树和青青翠竹见证着历史。 那树影摇

曳中， 不知是古代学子身影的定格， 还是现

代学子灵性的光华闪现？ 抑或是大道自然，

殊途同归？ 可以肯定的是， 人世间喧闹浮华

的心灵， 在古圣先贤与现代文明殿堂中无疑

能得到彻底的净化， 那份安逸与平静， 唯有

身临其境， 方可真正体会到什么是灵台清

净、 天人合一。

再朝前边走去， 就是鸟语林。 夜幕下的

鸟语林， 其实是看不出什么名堂的。 我们依

稀只能看见几只羽毛欠丰的孔雀在漫不经心

地打盹， 表现出很不耐烦的样子。

不知不觉， 在前方树林中隐约可见红色

的围墙。 学生言， 那就是云麓宫。 顺着围墙

转至山门处， 我们参观了被道教称为 “第二

十三洞真虚福地” 的云麓宫。 管理员送来几

壶好茶， 我们一人搬一把藤椅， 摆到外边大

坪里， 借那天上淡薄的星光， 品味飘香的茶

韵， 海阔天空地闲聊。

在这仿佛诗人兴会的时刻， 我突然想起

了两句不知谁写的诗句： “空山寂静新雨

后， 老树阴浓残月升。” 确实， 这大自然原

初的意境是多么生动可人啊。

茶毕 ， 我们一行拐过几道弯 ， 麓山寺

赫然显现在眼前， 寺庙隐在黑压压的青山

里， 模糊中我想象那应该是红墙碧瓦 、 雕

梁画栋， 四周的树木郁郁葱葱， 仿佛拥寺

入怀。 学生说 ， 麓山寺距今已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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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

的历史， 是佛教入湘最早的遗迹 ， 唐代时

盛极一时， 寺院规模宏大， 气势磅礴 。 后

来几经战火 ， 又几经重修 ， 规模大不如

前。

倒是同为民国巨人的黄兴与蔡锷的坟

墓， 让我辈生出无限的感慨来———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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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

岁登上中国的政治历史舞台， 在那风火狂

阔、 天崩地裂的年代成为英雄、 成为烈士。

虽然他们生前并未直接携手战斗， 只是遥相

呼应， 死后却能同眠故乡， 一起国葬于巍巍

岳麓山， 真正是惊天地、 泣鬼神。

见到此情此景， 我竟也跟着这群年轻人

热血沸腾起来。 仿佛是 “一马奔腾， 射雕引

弓， 天地都在我心中！”

我想， 这夜幕下的湖湘大地， 肯定还有

一种蓬勃的文化基因在延续。

月亮皎洁无瑕， 嫦娥清纯美丽， 白兔可爱玲珑， 我猜想， 月亮中有嫦娥和白兔的神话， 或许就是三者因纯洁

的同质而产生的绝妙联系吧！ 因为有了这个美丽的神话， 诗人的笔对于月亮中的可爱精灵便不再吝啬了

文学笔记

人世间喧闹浮华的心灵， 在古圣先贤与现代文明殿堂中无疑能得到彻底的净化， 那份安逸

与平静， 唯有身临其境， 方可真正体会到什么是灵台清净、 天人合一

精神地理

“南边飞来一群鹅，见到清水乐呵呵，纷纷离开主人手，扑通扑通跳

下河。 ”还没等把谜面说完，我们就会争先恐后地答：“是‘扁食’”

