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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么样才算真潇洒？上次
未能说明白，这次接着说。大概
而言，真潇洒就是要看破世情，
明白地球很小，宇宙很大；要明
白人生短暂，像早晨挂在草尖
上的露珠；眼所见、耳所闻、身
所历的一切，都是比过眼云烟
还要短暂的东西。当然真要达
到这种境界，也很可怕。那样的
话，历史就不能发展，社会就不
能进步，人生就没有目标，大家
一起出家去做和尚、尼姑。做了
和尚也不彻底，因为和尚也还
是要吃饭的。如果都是和尚尼
姑，那必然的还是让他们和她
们结婚，否则就断了人种，还潇
洒个什么劲。所以即便是我说
的真潇洒，也还是相对而言、相
比较而言。

要做到相对潇洒也很难，
但也不是难于上青天。在榜样

的表率下，我们还是有可能向
潇洒状态进步。

我要说的潇洒榜样有两
个，一个是唐代的大诗人李白，
一个是晋代的大文人阮籍。李
白的故事大家都能说出几个，
就像他的诗大家都能背出几句
一样。他起初是一点也不潇洒
的。他年轻时醉心仕途，说难听
点就是个官迷。而人一旦迷上
了当官，就绝对潇洒不起来了。
想当官的人必须不要脸不要
皮，必须丢掉自尊和人格，必须
像李白说的那样：“折眉摧腰事
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你想
开颜，就别想当官，这个问题一

点也没得商量。李白折眉摧腰
事过权贵，写“云想衣裳花想
容”这样的肉麻诗词拍皇帝小
老婆的马屁，想借此捞个官做。
可惜皇帝不买他的账，只赐他
个翰林供奉，无职无权，形同弄
臣。这与李先生的胸襟抱负相
去太远，使他不得开心颜。于是
他满怀着牢骚，沉浸到酒乡里
去了。这既是借酒浇愁，又是装
疯卖傻。从此沾染上喝酒的坏
毛病，酒瘾养成，一天没有酒不
行了。醉着的时候渐渐地比清
醒的时候多了，由此也就进入
了潇洒状态。那些伟大的诗篇
也就写出来了。当然也没醉到

不省人事的程度。杜甫说他“天
子呼来不上船，自言臣是酒中
仙”，还是诗人的夸张，其实李
白不敢这样狂。真是天子呼他，
他不敢不上船，除非他醉得丧
失了意识。吃不到葡萄就说葡
萄酸，稍稍升华一点，就成了潇
洒的低级状态。李白比这要高
许多，因为他是天才。

阮籍在喝酒装疯方面是李
白的老师。因为魏晋之际政治
比盛唐时要黑暗许多，所以阮
籍酒精中毒的程度也比李白要
深许多。鲁迅先生在他的名著
《魏晋风度与文章及药与酒的
关系》里对阮先生的行状有精

彩的描绘，譬如一醉三月不醒，
譬如死了母亲面无悲凄之色，
照样喝酒吃肉，而当吊唁的人
走了，却大哭数声，吐血一斗。
当然他三月不醒其实是很清
醒；面无悲色其实心中很悲痛。
他的潇洒的确是装出来的，不
如此随时都有可能脑袋搬家。
在这种情况下，保命变成第一
要事，所以他不会追求虚荣，也
不会贪图名利。从这个意义上
讲，潇洒也是逼出来的。

我记得小时候曾听说一个
大年夜接穷神的故事。那时候
所有的人家都是接财神的，惟
有一个叫花子接穷神回家过
年。他想，我已经穷到沿街乞
讨了，“穷到要饭不再穷”，
大家都去接财神，留下穷神多
孤单，我就把他接回来过年
吧。于是他公然接穷神，令众
人刮目相看。他也由此进入潇
洒境界。所以，也可以说，一个
人的生活状况到了某种极端状
态，也就虱子多了不痒痒，离潇
洒半步之遥了。“孝”是儒家伦理思想的核心，

是千百年来中国社会维系家庭关系的
道德准则，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是我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之精髓。元代
郭居敬辑录古代 24 个孝子的故事，
编成《二十四孝》，成为宣扬孝道的
通俗读物。

