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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遗

由嘴和牙（舌）组成的中国民间

俗语数量极多，比如：红口白牙，红口

白舌，赤口白舌，红嘴白牙，空口白

牙，赤口毒舌，等等。还有包括唇、齿

系列在内的成语或日常俗语，深刻地

反映了言语活动在人们日常生活中

的重要作用。

南宋吴自牧所著《梦粱录》载：“（五

月）杭都风俗，自初一日至端午日……

以艾与百草缚成天师，悬于门额上，或

悬虎头、白泽，或仕宦等家以生朱于午

时书‘五月五日天中节，赤口白舌尽消

灭’之句。此日采百草或修制药品，以

为辟瘟疾等用，藏之果有灵验。”

端午节又称“天中节”。古人认为

五月是毒月，端午后天气转热，而端

午这一天是阳气最盛的一天，所以要

蓄药以辟除毒气。自古以来，端午节

的风俗极多，吴自牧所记乃是杭州城

的习俗。“白泽”是传说中的神兽，和

虎头一起悬挂。“赤口”本来指善于进

谗言诋毁别人的小人之口，比如陆游

有诗“赤口能烧万里城”，后来就把主

口舌争讼的恶神称作“赤口”或“赤口

白舌”。随宋室南渡的诗

人储泳在《祛疑说》中

载：“赤口，小煞耳。人或

忤之，率多斗讼。”

与吴自牧同时期的周密所著《武林

旧事》也有类似的记载：“（端午）又以青

罗作赤口白舌帖子，与艾人并悬门楣，

以为禳禬。”“青罗”指青色的丝织品，

“艾人”是用艾草扎成的草人，“禳禬”指

为消灾除病而举行的祭祀。

端午节祈祷“赤口白舌尽消灭”，不

仅意味着将此恶神阻挡在外，同时也意

味着祈祷家人不要互相争吵，避免恶毒

的言语之争。“赤口白舌”即是嘴、牙系

列俗语的最初形态，既为端午节的风俗

所专用，因此又转化为以上所列举的其

他各种形态。但不管怎么转化，嘴（口）

仍然用“赤”或“红”来形容，舌（牙）仍然

用“白”来形容，亦为真实写照。即使是

直到今天还在广泛使用的“空口白牙”