灯下笔谈

“有一碗米给人家吃，自己饿肚子，这叫帮人；一锅米你吃不了，

给人家盛一碗，那叫人家帮你。 ”这话说得深刻透辟，入木三分

智慧人生

兔

奔跑在古诗词长河中

■

黑龙江大学伊春分校中文系 王波

年值辛卯 ， 时维岁初 ， 金虎辞岁 ，

玉兔迎春 ， 正所谓 “虎振雄风留浩气 ，

兔迎盛世启新程。” 不知不觉中， 兔年带

着喜悦和温馨蹦蹦跳跳地来了 。 于是 ，

关于 “兔 ” 的话题也渐渐地多了起来 ，

一 谈 到 “兔 ” ， 我 们 便 不 得 不 承 认 ，

“兔” 是中国文化中最可爱的宠儿之一，

也顺理成章地成了中国古代诗人笔下的

宠儿。

在中国的生肖文化中 ， 中国人从数

以万计的动物中仅仅选取了十二种动物

作为人的生肖， 其中便有兔， 且排名第

四。 生肖所以取数 “十二”， 据 《周礼·

春官·冯相氏》 记载， 是因为： “掌十有

二岁， 十有二月， 十有二辰……辨其叙

事， 以会天位。” 时间的分割是以十二累

进的， 一纪十二年， 一年十二个月， 一

日十二时辰。 另外， 古人观天象发现月

亮盈亏周期可以用来衡量岁的长短， 发

现十二次月圆正好为一岁 。 这一发现 ，

是初期历法最精确的成果之一， “十二”

