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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遗

“唯唯诺诺”这个成语的意思，各种

成语辞典的解释都是：顺从而无所违逆。

与“俯首帖耳”“唯命是从”“唯命是听”等

成语词义相近。但是“唯唯诺诺”为什么

会有这样的意思，各种辞典都没有解释

这个成语的语源。原来，这个成语所反映

出来的，乃是古代男子对尊长呼召而应

答的两种声音，即“唯”和“诺”。

《礼记·曲礼上》篇中有这样的规

定：“父召无诺，先生召无诺，唯而起。”

意思是说：父亲召唤的时候，不可用

“诺”来应答；先生召唤的时候，也不可

用“诺”来应答。父亲和先生召唤的时

候，都应该用“唯”来应答，同时要站起

身来。《礼记·玉藻》篇中同样规定：“父

命呼，唯而不诺。”

“唯”和“诺”到底有什么区别呢？东

汉学者郑玄注解说，“唯”和“诺”都是应

答之辞，但“唯恭于诺”。唐代学者孔颖

达则进一步注解说：“古之称唯，则其意

急也。”用“唯”来应答，语气短促，就像急

着应答父亲和先生的召唤一样。因此著

名文献学家张舜徽先生在《说文解字约

注》一书中概括说：“此盖少者幼者应对

之礼，故古人重之。”

而“诺”呢，孔颖达注解说：“其称诺，

则似宽缓骄慢。”用“诺”来应答，语气宽

缓，因而显得骄慢。张舜徽先生概括说：

“盖应答之声，唯速而礼恭，诺缓而意

慢。”事实也正是如此，“诺”一般用于尊

对卑的场合，《战国策·赵

策》中的名篇《触龙说赵

太后》一文，触龙向赵太

后进言之后，赵太后回

答道：“诺，恣君之所使之。”即为明证。

《礼记·曲礼上》篇中还有这样的规

定：“毋践屦，毋踖席，抠衣趋隅，必慎唯

诺。”这是讲的客人进入主人家的礼节。

“屦”是用麻或葛制成的鞋子，“踖”是践

踏之意。古人进门必脱鞋，客人到主人

家，进门前要先观察一下别的客人脱下

的鞋子，以免踩到；进入自己坐席的时

候，不能直接跨过去就坐，而是应当提

起下衣，从坐席的下角慢慢走向坐席，

再往前坐下；坐下之后，不能自己先说

话，要根据主人的问话谨慎地“唯诺”，

也就是视具体情况而用“唯”或者用

“诺”来应答。这一记载说明，“诺”也可

以用于平辈之间。

这就是“唯”和“诺”作为应答之辞的

区别：唯恭于诺。而“唯唯”“诺诺”连用，

可想而知乃是连声应答之辞，更加显得

恭敬而顺从。司马相如的名篇《子虚赋》

中，齐王让子虚描述一下楚国大泽的见

闻，子虚就用“唯唯”应答，这是臣子表示

对国君的极度恭敬和顺从。《史记·商君

列传》中则有“千人之诺诺，不如一士之

谔谔”的谚语，“谔谔”是形容直言不讳的

样子，针对的是千人连声应答的情形。

这就是“唯唯诺诺”这个成语之所

以可以用来形容顺从而无所违逆的缘

故。需要说明的是，“唯”和“诺”都是古

代男子的应答之辞，女子的应答之辞则

是“俞”。《礼记·内则》篇中规定：“能言，

男唯女俞。”这是说，小孩子会说

话的时候，要教他们应答尊长的

礼节之辞，男孩子用“唯”来应

答，女孩子用“俞”来应答。

周恩来：“四菜一汤”招待冰心夫妇
据1954年至1964年负责周恩来总

理住地（中南海西花厅）保卫工作的中央

警卫团3中队中队长阎国英回忆：为了

减轻国家负担，周恩来在家请客吃饭，是

私事的，都是自己拿钱；是公事的，由炊

事员到大食堂领来油、肉、菜自己做，而

用不完的油、肉也不允许留在家里，由炊

事员送回大食堂。

1952年初夏，周恩来邀请冰心夫妇

到西花厅做客，并共进晚餐，他们吃的

是“四菜一汤”，唯一的好菜是一盘炒鸡

蛋。冰心后来回忆说：“这使我感到惊

奇和高兴。惊奇的是总理的膳食竟是

这样的简单，高兴的是总理并没有把我

们当外人。”

