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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文解字

学习姚鼐《登泰山记》时，学生

对“自京师乘风雪……至于泰安”

一句提出了质疑：“‘乘’不是‘坐

车’的意思吗，怎么又多了‘顶着、

冒着’的意思呢？而且我看‘乘’字

里没有‘车’反而有个‘禾’，这是怎

么回事呢？”

我给学生展示了“乘”字的字

形演变图：甲骨文的“乘”字上面是

“大”，也就是张开臂膀的人，下面是

伐去顶枝的树木，合起来表示人站

在树上；金文在“大”的下面增加了

笔画，强调人脚站在树木上；战国时

期的文字把下面的“木”替换为

“几”，上面的人也由一个变成两个，

合起来表示多个人站在或坐在桌

凳上；到了小篆，人又由两个变成了

三个，一个人在树顶上，两个人在树

枝上。所以，“乘”字看起来像“禾”

与“北”的组合，其实是“木”“丿”

“北”的组合。“北”是背对背的两个

人，“乘”是三个人站在树上——

“乘”的本义是爱爬树的孩子，既不

是“坐车”，也不是“顶着、冒着”。

“那么这两个意思又是怎样引

申出来的呢？”学生继续追问。

“乘”本义是爬到树上面，所以

就引申出“攀登”的意思，《诗经·氓》

中的“乘彼垝垣”是说攀登到快要坍

塌的土墙上面，《涉江》中的“乘鄂渚

而反顾兮”是说攀登到鄂渚上面。

骑马、坐车都要从下面到上面，所以

引申出“骑、坐”的意思，《石钟山记》

中的“独与迈乘小舟，至绝壁下”就

是这个意思。骑马、坐车需要借助

外力，所以又引申出“凭借、顺应”意

思：成语“乘风破浪”的“乘”译作“凭

借”，陶渊明《归去来兮辞》中的“聊

乘化以归尽”的“乘”译作“顺应”。

从“凭借、顺应”的义项发散，又可以

分为“有利条件”和“不利条件”两种

情况，前者意为“借着、趁着”，后者

意为“顶着、冒着”。比如，《过秦论》

中的“因利乘便”属于有利条件，《登

泰山记》中的“自京师乘风雪”就属

于不利条件。

在春秋战国时期，战车是快捷

安全的作战工具，“乘车”主要指

“乘坐战车”。众多出土文物表明，

春秋战国时期的战车是四匹马拉

一辆车，所以“乘”又有一些与战车

相关的意思：一车驷马的战车，如

《过秦论》中的“然秦以区区之地致

万乘之势”；计量战车数量的量词，

如《信陵君窃符救赵》中的“乃请宾

客约车骑百余乘”；战车前马匹的

数量，如《殽之战》中“以乘韦先，牛

十二犒师”等。 （柴海军）

乘
爱爬树的孩子

平民萝卜
□周世恩

袁枚在《随园食单》里两处写到萝

卜。第一处是酱萝卜：“萝卜取肥大

者，酱一二日即吃，脆甜可爱。”另一处

是萝卜汤圆：“萝卜刨丝滚熟，去臭气，

微干，加葱酱拌之，放粉团中做馅，再

用麻油灼之，汤滚亦可。”这等普通的

平民素菜，竟然让吃遍山珍海味的随

园老人都不嫌弃。

酱萝卜和萝卜丸子我都吃过，只

是做法与袁枚说的大相径庭。酱萝

卜不是“取肥大者”，而是用吃不完的

老萝卜，切片，然后在冬日暖阳下晒

得半干，加盐或者糖入咸菜坛子，酱

至春月开坛做下饭菜。酱萝卜我不

大喜欢，咸得无法下咽，只有用开水

泡饭时才好吃。开水正好冲淡萝卜

的咸，显出萝卜本味的脆香。地道的

萝卜丸子我只在广州的一家小店吃

过，用萝卜泥加肉泥油炸，入口软绵、

清爽。还有一种做法是把萝卜切成

丝，加上肉末，再裹上面粉油炸的萝

卜丸子，咬上去清清脆脆，肉香和萝

卜香满口都是。

乡下有种红心萝卜的，白皮红心，

很是好看。我偷吃过，但还没下咽就

辣得连萝卜带皮一起吐了出去。后来

看汪曾祺写的《萝卜》，总疑心是不是

写错了——他文中的红心萝卜清甜爽

口、汁多味甘，还有一个好听的名字

“心里美”。扬州人把这种萝卜当作水

果售卖，莫非是“南柑北枳”，到了我们

这里“心里美”就成了“口里辣”？辣红

萝卜不宜生吃，做酸萝卜却味道一

流。村里有个大婶会做“红心酸萝

卜”，切丝、焯水，放在透明的玻璃瓶

中，加入生姜、大蒜、辣椒丝、花椒，泡

制一个星期出坛，是一道下饭的好菜。

关于萝卜的诗词不多，毕竟是大

众的蔬食，登不了大雅之堂，上不了

华庭奢宴。烟火人家吃萝卜自然是

为了生计、饱腹，酱萝卜、酸萝卜一类

也只是情非得已的糊口之举。当然

也有人食过肉糜之后，挚爱朴素的萝

卜，南宋的刘子翚算是其中一个。刘

子翚在乡下种了一畦萝卜，还写下一

首名为《园蔬十咏·萝卜》的诗：“密壤

深根蒂，风霜已饱经。如何纯白质，

近蒂染微青。”