一、孝感动天
舜，传说中的远古帝王，五帝之

一，姓姚，名重华，号有虞氏，史称虞
舜。相传他的父亲瞽叟及继母、异母弟
象，多次想害死他：让舜修补谷仓仓顶
时，从谷仓下纵火，舜手持两个斗笠跳
下逃脱；让舜掘井时，瞽叟与象却下土
填井，舜掘地道逃脱。事后舜毫不嫉
恨，仍对父亲恭顺，对弟弟慈爱。他的
孝行感动了天帝。舜在厉山耕种，大象
替他耕地，鸟代他锄草。帝尧听说舜非
常孝顺，有处理政事的才干，把两个女
儿娥皇和女英嫁给他；经过多年观察
和考验，选定舜做他的继承人。舜登
天子位后，去看望父亲，仍然恭恭敬
敬，并封象为诸侯。

二、涌泉跃鲤
姜诗，东汉四川广汉人，娶庞氏

为妻。夫妻孝顺，其家距长江六七里
之遥，庞氏常到江边取婆婆喜喝的长
江水。婆婆爱吃鱼，夫妻就常做鱼给
她吃，婆婆不愿意独自吃，他们又请
来邻居老婆婆一起吃。一次因风大，
庞氏取水晚归，姜诗怀疑她怠慢母
亲，将她逐出家门。庞氏寄居在邻居
家中，昼夜辛勤纺纱织布，将积蓄所
得托邻居送回家中孝敬婆婆。其后，
婆婆知道了庞氏被逐之事，令姜诗将
其请回。庞氏回家这天，院中忽然喷
涌出泉水，口味与长江水相同，每天
还有两条鲤鱼跃出。从此，庞氏便用
这些供奉婆婆，不必远走江边了。

关于炎帝和黄帝的传说很
多，散见于先秦的一些文献中。
直到西汉司马迁写那部伟大著
作———《史记》的时候，根据历
史和传说，五千多年前，黄河流
域的中下游的各个部落中，有
两个杰出的领袖人物，一位是
炎帝，一位是黄帝，他们率领我
们的先民在这块土地上休养生
息，进行种植、狩猎和其他生
产活动。当然，由于他们必须
经常迁徙，由于当时的物质生
产还很落后，还必须极大地依
赖直接的从自然当中汲取维持
生存的生活资料，一些部落之
间免不了发生纠纷和争斗，其
中最著名的有炎帝和黄帝、黄
帝和蚩尤的战争。战争促进了
部落的融合，也促进了不同氏
族部落的文化交流，进一步引
发了文明的创造活动。这样，就
在这块土地上诞生了古老的中
华文明。

黄帝是那个时代的英雄，
他以武力制约了炎帝的暴虐，

平定了蚩尤的扰乱，统一了远
古三大部落，成为中华民族第
一个共主。他与臣民一起播百
谷，植草木，务农桑，做衣冠，制
弓箭，造舟楫，创医学，大力发
展生产，物质文化生活发生了
一系列历史性的变化；他与臣
民一起造书契(文字)，绘图画，
作甲子( 历法) ，定算数，制音
律，在精神文化方面贡献甚巨；
黄帝还别尊卑，定礼乐，创官
制、财产、嫁娶和丧葬等制度，
在制度文化方面把我们的先民
带入了文明的门槛。因此，他被
尊为中华民族的共同祖先。

依据于右任先生的《黄帝
功德纪》一书介绍，黄帝一生的
发明创造包括衣、食、住、行、
农、工、矿、商、货币、文字、图
画、弓箭、音乐、医药、婚姻、丧
葬、历数、阴阳五行、伞、镜等，
共 20 个方面。所以，历史上把
他作为开创中华民族古代文明
的先祖，这就是今天所说的“人
文初祖”的意思。

农历九月九日，为传统的重阳节。因为古
老的《易经》中把“六”定为阴数，把“九”定为阳
数，九月九日，日月并阳，两九相重，故而叫重
阳，也叫重九，古人认为是个值得庆贺的吉利
日子，并且从很早就
开始过此节日。

九九重阳，因为
与“久久”同音，九在数
字中又是最大数，有长久长寿的含意，况且秋
季也是一年收获的黄金季节，重阳佳节，寓意
深远，人们对此节历来有着特殊的感情，唐诗
宋词中有不少贺重阳，咏菊花的诗词佳作。