钱学森：科学家有祖国
新中国成立后，师从冯·卡门教授的

钱学森一心想回国。面对冯·卡门教授的

挽留，他说：“我是一个中国人，我深深地

爱着我的祖国。‘科学没有国界，科学家有

祖国’。如果在这里工作，我的良心不安，

请老师理解。”尽管教授舍不得爱徒，但他

最后选择了理解。最后，历尽艰难，钱学

森回到了祖国。

陆荣廷：与张作霖比伤
旧桂系军阀领袖陆荣廷的看家本领

是枪法异常准，他成神枪手，全在于苦

练。他每天起床后至少要练三枪，同时要

求家人无论男女都要学习练枪，还定下规

矩每周进行一次射击比赛，射中靶心者获

五块大洋，未射中者则罚下厨三天。陆荣

廷后来打枪几乎不用瞄准，全凭感觉，随

手一甩，目标应声而倒。

1906年6月，岑春煊向清政府保荐陆

荣廷去日本考察军事，在日本军校做旁听

生。他根本不是读书的料，收获不大，但

他课间表演的射击绝技却声震东瀛。

一次国会议员在北京开会，研究南北

议和。作为南、北方军阀的陆荣廷、张作霖

被邀出席。当时两人各霸一方，时人称为

“南鹿（陆）北獐（张）”。会议期间，国会议员

请陆、张二位献技以饱眼福。时值天空有

鸟飞过，陆举枪便打，飞鸟应声落地。正当

大家惊叹之时，陆又甩手向空中打了两

枪，众人见再无鸟儿落下，心想老帅也有

失手的时候呀！张作霖指给大家看——

原来两根电话线被打断了。

轮到张作霖，他的拿手本领是马上功

夫身手不凡，但附近没有马匹。张作霖忽

生奇想，说要和陆老帅比赛“看谁带彩（受

伤）最多”。二人当即脱衣扯裤，让人从头

至脚点数伤疤，结果点出陆荣廷身上有伤

痕26处，张作霖有24处。张自叹不如，连

呼陆为大哥。

许绅：救了皇帝却被吓死的太医
嘉靖二十一年（1542），嘉靖皇帝差

点被一群宫女勒死，身为太医院“院长”

的许绅被叫来急救。许绅发现嘉靖帝并

没有死，只是受到惊吓，赶忙调了一剂

“峻药”，辰时（早上7时）给嘉靖帝灌下，

未时（下午1时）嘉靖帝喉间发出了声

音，排出淤血后便醒了过来，随后又吃了

几剂药就好了。

对于救命恩人，嘉靖倒也不含糊，给

许绅加太子太保衔，封礼部尚书，并给予

丰厚的物质赏赐。结果许绅却无福消受，

没几天就病倒了，他说：“当时宫中事发，

药没效果我必然没命，所以惊吓过度，我

的病是用药物治不好的。”果然，没几天他

就去世了。

“唯唯诺诺”原是古人应答的声音
许晖

语词精奥

每年公历4月19日至21日，太阳
运行到黄经30度时便交谷雨节气。
关于“谷雨”的含义，《月令七十二候集
解》云：“自雨水后，土膏脉动，今又雨
其谷于水也。雨读作去声，如‘雨我公
田’之雨。盖谷以此时播种，自上而下
也。”这里认为谷雨的“雨”字应该读去
声，意为：谷物此时播种，自上而下，好
像下雨一样。不过，更多的人将这个
节气解释为谷物得到雨水而生长，所
谓“谷雨，谷得雨而生也”。
谷物生长离不开水，随着天气的进

一步变暖，雨水进一步增多。我国南方
大部分地区东部常年4月下旬雨量约30
至50毫米，每年第一场大雨也一般出现
在这段时间。此时节，烟雨蒙蒙、细雨
霏霏的阶段即将过去，雨变得有力起
来，都成为清晰的点点滴滴。因此，谷
雨或许也具有“雨如谷粒”的含义。

从雨水节到谷雨节，雨在春天经
历了自己的成长。

清明高粱谷雨谷

谷雨时节，“萍始生”“鸣鸠拂其
羽”“戴胜降于桑”。浮萍开始生长；
催耕的布谷鸟扇动自己的羽毛，布谷
布谷地叫着提醒人们开始播种；“织
鸟”戴胜鸟也出现在桑树之上，提醒
人们及时采桑养蚕、开动织机，谷雨
奏响的是一首生机盎然、明快欢乐的
田园交响曲。