便视为 传达天意的 “天 之 大 数 ” 了 。

“兔” 之所以能排名第四， 属 “卯” 时，

根据清代刘献 《广阳杂记》 中所引的李

长卿的 《松霞馆赘言 》 记载 ， 是因为 ：

“卯者， 日出之候。 日本离体， 而中含太

阴玉兔之精， 故卯属兔”。 卯时， 也就是

五时到七时， 这时太阳尚未升起， 月亮

还挂在天上， 此时玉兔捣药正忙， 人间

的兔子也开始出来觅食， 所以 “兔” 属

“卯” 时。

“兔” 之所以能成为十二生肖之一 ，

不得不说说那个关于白兔捣药的神话 ，

正是这个神话建立了 “兔” 和月亮难以

割舍的联系。 月亮上有白兔的传说由来

已久 。 早在屈原的 《楚辞·天问 》 中就

有这样的句子 ： “夜光何德 ， 死则又

育 ？ 厥利维何 ， 而顾菟 （与兔通 ） 在

腹 ？” 王逸注为 ： “夜光 ， 月也 ， 言月

中有兔， 何所贪利， 居月之腹， 而顾望

乎 ？” 在此 ， 屈原从获利方面对白兔捣

药提出了质疑， 足见该传说的久远。 李

白在 《古朗月行》 中也对白兔捣药的目

的提出了质疑 ， 他说 ： “白兔捣药成 ，

问言与谁餐 ？ ” 关于白兔为什么捣药 ，

或许永远找不到有理有据的解释了， 倒

是晋人傅玄在 《拟天问 》 中的那一句

“月中何有 ， 白兔捣药 ， 兴福降祉 ” 或

可成为一说。

月亮中有嫦娥， 还有白兔捣药 ， 这

是一个多么美丽的神话啊！ 究竟是谁第

一次将月亮、 嫦娥、 白兔这三者组合在

一起已经无从考证了 。 月亮皎洁无瑕 ，

嫦娥清纯美丽， 白兔可爱玲珑， 我猜想，

月亮中有嫦娥和白兔的神话， 或许就是

三者因纯洁的同质而产生的绝妙联系吧！

因为有了这个美丽的神话 ， 诗人的

笔对于月亮中的可爱精灵便不再吝啬了，

“兔” 成了中国古典诗词中的常客， 也理

所当然地成了月亮的代称。 被誉为 “五

言之冠冕” 的 《古诗十九首》 中有 “三

五明月满， 四五蟾兔缺” 的句子， 这是写女

子思夫， 夜夜望月， 十五月圆， 丈夫未归，

二十月缺， 丈夫仍是未归， 如此往复， 月复

一月， 年复一年， 思念绵绵无绝期。 诗圣杜

甫在 《八月十五夜月》 中有 “此时瞻白兔，

直欲数秋毫” 的句子， 这其实是说 “月到中

秋分外明”， 月中的白兔看起来特别清楚，

好像能数出它身上的毛。

作为月亮代称的 “兔”， 在诗词中是难

以计数的。 如卢照邻 《江中望月》： “沉钩

摇兔影， 浮桂动丹芳”； 李绅 《奉酬乐天立

秋夕有怀见寄》： “冰兔半升魄， 铜壶微滴

长”； 贾岛 《赠智朗禅师》： “上人分明见，

玉兔潭底没”； 元稹 《梦上天》： “西瞻若水

兔轮低， 东望蟠桃海波黑”； 李贺 《李凭箜

篌引》： “吴质不眠倚桂树， 露角斜飞湿寒

兔”； 卢仝 《月蚀》： “朱弦初罢弹， 金兔正

奇绝”； 李商隐 《月夕》： “兔寒蟾冷桂花

白， 此夜姮娥应断肠”； 辛弃疾 《满江红·中

秋 》： “著意登楼瞻玉兔 ， 何人张幕遮银

阙”， 等等。

唐宋诗词和元杂剧中多以 “兔走乌飞”

来感慨光阴似箭， 兔即玉兔， 代指月亮； 乌

即金乌， 代指太阳。 比如， 唐代诗人庄南杰

《伤歌行》 中有 “兔走乌飞不相见， 人事依

稀速如电”， 用来感慨光阴迅速流逝， 人事

全非； 又如， 晚唐韦庄 《秋日早行 》 中的

“行人自是心如火， 兔走乌飞不觉长”， 用的

也是此意。

在中国古典诗词中， 除了作为月亮代称

而出现的 “兔” 以外， “兔” 以自身的形象

在诗词中出现的次数也很多。 《诗经》 中就

多次出现了 “兔” 的身影， 《小雅·瓠叶》

中有 “有兔斯首， 炮之燔之”、 “有兔斯首，

燔之炙之” 的烹兔之法； 《小雅·巧言》 中

有 “跃跃毚兔， 遇犬获之”， 这是将进谗的

小人比作兔子， 说他们不管如何猖獗， 也终

将 “遇犬获之”； 《周南·兔罝》 中有 “肃肃

兔罝， 椓之丁丁”， 描写的是在林间路口敲

桩布网待兔的情形。

此后， “兔” 的身影便不绝于诗。 汉乐

府 《十五从军征》 中 “兔从狗窦入， 雉从梁

上飞”， 写的是荒凉凄楚之景。 南北朝时期

的民歌 《木兰诗》 中 “雄兔脚扑朔， 雌兔眼

迷离 ； 双兔傍地走 ， 安能辨我是雄雌 ”，

则是对锦心绣口、 代父从军的花木兰的才能

和智慧的赞誉。 诗仙李白在 《草书歌行》 中

赞颂书法大家怀素的草书独步天下 ， 他说

“墨池飞出北溟鱼， 笔锋杀尽中山兔”， 极言

怀素的草书笔锋凌厉， 足可杀尽山中的兔

子。 七绝圣手王昌龄 《观猎》 中的那句 “少

年猎得平原兔， 马后横捎意气归”， 将少年

猎兔归来志得意满的神情写得活灵活现。

诗词以外， 其他文学样式中也不乏兔的

身影。 散文中， 《战国策》 中有 “见兔而顾

犬， 未为晚也； 亡羊而补牢， 未为迟也。”