今天的重阳节，被赋予了新的含义，在
1989 年，我国把每年的九月九日定为老人节，
传统与现代巧妙地结合，成为尊老、敬老、爱
老、助老的老年人的节日。全国各机关、团体、
街道，往往都在此时组织从工作岗位上退下

来的老人们秋游赏景，或临水玩乐，或登山健
体，让身心都沐浴在大自然的怀抱里；不少家
庭的晚辈也会搀扶着年老的长辈到郊外活动
或为老人准备一些可口的饮食。

尊长敬老，爱老
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
统。随着社会的不断
发展，老龄化问题已

经成为我国的社会问题。如何让这些曾经为
中国的发展和繁荣作出贡献的老人们在黄昏
暮年得到温暖受到关爱？如何让他们的子孙，
更加地爱戴、尊敬、关爱老人们？

记住：尊长敬老。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古
人云：“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行下春风有秋
雨”。为孩子们做出样子。

关心老人就是关心自己，因为你也有老
了走不动，需要你的儿女扶持你一把的时候。

临崖勒马 起死回生
念头起处，才觉向欲路上

去，便挽从理路上来。一起便
觉，一觉便转，此是转祸为
福，起死回生的关头，切莫轻
易放过。

【译文】
当心中刚一浮起邪念，便

发觉有走向物欲或情欲方面的

可能，应该立刻用理智把这种
欲念拉回正路上去，坏念头一
产生就立刻有所警觉，有警觉
就立刻加以挽救，这才是扭转
灾祸为幸福，改变死亡为生机
的重要关头，绝不可轻易放过
这至关重要的一刹那。

【赏析】
俗话说：“一失足成千古恨再

回头已百年身”。所以，自觉地遵
守道德伦理规范，控制自己的私
心邪念，是每时每刻的事情，对自
己的心灵不能有半点松懈，不然
一念之差会带来终身的祸乱。

中国古代最有名的医生扁
鹊说：“安身之本必资于食，救
疾之速必凭于。药”天下之大，
只有食物是我们每天必须的，
所以食物就是百姓的天。《黄帝
内经》中说：“毒药攻邪，五谷为
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菜
为充，气味和而服之，以补益精
气。”这表明，古人对草药和食
物的区分是很严格的。草药是
借助于其偏性以攻邪，而食物
则注重其气与味的平和来补益
精气。如果能够正确地调配食
物，不仅可以补益精气，而且可
能祛病。

中国有句古话说：“药补不
如食补”。药和食物的区别是什
么？古代的药都叫做毒，毒本身
就是草。民间有一句话叫做：
“是药三分毒”。这里“毒”指的
是药的偏性。对于食物我们用
的是它的平和之气，而对于药
我们则用的是它的偏性。

在所有的中药书中，没有
一味药可以补元气，也就是说，
只有食物可以补益元气，天天
能吃的东西可以补益我们的身
体。所以身体是健康的基础，需
要依靠每天的科学进餐。
《黄帝内经》是本奇特的

书。它讲的最多的是人为什么
会得病，而没有更多地讲药物，
并告诉大家：病的根本原因是
没有“法于阴阳，和于术数”。它
真正的意图，是让我们更多地
关注身心的修养。