谷雨是多种农作物下种的重要时
节。“清明江河开，谷雨种麦田”“清明
高粱谷雨谷，立夏芝麻小满黍”“谷雨
天，忙种烟”“过了谷雨种花生”“苞米
下种谷雨天”等农谚都说明了这一
点。此时种棉花种红薯，也恰逢其时，
因为“谷雨种棉花，能长好疙瘩”“谷雨
栽上红薯秧，一棵能收一大筐”。如果
谷雨下雨那就更好了，所谓“谷雨有雨
棉花肥”“谷雨有雨好种棉”。

人们也在谷雨时节观察庄稼的
长势。冬小麦是中国重要的农作物，
古人认为它“秋种冬长，春秀夏实，具
四时中和之气，故为五谷之贵”，因此
格外关注它的生长，所以有很多农谚
描述小麦在不同气节的生长状况，如
“谷雨麦怀胎，立夏长胡须”“谷雨打
苞，立夏龇牙，小满半截仁，芒种见麦
茬”。谷雨正是挑旗、打苞之时。

进入谷雨，耕牛越发繁忙起来，
在湖南醴陵，人们通常让牛在谷雨日
休息一天，谚云“牛歇谷雨人歇灶”，
是对牛的尊重，也是对牛的感恩。

江南多种茶，此时节开始采摘炒
制谷雨茶。茶的品质、价格与采茶时
间密切相关，“早采三天是个宝，迟采
三天成叶草”，因此采茶时节，茶农起
早贪黑，格外辛劳。正是这些辛劳，
成就了茶的清香。

谷雨三朝看牡丹

谷雨是春季的最后一个节气，虽
然北方个别地区仍不免春寒料峭，但
我国大部分地方的春色已经十分浓
郁。此时人们依然保留着探春赏春

的雅兴，但争春的桃李已经凋谢，牡
丹与芍药正领风骚。

牡丹号称花王、国色天香。明代
李时珍《本草纲目》载：“牡丹虽结籽而
根上生苗，故谓‘牡’，其花红故谓
‘丹’。”根据学者研究，牡丹原产于我国
长江流域和黄河流域的山间或丘陵中，
因其颇具药用价值和观赏价值而受到
重视，由野生变为家养，至少已有1500
多年的历史，种植范围也越来越广，尤
以鲁、豫、皖、湘、甘、陕、川等省为盛。
山东菏泽、河南洛阳、安徽亳县、四川彭
州等处更是欣赏牡丹的胜地。
“谷雨三朝看牡丹”。牡丹一般在

谷雨时节开放，所以又名“谷雨花”。牡
丹花形硕大，雍容华贵，大雅脱俗，香气
馥郁，美妙绝伦，足以冠压群芳，所以明
人冯琦称赞说：“春来谁作韶华主，总领
群芳是牡丹。”文人为其折服，写诗吟
咏，民间更将其视为富裕、华贵、幸福、
美好的象征，许多吉祥画都以牡丹为主
角，借以表达富贵美好之意。

早在隋唐时期，赏牡丹就已蔚然
成风。白居易诗“花开花落二十日，
一城之人皆若狂”，刘禹锡诗“唯有牡
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都描状
了牡丹如何牵动着唐代人的脚步和
目光。此后历朝历代这一风气都绵
延不绝。今天，赏牡丹依然是春季重
要的花事活动。

牡丹花事未了，芍药又登上春之
舞台。芍药别称“花仙”“花相”，虽不
及牡丹雍容大气，但也娇美动人，温
柔可爱，唐朝诗人王贞白甚至有诗
赞：“芍药承春宠，何曾羡牡丹？”

芍药花开时，已然是“落尽千花
飞无絮”，春天就要转身远去了，所以
芍药又称为将离、离草、殿春。人们
珍惜春天，难舍难分，春天则用最华
美的篇章跟人们说再见。

手持七星剑 单斩蝎子精

谷雨天已转暖，各种动物十分活
跃。具有冬眠习性的蝎子，通常此时
出蛰。蝎子是一种有毒的节肢动物，
成年蝎形如琵琶，昼伏夜出。大多数
蝎子的毒素足以杀死昆虫，对人虽没
有致命危险，但也会引发剧烈的疼
痛。所以民间将其视为“五毒”之一，
是驱禁的对象。