庄子散文里有 “筌者所以在鱼， 得鱼而忘

筌； 蹄者所以在兔， 得兔而忘蹄； 言者所以

在意 ， 得意者而忘言 。” （《庄子·外物 》）

《孙子兵法》 中有 “静如处子， 动如脱兔”，

等等。 赋中更是多有写 “兔” 的名篇， 比如

晋张浚的 《白兔颂 》、 晋夏侯湛的 《猎兔

赋》、 唐蒋防的 《白兔赋》 ……

北方的炕

■

南海东软信息技术学院 许锋

进入冬天， 北方有热炕 。 这是北方

人的福气。 但城里没有， 有的是乡下。

乡下冷， 冷得干烈 。 不高的院墙和

不密闭的门， 挡不住风。 风从空旷的土

地上一路横行， 无拘无束。 那是一种高

傲的姿态。 遇到村庄时， 它的情绪被打

乱了， 乃至有些恼羞成怒， 于是， 狠命

地撞击着门， 撞击着墙。 门和墙结实着

呢， 那就从门缝里乘虚而入， 那就翻过

墙头。 墙头没草， 有也是墙头草， 见风

使舵。 庄户人就躲进了屋子。

于是 ， 乡下来了客人 ， 就得上炕 。

不是什么规矩 ， 庄户人没那么多规矩 。

不是非上不可 ， 但屋子里冷得坐不住 ，

也站不住。 脱了鞋， 上了炕， 用被子捂

住腿和脚， 就不冷了。 脚离开鞋， 就真

实了， 有气味， 有的气味浓， 捂在被子

里呢。 偶尔被角被掀开， 味道就开始弥

漫。 庄户人都习惯了， 不会皱眉头， 不

会厌恶。

炕贼热 ， 有时烧屁股 ， 时间久了 ，

得挪挪或者抬抬 ， 要不就成猴屁股了 。

一家人围着， 来了客就和客人聊着家长

里短， 这些工作都在炕上完成。 进入冬

天， 庄稼收了， 地里闲了， 庄户人除了

说话就没事做了。 说话就说有趣的， 闲

话提神、 逗乐， 也打发光阴。

炕是冷不下来的。 乡下有的是麦草。

麦草被点着 ， 搡进炕洞 ， 把炕门堵上 。

麦草因为缺了氧气 ， 窒息 ， 开始挣扎 ，

无精打采地活着 。 放心 ， “死 ” 不了 ，

炕门并非密不透风， 稀薄的空气基本可

以 保 证 麦 草 苟 延 残 喘 。 这 是 最 佳 状

态———炕被熏热了 ， 还省了麦草 。 若不

是这样 ， 麦草在炕洞里熊熊燃烧的话 ，

那炕就变成炒锅了。

炕洞里没火， 有烟 。 烟如人满腔的

豪情， 顺着烟囱往天上蹿。 浓密， 却不

黑。 不黑就没了污染。 冬天的乡村虽然

家家都烧麦草 ， 但院子里从不落黑尘 。

麦草是纯朴的， 如麦粒的纯朴， 如庄稼

人的纯朴。

烟一定要向上飘 。 如果烟顺着炕的

缝隙蔓延， 那就不是合格的炕。 在烟雾里打

坐， 人就成神仙了。 庄户人家的炕没有假冒

伪劣之说。 我至今没见识过庄户人是怎么墁

炕的， 里面的结构如何。 再多的人上了炕，

炕也不塌。 热量虽不是十分均匀， 却足以让

人挨过寒冷的冬天。 这么说， 庄户人都是能

工巧匠， 没学过力学， 没学过能量转换， 也

没学过防漏， 却能把一个个炕降得服服帖帖

的。 你听说过谁家的炕塌了， 谁家的老人小

孩被灰烬烧伤？

淡淡的烟味儿一定有 ， 闻多了就习惯

了， 还觉得挺香。 麦草烧出的烟味儿比其他

烟味儿香。 那烟味随着热炕清晰地笼罩着人

的全身。 大人们说着话， 小孩子们闹着。 孩

子们累时， 顺势倒在母亲怀里。 母亲的怀是

热被窝， 孩子们做着一个又一个梦， 间或在

被窝里放个小屁， 母亲就笑了， 嘴上说， 这

孩子， 手在圆圆的小屁股上揉两把。 孩子们

翻个身， 又徜徉在梦乡里。

也有更顽皮的孩子， 热炕把肠子暖活泛

了， 屁就多， 一个猛地站起来， 屁股对着另

一个， 汹涌地来一声， 接着又钻进被子。 另

一个虽恼羞成怒， 却不马上报复， 而是蓄势

待发， 等酝酿得差不多时， 刚才恶作剧的一

个已失去警惕， 于是便逃脱不了被 “轰炸”

