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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头沉睡的狮子”，这
是中国这个古老文明国度近百年间
一个励志的汉语典故。

2014年初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
巴黎中法建交 5 0 周年纪念大会致
辞时 , 充满自信地说 :“拿破仑说过，
中国是一头沉睡的狮子，当这头睡
狮醒来时，世界都会为之发抖。中国
这头狮子已经醒了，但这是一只和
平的、可亲的、文明的狮子。”

开放自信、走向富强文明的中
国，迅速崛起的中国，赋予国家领
导人在国际场合坦然阐述这一立场
的强大自信和厚重底气。

当年拿破仑惨败滑铁卢, 与英
国外交官交谈到中国时第一次使用
了“睡狮”这一比喻。从此 , “中
国睡狮”的比喻在欧洲和全世界产
生了轰动效应。

有人说：美国《时代》周刊是
西方观察认识和研究中国的一把标

尺。1958年，以毛泽东为封面人物
时曾经引用过这句话：“让中国睡
吧，她一旦醒来，世界会感到遗
憾。”时隔二十年，当邓小平被评
为年度人物再次登上封面时，又引
用这个比喻：“让她睡吧，因为一
旦醒来，她将改变世界。”

古老文明的中华民族曾为拥有
四大发明和丈八蛇矛枪、青龙偃月
刀而自豪。对中国人来讲，“睡
狮”的比喻，既是清醒剂，又是麻
醉药。

近代中国多灾多难，屈辱刻骨
剜心。中国这头东方雄狮，是在苦难
中、羞辱中、激荡中奋起、觉醒的。林
则徐、杨靖宇等民族英雄“臣心一片
磁针石”、“凛烈万古存”……

鸦片战争、甲午海战、英法联
军火烧圆明园，卢沟桥事变、辛亥
革命……直到俄国十月革命一声炮
响，给沉睡的中国送来了曙光。在

民族危难的历史关头，南湖红船承
载起扭转民族危亡的重担，艰难地
启航，直到毛主席站到天安门城楼
上，用浓重湖南腔庄严宣告：“中
国人民站起来了”，点燃惊天动地
的辉煌和热血沸腾的自豪。

新中国，一个多么神圣的名
字，从腥风血雨和刀光剑影中走
来，朝气蓬勃，光彩照人，开启了
中华民族的新纪元。中国人民沐浴
五星红旗温暖的光芒，在中国共产
党带领下，在一穷二白的土地上，
用心血和汗水描绘出一幅幅历史性
的画卷。

邓小平打开中国大门，这是人
类历史上气势恢宏、开天辟地的伟
大壮举，西方人夸张地比喻：“这就
像一艘航空母舰在一枚硬币上掉
头”。

从 两 千 多 年 前 屈 原 的 《 天
问》，到嫦娥奔月的传说、敦煌壁

画上凝固千年的飞天图案，无不铭
刻着中国人的飞天梦想。新中国成
立六十周年前夕，装载中国梦想的
“神七”发射成功。鲜艳的五星红
旗飘扬在浩渺的太空，中国是何等
骄傲与激动。

从农耕文明走来的中国，迅速
从饥贫到温饱到小康，正在编织一
张覆盖全体国民的基本民生保障安
全网 , 破解一道世界级难题，创
造人类文明史上的奇迹。

多民族和谐共融，展示各自独
特魅力与色彩。香港、澳门飘泊近
一个世纪，相继回归祖国怀抱。海
峡两岸用泪水与血水浇铸的战争与
和平、悲欢与离合的历史章节，正
在兄弟间的交往中越走越近，越走
越亲。祖国统一，亲人团聚，毕竟
血浓于水、情大于天。

血液里流淌着黄河、长江的梦
想与信仰的中国人，正自信地创造

物质文明、科技文明和制度文明。
视土地为命根子的中国人，咽下漠
视海洋的痛苦之后，开始实施海洋
战略，凝望着海上升起的太阳和西
域霞光。觉醒的中国、走向复兴的
中国，能量在聚集，分量在加重。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
而求索”。曾经几度辉煌的东方之
国，当代中国和中国共产党人，正
经受着更加复杂和严峻的考验，面
临道道险隘难关，正铭记昨天的苦
难辉煌，以猛药去疴的决心自我净
化和革新，肩扛使命担当，坚守信
仰与道路，抑制成长的烦恼 , 凝聚
各方力量，创造盛世中国的美景。
“赶考”正在路上……