谷雨禁蝎是普遍流行的习俗，最
常见的做法是在墙壁上贴符。山西
灵石、翼城一带，禁蝎符上多书写“谷
雨三月中，老君下天空。手持七星
剑，单斩蝎子精”，或是“谷雨日，谷雨
时，口念禁蝎咒，奉请禁蝎神，蝎子一
概化灰尘”，粘贴于墙壁。陕西凤翔
一带的禁蝎咒符，以木刻印制。画上
印有咒符，并有“谷雨三月中，蝎子逞
威风。神鸡叼一嘴，毒虫化为水”等
字样。画面中央是雄鸡衔虫，爪下抓
一只大蝎子。赵秦原在《河东民俗
——贴谷雨帖》里回忆，20世纪30年
代在小学读书时，每年到谷雨节前，
大家都会在课余时间画谷雨帖。谷
雨帖一般宽3寸，长5寸，也有四六
开、五七开的，特点是诗画相配，上半

部分为文，例如，“谷雨三月中，蝎子
到门庭，我家大公鸡，专吃害人精”，
又如，“谷雨谷雨，蝎子哭哩。哭的为
何？公鸡吃哩”，等等。下半部分是
画，其内容是雄鸡啄吃蝎子，有的还
涂上色彩。画好之后，在谷雨这天，
家家户户门上贴一张。该文还提到，
有一年谷雨，闻喜县城里的日本鬼子
忽然发现一夜之间家家户户的门上
都贴上大红公鸡啄食蝎子的帖子，认
为大公鸡象征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
人民，土黄的蝎子是日军，一时间谷
雨帖成了共产党、八路军号召人民消
灭日寇的宣传画。

谷雨祭神祭海忙

在我国一些地方，谷雨有着隆重
的祭祀活动，颇值一提。

1.祭仓颉

“谷雨祭仓颉”，是陕西白水县的
习俗活动。传说仓颉造字成功，“天雨
粟，鬼夜哭”。当时正值旱灾，百姓流
离失所，从天上降下的谷子救了众生
性命。人们感念仓颉的功德，在他死
后，将其安葬在白水县史官镇北，与桥
山黄帝陵遥遥相对，所谓“雨粟当年感
天帝，同文永世配桥陵”。人们还在仓
颉陵西侧修了仓颉庙，每年谷雨节加
以祭祀。久而久之，形成庙会。庙会
期间，人们从四面八方赶来，举行隆重
庄严的祭祀仪式。过去，谷雨庙会由
白水县洛河以北的百十个村子成立的
十大社轮流主持操办。庙会前半个月
是清明节，十大社的社长来庙聚会，为
仓圣扫墓，并商量当年庙会的过法，为
庙会做好初步的准备。之后，会清扫
庙宇并进行装饰。谷雨前两天，执事
村到庙中请仓颉神像到村中，并为其
唱一天两夜的大戏。
谷雨日举行祭神大典。仪仗队伍

浩浩荡荡，十六支三眼枪在前鸣放开
道；十面龙凤飞虎旗、十二面五彩旗、
八面开道锣、一副回避肃静牌以及各
种武器紧随相跟,还有万民伞、仓圣神
楼以及各种供品。大典上要演迎神
戏，并上香祭酒，向神灵三叩九拜。庙
会期间，还有各种商业贸易和文娱活
动。人们在这里看社火、品小吃、听秦
腔，为当年的农忙储备着力量。

仓颉庙会是兼具信仰、商贸、娱乐
等多种功能的综合性庙会，具有很强
的影响力。庙会期间，虽然人员混杂，
但基本安全。其原因是当地人都知道
“吃了仓圣一粒米，祖祖辈辈还不起”，
所以一定要遵纪守规，不做坏事。

2.祭茶祖

中国是茶的故乡，种茶、用茶的
历史源远流长，茶文化发达，并对其
他国家和地区产生了巨大影响。陆
羽《茶经》指出：“茶之为饮，发乎神农
氏。”2009年4月10日，由湖南省人民
政府和中国国际茶文化研究会等联
合主办的“2009中华茶祖节暨祭炎帝
神农茶祖大典”在炎陵县炎帝陵举
行，并发布了《茶祖神农炎陵共识》：
公认炎帝神农氏是“茶祖、茶叶始
祖”，茶祖神农文化是五千年中华茶