的下场。 大人们实在看不过眼， 说 ， 多大

了， 羞不羞！

炕热时热， 冷时也冷。 白天不明显， 晚

上就晓得了。 到后半夜乃至快天亮时， 身下

还有温度， 但脚下就很冷。 这和麦草的余烬

有关， 也和炕的散热有关。 脚冷还有被子捂

着， 头却始终是暴露的。 头的温度基本等同

于房间里的温度， 冰冰冷冷的。 人的头最不

娇贵， 原本就风里雨里的， 遭罪的命。

炕中间热， 两头冷。 这是一个弱点。 庄

户人家贤惠的女人起得早， 甚至摸着黑就裹

了头巾， 拉开门， 抱起一把麦草， 往坑洞里

搡。 奄奄一息的灰烬陡然闻到新鲜的空气，

精神一振， 紧接着又有 “兄弟们” 助阵， 于

是死灰复燃。 这样， 炕上的孩子们就不冷

了， 热烘烘的， 任凭满院子雪花飞舞， 感受

最温暖的冬天。

早起的庄户女人还喂猪、 喂鸡， 打扫庭

院里的雪。 扫帚划过雪地的声音与间或风的

啸声混杂在一起， 像一曲乡村音乐。

炕贼热，有时烧屁股，时间久了，得挪挪或者抬抬，要不就成猴屁股了。

一家人围着，来了客就和客人聊着家长里短，这些工作都在炕上完成

美丽心情

大年三十吃饺子

■

新疆阿克苏农一师二团中学 谭现锁

小时候， 一过完腊八 ， 伴随着稀稀

拉拉的鞭炮声， 一个谜语就开始流传开

来： “南边飞来一群鹅， 见到清水乐呵

呵 ， 纷纷离开主人手 ， 扑通扑通跳下

河。” 还没等把谜面说完， 我们就会争先

恐后地答： “是 ‘扁食’。” 在我们家乡，

饺子叫做扁食。

饺 子 是 我 们 小 时 候 最 好 的 美 食 。

“舒服不如倒着， 好吃不过饺子。” 可见

饺子在人们心目中的重要地位。 大年三

十的饺子， 是我们盼望已久的。 虽说过

完腊八就进入过年程序， 但过年的食品

还是不能敞开吃 ， 只有到了三十晚上 ，

吃上饺子， 才算真正过年了。

“大年三十吃饺子———没外人 。” 吃

过中午饭， 一家人就开始忙碌晚上的饺

子了 。 擀皮的擀皮 ， 包饺子的包饺子 ，

包好的饺子放在高粱杆做的锅盖上。 高

粱杆锅盖不会粘饺子， 饺子压出的印还

特别好看。 饺子的摆放也有讲究， 在圆

圆的锅盖上先放外圈， 然后一圈一圈向

内放， 都是一顺儿， 不能对脸， 寓意着

一家人和和顺顺。

饺子谐音 “教子”， 教子有方， 这些

规矩， 女孩子是从小都要被大人教会的。

讲究的人家还在锅盖的饺子中间放一个合

子， 寓意 “和和美美”。 饺子包好了， 水也

烧开了， 奶奶说， 可以放鞭炮了。 我便高高

兴兴地点着炮仗， 虽然天还大亮， 但村子里

的鞭炮声都接二连三地响了， 年味儿也就在

鞭炮和吃饺子中越来越浓。 母亲从锅里盛出

几个饺子和一碗汤， 在院子里先敬天地， 再

敬祖宗。 敬完了， 我们大年三十的团圆饭也

就上桌了。

奶奶常常在年三十的团圆饭桌上说起

女娲。 她说女娲团土造人时， 由于天寒地

冻， 黄土人的耳朵很容易冻掉， 为了使耳

朵能固定不掉， 女娲在人的耳朵上扎一个

小眼， 用细线把耳朵拴住， 线的另一端放

在黄土人的嘴里咬着， 这样才算把耳朵做

好。 老百姓为了纪念女娲的功绩 ， 就包起

饺子来， 用面捏成人耳朵的形状 ， 内包有

馅 （线） 儿， 用嘴咬着吃。 “一定要咬着

吃哦。” 奶奶最后强调说。 大家听此都呵呵

大笑———奶奶是怕我们吃得太急 ， 饺子不