健康是一个积精累气的过
程，要一点点攒起足够的精和
气，才可以供养一生的补给。

【喝绿豆羊肉汤治口腔溃疡】
绿豆芽中含有核黄素，口腔

溃疡的人很适合食用。
处方：绿豆 30 克、羊肉 12 0

克、生姜 10 片，大枣 10 个炖煮。
功效：依照此方治疗口腔炎

症、口疮、口腔溃疡，百发百中。既
享口福，又有神奇疗效。用过的都
说比吃药、打针、挂吊瓶管用。

药理：据中药学典籍记载，绿
豆能化解草木金石之毒，清热解
毒。姜有发汗解表，温中止呕功
效。俗话说：“冬吃萝卜夏吃姜，不
用医生开药方”。大枣多糖有免疫

兴奋和抗氧化作用，是补气生血
的主要活性成分。羊肉不同搭配
有不同功效，多以补药或辅助材
料应用于药膳。

绿豆芽还富含纤维素，是便
秘患者的健康蔬菜，有预防消化
道癌症( 食道癌、胃癌、直肠癌) 的
功效。

【吃猪肺治慢性咳嗽】
猪肺一个，萝卜五厘米厚一

块、杏仁八克，加水煮熟，即可食
用。

中医上有“吃什么补什么”的
说法，也就是胃不好的人，就食用

动物的胃来治疗，肺不好就用动
物的肺，这里用猪肺来恢复肺部
的机能，达到治疗因肺部衰弱引
起的咳嗽，此乃长年经验积累的
结果，如果因肺部衰弱而常患感
冒，则可安排在日常三餐中服用，
可以使肺部恢复它原有的功能。
【日久不愈的感冒怎样治】
验方一：荠菜五百克切成适

当长度，豆腐半块切成三四块，老
姜九克切片，咸橄榄四个与一杯
半的水，共放入锅内煮，煮好后，
残渣沥出，趁热喝下，多穿衣服或
盖上棉被休息，身体出汗即愈。

验方二：如果伴有原因不明
的高热时，将竹叶菜一至二两、淡
竹叶一两，水煎服，这是一日的分
量，分二至三次服下。

验方三：喝鸡蛋酒也有很好
的效果，鸡蛋含有免疫体的物质，
而酒精则具有轻微麻痹作用及解
热作用。

验方四：牛蒡擦碎，掺和开
水，在其榨汁中放入蜂蜜适量，即
可服饮。

验方五：将糙米炒过后，加入
橘子皮、香蕈、老姜，再行煎服后，
服下即愈。

一忌多多益善。任何补药
服用过量都有害。认为“多吃补
药，有病治病，无病强身”是不
科学的。过量进补会加重脾胃、
肝脏负担。在夏季里，人们由于
喝冷饮，常食冻品，多有脾胃功
能减弱的现象，这时候如果突
然大量进补，会骤然加重脾胃
及肝脏的负担，使长期处于疲
弱的消化器官难于承受，导致
消化器官功能紊乱。

二忌以药代食。重药物轻
食物的做法是不科学的，许多
食物也是好的滋补品。如多吃
荠菜可治疗高血压；多吃萝卜
可健胃消食，顺气宽胸；多吃山
药能补脾胃。日常食用的胡桃、
芝麻、花生、红枣、扁豆等也是
进补的佳品。

三忌越贵越好。每个人的
身体状况不同，因此与之相适
应的补品也是不同的。价格昂
贵的补品如燕窝、人参之类并
非对每个人都适合。每种进补
品都有一定的对象和适应症，
应以实用有效为滋补原则，缺
啥补啥。

四忌只补肉类。秋季适当
食用牛羊肉进补效果好。但经过
夏季后，由于脾胃尚未完全恢复
到正常功能，因此过于油腻的食
品不易消化吸收。另外，体内过
多的脂类、糖类等物质堆积可能
诱发心脑血管病。食补中不应忽
视蔬菜，它可以为人体提供多种
维生素和微量元素。