刘子翚的遭遇与陶渊明相似，厌

倦了官场的尔虞我诈，只求田园生活

的悠闲自乐。告病辞官之后，刘子翚

回到故乡，效仿陶渊明“采菊东篱下，

悠然见南山”。时隔千年，不知他究竟

栽种过陶渊明栽种的豆苗没有？也不

知他采过五柳先生采过的悠然雏菊没

有？能知道的是，他一定曾在田园“晨

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不然也不会

将一颗萝卜观察得如此细致，描写得

如此逼真。

密密的土壤深深的根，饱经风霜

后冒出绿缨——这就是萝卜，不选薄

地、厚土，不挑滩涂、平原。放眼菜园，

一片荒芜之时，独有萝卜站在凛冽的

寒风之中，将小寒、大寒的煎熬酿成丝

丝的甘甜和清脆。萝卜长在田间，隔

着千年的时光告诉刘子翚，也告诉如

今的芸芸众生：历经世态炎凉、人情冷

暖，依旧淡然自若，才是人生的本真。

幸好，在浩如烟海的诗词中，留下

了一首关于萝卜的诗，让平凡普通的

萝卜终于从田间菜畦爬上了青灯黄

卷，沾染了一丝文化气息，也让我们见

证了饱经风霜之后的乐观向上。

（作者单位系广东省广州市白云

区云英实验学校）

从师范学校毕业后，我被分配到

大山里的一个教学点任教，那年我二

十出头。教学点只有四名教师和一

名老校长，老校长年近六十，两鬓斑

白，但身板硬朗、精神矍铄，再过一个

学期就可以光荣退休了。

山里空气很好，校园开满了师生

随手种上的各种花草，学校周围是群

众的菜园和一大片荷塘，空气中时时

飘荡着沁人心脾的花香和瓜果香。

课余，我经常和学生或爬山摘八角、

拾油茶果、寻香菇红菌，或去田野里

捡稻穗、浅河里钓鱼捞虾，生活过得

充实惬意。

然而，这种美好的生活很快被女

友的一封分手信打破了。看完她的

来信，仿佛有什么东西压在心头，让

人喘不过气来。几年的感情被无情

的现实粉碎，我的精神几乎崩溃，上

课也无精打采，好像变了个人似的。

有时睡觉睡过头，连早餐也懒得煮，

泡一包方便面将就着吃，经常饥一顿

饱 一 顿 ，身 体 和 精 神 状 态 都 极 为

糟糕。

学生看在眼里急在心上，为了能

让我缓解些，便商量着轮流帮我摘新

鲜蔬菜。后来，学校的菜园实在是摘

不出什么青菜了，他们便轮流从自家

菜园里摘一些带给我，而我也渐渐习

惯了“吃现成”。有一次，学生从家里

带来一些小菜苗，本是打算送给我种

在菜园的，我竟然随手把小菜苗煮着

吃了。

老校长得知消息后走到我面前，

生气地说：“吃人家的嘴短，拿人家的

手软，你知道别人会怎样想吗？以后

不能让学生带青菜来学校了，已经吃

掉的折算成钱退给学生家长，这是原

则问题！”老校长的语气十分坚定，丝

毫不容人分辩。

放学后，老校长把送菜的几个学

生留下来，叫他们不要再给老师送菜

了，并一一给了他们菜钱。学生不愿

意收，老校长就买来一沓作业本分给

他们。一个稍大点的学生一边拿作

业本一边委屈地对我说：“老师，我看

您一个人常常失落难过，吃饭总是应

付了事。我家种了许多青菜，吃也吃

不完，希望您能像以前那样给我们上

课。”听后，我鼻子一酸，情不自禁地

湿润了眼眶。

我终于走出了颓废的生活，教学

质量也显著提高，后来被调到环境相

对较好的乡中心校任教并负责管理

学生营养餐的工作。此时，老校长早

已离开人世。

营养餐经费是按学生人数拨付

的，学校每天足额准备饭菜，遇到有

学生请假或者不爱吃的时候，便会多

出一些。看到这种情况，有人悄悄地

对我说：“反正剩下的饭菜也没人要，

是不是帮你们几位留一些？”