咬就囫囵吞下肚。

吃完三十的饺子， 真正进入了新年。 孩

子们放鞭炮， 打打闹闹。 男人们坐在一起，

谈农事， 憧憬来年。 女人们则要准备初一的

饺子， 要包好放到初一早上吃———取 “更岁

交子” 之意， “子” 为 “子时”， 交与 “饺”

谐音， 有喜庆团圆和吉祥如意之意。

听“姥姥”的话

■

江西省宁都师范学校 曾松林

倪萍的姥姥走了， 留下了许多语录。

倪萍记下了这些语录， 也记下了姥姥生

前的点点滴滴。 在深情的回忆与叙述中，

姥姥善良、 乐观、 坚忍、 无私、 智慧的

形象依稀可见， 而姥姥寻常话语中蕴含

的见识， 更是给人以深刻的启迪。

倪萍姥姥走了，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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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高龄的时候。

活到这个岁数， 姥姥应该很知足了吧。 其

实不， 姥姥还想活着， 多活几年， 因为姥

姥说过： “这样的日子活着还有个够啊？”

是啊， 现在生活好了， 活再长都值。

99

岁

的老人都这么热爱生活， 不曾感叹 “活够

了， 活得不耐烦了”， 年轻人又何必动不

动就寻死觅活呢？

姥姥是个长寿之人。 这

90

多年， 姥姥

是怎么走过来的？ 还是听姥姥自己说说

吧： “日子得靠自己的双脚往前走。 大

道儿走， 小道儿也得走。 走不通的路你

就得拐弯， 拐个弯也不是什么坏事， 弯

道儿走多了 ， 再上直道儿 ， 就走快了 。

走累了就歇会儿。 只要你知道上哪儿去，

去干吗， 道儿就不白走。 人活一辈子就

是往前走， 你不走就死在半道儿上， 你

为什么不好好走、 好好过呢？” 姥姥这话是

多么朴实、 多么富有哲理啊！ 让我想起了屈

原的名言———路漫漫其修远兮， 吾将上下而

求索。

姥姥活了这么久， 这辈子一定吃过不少

苦吧？ 那当然。 可姥姥却说： “人生下来就

得受苦， 别埋怨。 埋怨也是苦， 不埋怨也是

苦。 你们文化人不是说 ‘生活就是生下来活

下去’ 吗？ 什么是甜？ 没病没灾是个甜， 不

缺胳膊少腿是个甜， 不认字的人认了个字也

是甜。” 姥姥的话说明了一个朴素而深刻的

道理： 人活着， 免不了要吃苦。

姥姥说过的很多话都堪称至理名言， 比

如： “有一碗米给人家吃， 自己饿肚子， 这

叫帮人； 一锅米你吃不了， 给人家盛一碗，

那叫人家帮你。” 这话说得深刻透辟， 入木

三分。 真正的助人是拿自己最需要的东西给

别人， 而不是自己的东西用不完了就施舍一

些给人家。

又比如：“人最值钱的就是知道自己几斤

几两，没个分量你往大秤上站站试试？那个秤

砣动都不动。 ”这话说的是人要有自知之明。

姥姥的语录还有很多很多， 说的都是些

“人人都明白的理儿 ， 家家都遇上过的事

儿”， 看似唠叨， 实则大有深意。

“这是‘抄袭’美德，‘抄袭’孝顺的艺术。 这样的‘抄袭’，难能可

贵。 你们都应该向锦康学习，也来一次偷袭！ ”

园丁手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