文化的源头，是中华民族文化重要组
成部分，正式确立每年谷雨节为“中华
茶祖节”。自此，中华茶祖节成为茶界
一年一度的盛事。

3.祭海

俗话说“骑着谷雨上网场”。谷雨
时节，春海水暖，百鱼上岸，正是开始
下海捕鱼的好时候。渔民常常在此时
祭神，以求收获满满，出入平安。山东
荣成一带就在谷雨日这天举行祭祀活
动，从而形成盛大的谷雨节，也被视为
渔民出海捕鱼的“壮行节”。

传统社会，捕鱼工具控制在渔行
手中，渔民受雇于渔行，所以渔行通常
是活动的主办者，举行祭船、祭海、祭
海神、犒劳渔民的活动。节前备好祭
品，通常包括带皮蜕毛、用腔血抹红的
肥猪一口，饽饽十个，营口高粱烧一
缸，香烟鞭炮一宗，届时，摆好供品，焚
香鸣鞭，面海跪祭。祭毕，在沙滩上铺
上门板，渔行老板和渔民席地而坐，共
食祭余。出海多有不测风云，此时渔
民的母亲、妻子往往心情沉重。在渔
民祭海后出海前，她们会默默将一个
白面捏就并已蒸熟的小兔子放进儿子
或丈夫的怀里，意思是天无绝人之路，
打不着鱼没关系，海里不给吃的，就上
山去找，只要平安归来就好。新中国
成立后，渔行失去支配地位，谷雨节大
规模的祭拜活动一度消失，但祭船聚
餐的活动仍然继续。1991年，政府在
传统基础上开办了首届渔民节，于当
年谷雨日在石岛管理区大鱼岛村拉开
帷幕。2008年8月，荣成市渔民节入选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并更名为
“渔民开洋谢洋节”，这不仅提升了当
地对谷雨祭海的热情，也引起了更多
外地人的浓厚兴趣。

品尝百谷美味时

“雨前香椿嫩如丝”，谷雨前后正
是香椿上市的时节。香椿被称为“树
上蔬菜”，是香椿树的嫩芽，具有提高
机体免疫力、健胃、理气、止泻、润肤、
抗菌、消炎、杀虫等多种功效。将新鲜
香椿用开水焯烫 10到 15秒，捞出沥
干、切碎，放入大碗中，加入盐、香油，
或加一些切碎的肉丁，拌匀即可。鲜
嫩翠绿，养眼养神也养胃。香椿芽也
可炒鸡蛋、炒虾仁、拌豆腐，还可以裹
上鸡蛋糊炸成椒盐香椿鱼，满满都是
春天的味道与气息。除了香椿芽，牡
丹花芍药花也可食用。明代《遵生八
笺》载：“牡丹新落瓣亦可煮食。”现在
的人们将牡丹花瓣、芍药花瓣与鸡蛋
面粉混合，用油炸成薄饼，堪称美味。
“阳春三月试新茶”。清明时节采制

的明前茶和谷雨时节采制的雨前茶，都
是一年之中的茶之精品。色泽翠绿，叶
质柔软，富含多种维生素和氨基酸，香气
怡人，具有生津止渴、清热解毒、祛病利
尿、消食止泻、清心提神的功效，可以有
效清除谷雨时节滋生的湿热。谷雨品新
茶，传统悠久，相沿成习。早在唐代，诗
人陆希声就为谷雨茶写下诗篇：“二月山
家谷雨天，半坡芳茗露华鲜。春醒酒病
兼消渴，惜取新芽旋摘煎。”

湖南不少地方有喝谷雨擂茶的习
俗。谷雨这天，人们早早上山采来新
鲜的茶叶，用大米、花生、芝麻、生姜等
擂制成擂茶，甜润在口，余味无穷，更
有延年益寿的功能。俗话说：“喝了谷
雨擂茶，饿死郎中他爸。”擂茶不光一
家人喝，还讲究亲朋好友、街邻四坊一
起喝，大家边喝边聊，既享了口福，又
感受了人间的温情。

此时的水果，在南方，樱桃能够上
市，在北方则有桑葚。欧阳修《再至汝
阴》诗云：“黄栗留鸣桑葚美，紫樱桃熟
麦风凉。”黄栗留即黄鹂。《燕京岁时
记·黄鹂》记载：“黄鹂既鸣，则桑葚垂
熟，正合今京师节候。”黄鹂啼鸣，桑葚
成熟，过了谷雨，就立夏了……

谷
雨

雨生百谷
花开富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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