中国这只醒来的雄狮，威风凛
凛，正双脚踏在东方地平线上，傲
视群雄，昂首发出惊天地、泣鬼神
的长吼！

庆祝建国六十五周年

醒了，中国睡狮!
厉彦林

自小被父母视为掌上明珠，在
兄姐们还穿着补丁衣服时，我就已
经穿上毛呢了，是巧手的母亲用父
亲的制服改制的。

如今，各种服饰花样迭出，兜
里也不少置衣的散碎银子，常会把
相中的衣服扫荡回家。却每每是打
开衣橱，最终上身的，还是穿熟的
那几件。

旧衣情节，是刻在骨子里的记
忆。

儿子刚落生时，亲友们送了很
多小衣服，质地高档，款式漂亮。
可是母亲却拿出了许多旧的小衣
服，都洗烫得干干净净，大多是外
甥小时候穿过的。我有些不情愿，
母亲却执意让穿，说权作百家衣，

会佑护孩子泼泼实实的。不愿违逆
母亲，就穿着。母亲才又说：旧衣
经过千淘万洗，染料的浮色都洗去
了，棉的柔软本质尽显，对孩子的
健康好。不信，你自己摸摸。果是
如此，过不多日，听闻楼下的宝宝
起了满身的疹子，据说就是那些漂
亮却不舒服的新衣服造成的过敏。
由是，心中庆幸。

秋来天凉，书桌前的椅背上搭
着妈妈的一件羊绒开衫。这件衣服
是妈妈过80岁生日，我送给她的礼
物。除了暗绿的颜色，舒服的和尚
领，还有两个贴袋，母亲格外喜
欢。因为这样，她的手帕、香烟就
有了去处。所以她在世时，整个秋
冬，这件衣服都是她的主打。

2006 年母亲去世，我把这件衣服留
了下来。每年这个时候，它都在这
里。其实，衣帽间里就放着各种家
居服，珊瑚绒的、毛巾布的、加棉
的，长的、短的、成套的。可是我
却总是披上这一件，觉得格外的温
暖。还喜欢把面庞贴在胳膊上，那
绒 绒 的 感 觉 仿 若 母 亲 柔 软 的 双
手……

办公室的更衣柜里，有一件笨
笨的棉背心。墨绿色缎子面，花
布衬里，絮着厚厚的棉花。冬天
在室外护导值班时，我常把它加
到羽绒大衣里。同事们常常取笑
说 ， 端 的 像 个 东 北 老 太 太 。 可
是，我就偏爱它的厚重安稳，不
像我那些件羽绒小衣，常和里面

的羊绒衫闹起静电恋爱，拽出噼
里啪啦的响声。那年春节前，我
胆结石手术，好友到医院探望，
我倚坐在床头，披着的大衣时时
滑落。她就把身上的这件棉背心
脱了下来，逼我穿上。说要护住
前后心，才不会着凉。这件背心
是她那快要失明的婆母，一针一
线做给她的最后一件。

都说人不如故，衣不如新。可
在我心里，每件旧衣都有故事。因
为，遇到了，喜欢了，穿上了，都
是一个缘字。每次拿起、穿上，就
像和久别的故人来了一个温暖的拥
抱。所以，我舍不得放弃。好吧，
就让我把旧衣穿出幸福的味道，感
受岁月的温度。

幸福讲义

旧衣穿出的味道
王霞

我故乡一带的妇女，都会织一
种粗布。这种布，在我们那里叫鲁
锦。

这种鲁锦，并不是每一个妇女
都会纺织的。所以，会不会织布，
家里储存了多少布，就成为村里衡
量一个妇女持家过日子的标准。

我一个远房的老奶奶最近去世
了，我前去吊唁的时候，听村里人
说了一个有关鲁锦的感人故事。

老奶奶去世前的几天，把子孙
们都叫到床前。她有三个儿子，七
个孙子。她让子孙打开了自己结婚
时娘家陪送的一个大红枣木柜子。
大家都知道这个柜子平时老奶奶是
不允许别人看的，似乎里面装着老
奶奶很多不愿意让人知道的秘密。
柜子打开了，所有的子孙都非常震
惊，里面整整齐齐地放着的全部是
各种不同花纹的鲁锦，足足有一百
多卷。