地老虎有哪几种？有什么
习性？怎样危害农作物？
蛴螬有哪几种？有什么习性？
怎样危害作物？蝼蛄有哪几
种？有什么习性？怎样危害作
物？金针虫哪几种？有什么习
性？怎样危害作物？
防治玉米地下害虫？
玉米地上害虫有哪几
种？怎样危害玉米？ 防治
玉米地上害虫？
怎样预防和救治玉米的冻
害(霜害)或冷害？
为防止玉米霜害冷害的发
生，最有效的方法是什么？
怎样预防和救治玉米的雹
害？
怎样预防与救治玉米药害
和肥害？
什么是空气污染？对玉米
有哪些伤害？
什么是酸雨？对玉米有哪
些伤害？
怎样预防和救治酸雨、空
气污染对玉米危害。
怎样提高玉米单位面积产
量？
大蒜播种时，蒜种应该怎
样进行处理？
栽种大蒜，应该怎样进行
肥水管理？
大蒜的生长发育有何特
点？为什么要使用“天达-
-2116 ”？
种植大蒜应该怎样使用
“天达— 2116 ”？
大蒜的主要病害有哪些？
应该怎样进行综合防治？
洋葱有那些种类？
洋葱什么时候播种？播前
应该怎样进行种子处理？
怎样培育壮苗？
怎样防止洋葱冻害？
栽种洋葱应该怎样进行肥
水管理？
洋葱为什么会发生先期抽
薹现象？怎样防止？
洋葱常见病害有哪几种？
怎样防治？
洋葱常见的虫害有哪几
种？怎样防治？
生姜有哪些类型与代表品
种？
生姜的生长发育和根茎形
成分几个时期？各时期的
管理中心是什么？
怎样选择种姜？生姜应该
怎样进行肥水管理？
什么是姜瘟病？怎样防治？
什么是生姜斑点病？怎样
防治？
什么是生姜炭疽病？怎样
防治？
生姜常见虫害有哪些？怎
样防治？
目前生产栽培中经常选用
的马铃薯新品种有哪些？
马铃薯的种薯如何打破休
眠？怎样对块茎进行催芽？
马铃薯的需肥规律是什
么？怎样促进马铃薯对肥
料的吸收？
怎样搞好马铃薯幼苗期的
管理？
怎样预防和缓解早春马铃
薯冻害？
怎样搞好马铃薯结薯期的
管理？
防治马铃薯病毒病。
防治马铃薯环腐病。
防治马铃薯块茎蛾。
怎样防治马铃薯瓢虫？
怎样防治马铃薯根节线
虫？
怎样进行甘薯温汤浸种？
怎样进行甘薯苗床炼苗？
怎样提高甘薯苗床出苗数
量？
“天达 2116 ”，在甘薯上怎
样使用效果更好？
甘薯翻蔓好不好？怎样控
制甘薯茎叶徒长？
怎样促进甘薯块根的迅速
膨大？块茎迅速膨大期应
怎样管理？
甘薯苗期主要虫害有哪
些？怎样防治？

(未完待续)

莫言杂文精选—花子潇洒接穷神

二十四孝

食 物 和
药 的 区 别

炎
黄
二
帝

我们也有老的时候

名 言 鉴 赏

百合：有补肺、润 肺、清心
安神、消除疲劳功效。莲子：能
祛余暑，滋补强身。山药：适用
范围广，不论男女老幼、体健体
弱，都可食用。白扁豆：煮粥或
煎汤服，可健脾胃、增食欲。藕：
熟藕能健脾开胃，适宜秋天进
补。牛羊肉：秋天食用牛羊肉可
温补气血。栗子：有健脾养胃、
补肾强骨的作用。红枣：红枣能
滋阴润燥、益肺补气。

人参、燕窝等高档的滋补
品并非适合所有的进补者，这
类补品最好在医生的指导下服
用。秋季宜多吃滋阴润燥的食
物。如银耳、芝麻、乌骨鸡、猪
肺、豆浆、蜂蜜等。常吃这些食
物，能防止秋燥伤身。此外，奶
制品、豆类及新鲜蔬菜、水果均
宜多吃，这些食物含有丰富的
碳水化合物、蛋白质及多种维
生素，是很好的进补品。

有关专家建议，对于老年
人和体质虚弱的人来说，要根
据身体情况确定进补方法，切
勿盲目进补。选择食品、药品
前，可向专业医师咨询。

医生提示，由于夏季吃凉冷
食品较多，初秋时人的脾胃尚未
完全恢复，因此不宜食用过于油
腻的食物。秋天气温干燥，人容
易上火，因此秋季饮食还要少
葱、姜、蒜、椒等辛辣食品。

民 间

小 药 房

民间小偏方

让小病小灾不出家门自己能治

*打药就加天达有机硅——— 超级展扩剂、增效大将军。节水、省药、省工、省力。下雨无需再重喷。广泛用于杀虫剂、、杀菌剂、灭生性除草剂、叶面肥等农用化学品的添加喷雾。

在《黄帝内经》中，只有 13
个药方，而且都是很简单
的方子。它真正的意图是
让我们更多地关注身心的
修养，而不是要太过分地
依赖药物。

秋季进补
吃什么

秋季进补
要“四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