我听后，脑海里马上闪过老校长

当年退青菜钱的场景，斩钉截铁地回

答：“不行，我们不能吃学生的饭菜，

这是原则问题！”后来，我与学校负责

人商量，改进食材采购方案，隔一段

时间增订一些价格稍贵但学生爱吃

的肉类、水果、牛奶等，让学生吃得更

饱更好，努力实现“光盘行动”，有效

避免了食物浪费。

虽然在小小的山区学校当教师，

可在实际工作、生活中还是会遇到或

大或小的利益诱惑。

“学校食堂需要的猪肉让我来配

送吧，我多少给你一点回扣。”一个村

民拿着一条好烟找我开后门。“不行，

要经过集体讨论、上级同意，依法依

规选择有资质的人进行配送，这是原

则问题！”我毫不留情地谢绝。

“我家今天杀了一条土狗，今晚

我们喝点小酒，顺便检查一下我家孩

子的学习情况，帮着辅导一下，您的

辛苦我肯定会有所表示的。”街上的

超市老板找到我。“不行，这是原则问

题！现在全国上下杜绝有偿家教，你

不是把我往火坑里推吗？孩子的学

习我会在学校利用课余时间多加辅

导的，请你放心。”我委婉但坚定地

回答。

三番五次拒绝之后，大家都知

道我的为人，一切都按规矩办事。

现在想想，如果没有当年老校长的

言传身教，我恐怕不会有这么坚定

的信念，或许还会走上歧途吧？老

校长挂在嘴边的“原则问题”，时时

刻刻萦绕在耳边，提醒我保持清醒

的头脑。

一缕清风拂过，学校旁边的荷塘

数不清的荷花正在迎风摇曳。我向

着安葬老校长的大山方向深深地鞠

了一躬……

（作者单位系广西昭平县马江镇

古岛村小学）

这是“原则问题”
□韦认生

弦歌

多面顾恺之
□王春玲

负暄琐话

最早知道顾恺之是在中学

历史课本上，他是东晋大画家，

代表作有《女史箴图》《洛神赋

图》等。近日读《世说新语》，对

于顾恺之有了更多了解——除

了骄人的艺术成就，他也是个活

色生香的人！

曾经有一首流行歌曲《男人

哭吧不是罪》唱出了许多男人的

心声。不过，现实生活中真正能

卸下防卫嚎啕大哭的男人并不

多，顾恺之可以算是一个。《世说

新语·言语》记载，顾恺之去上司

恒温的坟墓前祭拜，写了一句诗：

“山崩溟海竭，鱼鸟将何依。”别人

让他描绘一下自己哭悼的情形，

顾恺之答道：“鼻如广莫长风，眼

如悬河决溜。”意思是说，哭的时

候鼻息就像空旷之野的大风，眼

泪如同瀑布一般飞流而下。顾恺

之还说道：“声如震雷破山，泪如

倾河注海。”哭得确实很有气势，

也尽显真性情。封建官场多是钩

心斗角、人走茶凉之辈，能为过世

的上司哭得惊天动地的人应该也

不多吧？

顾恺之还是个幽默风趣的

人。《世说新语·排调》记载，顾恺

之曾经做过殷浩的下属，有一次

他请假回家，恳求殷浩特别关照，

得到了一艘帆船。到了湖北一个

叫破冢的地方，遭遇大风，船被毁

坏，应该如何向殷浩汇报呢？顾

恺之写信说道：“地名破冢，真破

冢而出。行人安稳，布帆无恙。”

意思是说，这个地名叫破冢，我真

的像打破坟墓跑出来一样，好在

人还算安安稳稳，帆船也没有什

么问题。这里有个俳谐之语：本

来应该是“行人无恙，布帆安稳”，

顾恺之故意反过来说，真正的意

思其实是“行人有恙，布帆不稳”，

委婉地表达了路上的遭遇。“破冢

而出”，这是经历了怎样的惊涛骇

浪，人都可能命悬一线，船坏了就

坏了吧。信中的“布帆无恙”是个

善意的小谎言，也给后人贡献了

一个成语，表示旅途平安的意思。

“布帆无恙”也许不算很通

俗，“渐至佳境”这个成语的“知名

度”就高得多了。最早说出“渐至

佳境”的就是顾恺之，《世说新语·

排调》记载：“顾长康啖甘蔗，先食

尾。人问所以，云：‘渐至佳境。’”

顾恺之吃甘蔗与大部分人不一

样，先从甘蔗的尾部开始，再慢慢

吃甘蔗的头部，别人问他为什么，

他说这样吃才能渐至佳境。顾恺

之的“甘蔗理论”蕴含着人生的哲

理，似乎可以送他一顶“哲学家”

的帽子。

顾 恺 之 被 美 术 史 称 为“ 三

绝”——才绝、画绝、痴绝。“画绝”

和“才绝”名不虚传，至于“痴绝”

却不好说。佐证顾恺之“痴”的例

证大都与桓玄有关——桓玄位高

权重，为人贪婪、阴险，顾恺之曾

在其父手下做参军。在桓玄面

前，顾恺之恐怕只有装痴卖傻，才

能保全身家性命吧。

魏晋名士为了在乱世存身，

或寄情山水、丹药、宗教，或纵情

美酒、放歌竹林，演绎着不同的人

生。顾恺之应该算一个活色生香

的人了，他的人生摇曳多姿，给魏

晋名士丰富的个性增添了一抹绚

丽的色彩。

（作者单位系山东省潍坊市

奎文区育华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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