人们都知道，一卷这样的布，

从纺线到浆洗，再到缠绕成纺锤，
最后织成布，没有几个月的时间是
完成不了的。老奶奶依靠一种什么

信念织成了这些布？而且，还应该
有很多布，已经使用掉了，她有那
么多子孙，如果再加上使用掉的，

那应该是一个多么让人瞠目的数字
啊。

眼看老奶奶就要离开人世了，
子孙个个难以控制自己的伤感，他
们中的每一个人，心中几乎都珍藏
着几个让他们不能忘怀的细节故
事。

可是，老奶奶显然不是为了向
子孙炫耀自己的劳动成果，她有话
要告诉她的子孙们。她慢慢地说：
你们知道我怎么积攒下这么多布
吗？我从娘家来到这个家的时候，
我的母亲告诉我，出嫁了，去做人
家的媳妇，夫妻之间，婆媳之间，
姑嫂之间，总是难免争吵矛盾的。
遇到这样的时候，有一个秘诀可以
避免，你不要争辩，更不要争吵，
去织布机上织布，当两尺布织完的
时候，你就会发现，那些当时让你
愤怒的争执都不存在了。我从进了
这个家门，就按照母亲教我的方法
去做，才积攒下了这么多的布。

子孙们恍然大悟，平时村里人
都说我们家的老奶奶一辈子没有与
谁争吵过，他们也从来没有见过她
生气发怒，原来，秘密在这里。

几天以后，老奶奶平静地走了。
他的子孙们没有分掉那些鲁锦，他
们一致决定要把这一柜子布保留下
去，作为家训留给子孙。

生活笔记

鲁锦柜里的秘密
鲁先圣

社会发展了，有些事便随之
忽略了。俭，就是这样一件被忘
掉的事。但我喜欢拂去深厚的尘
埃，到历史当中去找寻一些闪光
的东西。

东晋有个大官叫吴隐之 , 非
常节俭。他的女儿出嫁大喜这
天，家里冷冷清清。谢石将军的
管家前来贺喜，看到一个仆人牵
着一条狗走出来，皱着眉说：“我
家主人太过分节俭了，小姐今天
出嫁，主人昨天晚上才吩咐准备,

叫我今天早晨到集市上去把这条
狗卖掉置办东西 ! ”管家感叹道：

“人人都说吴大人是少有的清
官，看来真是名不虚传。”

唐宋八大家之一的苏轼前后
共做了40年的官，做官期间他精
打细算过日子。公元1080年，苏
轼被降职贬官来到黄州，为了不
乱花一文钱，他实行计划开支：
先把所有的钱计算出来，然后平
均分成12份，每月用一份，每份
中又平均分成30小份，每天只用
一小份。钱全部分好后，按份挂
在房梁上，每天清晨取下一包，
作为全天的生活开支。拿到一小
份钱后，能不买的东西坚决不
买，只准剩余，不准超支。积攒下
来的钱，苏轼把它们存在一个竹
筒里，以备意外之需。

香港富豪李嘉诚有一次从酒
店出来，准备上车的时候，把一
枚硬币掉在了地上，硬币咕辘辘
地向阴沟滚去，他便欠下身去追
捡。旁边一位印度籍的保安见
状，立即过来帮他拾起，然后交
到他的手上。李嘉诚把硬币放进
口袋后，再从钱夹里取出100元
港币，递给保安作为酬谢。为了一
元钱却花了100元，这无论从哪个
角度看都是不划算的。有人向李
嘉诚问起这件事情，他解释道：

“若我不去捡硬币，它就会在这个
世界上消失，而我给保安100元，
他便可以用之消费。我觉得钱可
以拿去使用，但不能浪费。”

俭是一粒种，它虽然不起
眼，但不经意间却能长出一棵茁
壮的苗。历览前贤国与家，俭这
粒种，不可小觑啊！

乡土杂谈

俭是一粒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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