一词，“空口”仍然由“赤口”转化而来，

因为“赤”本来就有空、尽的意思。

如同“赤口白舌”一样，这一系列转

化而来的俗语都是贬义词，核心的贬义

成分即说瞎话，胡言乱语。比如《红楼

梦》第九十八回《苦绛珠魂归离恨天

病神瑛泪洒相思地》：“宝钗道：‘果真

死了，岂有红口白舌咒人死的呢！’”今

天，与嘴、牙有关的这一

系列日常俗语还是这样

的用法，核心的贬义成分

从来没有改变过。

董必武：公私分明
1954年，董必武率领党政代表团去

东欧访问。临行时，他15岁的儿子对随

行的工作人员说想要一台照相机。这位

同志出国后和使馆的同事聊天时顺便提

了一嘴，使馆的同事当真给买了一台。

回国后，董必武见孩子摆弄照相机

才知道这件事，立即让秘书带上照相机

和相当于照相机市价的钱款到外交部

去做检讨，请外交部决定是留照相机还

是留钱款。外交部的同志深知董必武

的脾气，知道他一贯公私分明，就留下

了照相机。

《丢手绢》：诞生于延安保育院
“丢，丢，丢手绢，轻轻地放在小朋友

的后面，大家不要告诉他，快点快点捉住

他，快点快点捉住他……”《丢手绢》这首

经典儿歌诞生于抗战时期的延安保育

院。“天毛毛（蒙蒙）亮，这一长列五十孔

石窑洞的大院落，就显得十分喧闹——

孩子们醒来了。刚敲过起床钟，阿姨

们都赶来给他们穿衣服。当阿姨们挨

近床边时，她们应接不暇地握着很多

的小手——在我们这里，一天的生活是

这样开始的。”保育员鲍侃这样记录延安

第一保育院的清晨。

鲍侃1939年来到延安，先后在抗大

和中国女子大学学习。丢手绢是那时孩

子们常玩的游戏，一般是阿姨带着孩子

们拍手。能歌善舞的鲍侃就编了几句简

明、童真的歌词，伴着节奏唱出来。孩子

们一学就会，很快就流传开来。孩子们

的歌声偶然被作曲家关鹤岩听到并给其

谱了曲，旋律变得更加朗朗上口。从此，

《丢手绢》成了几代人的童年记忆。

范孟端：假冒官员5天被揭穿
至元五年（1339）十一月，河南有一

个叫范孟端的小吏，郁郁不得志，有一日，

他在墙上题了一首诗：“人皆谓我不办事，

天下办事有几人？袖里屠龙斩蛟手，埋没

青锋二十春。”后来，他居然假传圣旨，杀河

南行省平章，自命河南都元帅。为防事情

走漏，他将底下所有衙门的官印收缴上来，

又派出军队找借口封城。

不过，这场闹剧只维持了五天，一个叫

冯二舍的小官想巴结他，范孟端喝醉了，冯

问他：“能不能引见我见见钦差大人？”喝醉

的范孟端，开始口不择言：“何者为钦差？

我便是也。”冯发觉不对，趁范外出时，向他

的上级镇抚司汇报范孟端可能是假使者的

情况，范和他几个同伙才被扑杀。

汉代：也有“方便饭”
汉代有一种叫“糗糒”的主食，其实就

是晒干了的熟米饭，也是古代的“方便饭”，

吃的时候用水或汤泡一泡。这种干饭以易

于保存、随取随食、携带方便的特点，受到

草根阶层的普遍欢迎，然而上流社会认为

糗糒难登大雅之堂，抱有鄙夷的态度。西

汉末年，一代枭雄隗嚣因为吃了糗糒，羞愤

而死。北魏贾思勰的《齐民要术》中，专门

介绍了糗糒的制作方法。

汉代还有一种叫“麦饭”的饭食，是由

蒸熟的不脱壳小麦制作的。为了吃完这碗

饭，古人把麦饭和汤一起吃，所谓“原汤化

原食”。当时，主人是不能用麦饭招待客人

的，那是对客人的不敬。

苏格拉底：趣事妙语
哲学家苏格拉底的太太性格十分凶

悍，有一次，苏格拉底正在和学生们讨论学

术问题，互相争论的时候，他的太太突然大

发脾气，把苏格拉底大骂了一顿。骂完依

然不解气，又到房屋外打了一大桶水，提进

屋里，往苏格拉底的头上一顿猛浇，这才勉

强消了气。

被妻子浇成落汤鸡的苏格拉底挠了挠

头，又梳理了一下头发，笑着说：“没事的，

没事的，一般打雷之后，必定会有暴雨袭

来，这是自然法则。这次的事，也证明了这

是真理。”

“红口白牙”为何比喻说瞎话
许晖

王爱军

语词精奥

以修身
宁静方能致远
静

诸葛亮在《诫子书》中说：

“夫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

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

静无以致远。”他告诉我们，成

为君子的方法，在于修身养

德。修养的方法，首先要淡泊

寡欲，名利之心轻了，贪奢之欲

少了，就不会患得患失，内心自

然就趋于平静。静是一种腹有

诗书的气质，更是一种修养身

心的方法。只有使心静下来，

远离热闹与喧嚣，方能专心致

志，行稳致远。静以修身，对今

天的从政者来说依然是一个重

要的课题。

● 静以明志 戒浮去躁
涵养圣人君子的人格

《大学》中指出修身的路径：“知止而后有定，定
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
朱熹对此的解释是“止者，所当止之地，即至善之所
在也。知之，则志有定向”“静，谓心不妄动”，意思
说，知止即止于至善，也就是把至善作为修养的最
高目标。明确了这个目标才能志向坚定，志向坚定
了才能心不妄动，心不妄动才能安于处境；安于处
境，才能虑事周详；虑事周详，才能有所收获。从这
段论述中可以看出，古人修身以明志为前提，以静
心为关键，按照这个先后顺序进行学习、修养，才能
顺应规律，使自身的学识、品格不断趋于完美。

曾国藩被后世奉为“千古第一完人”，青年毛泽东
曾评价说：“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大凡这种超凡
脱俗的人，人们都会习惯性地给他冠以天才的头
衔。但曾国藩却恰恰相反，他资质平平，仅一个秀
才就考了7次，直到23岁才考中。之后又在4年里
参加了3次会试，才以倒数第二名的成绩幸运地搭
上了进士的末班车。中了进士，曾国藩依然与凡人
无异，在京城的头两年，每天基本上都是与朋友交
际应酬，尽情吃喝玩乐，甚至染上了一些恶习，荒废
了大好时光不说，还因为疲于应酬，把身体搞垮了。

曾国藩也很苦恼，幸运的是，他遇到了当时的理
学大师唐鉴。唐鉴指出他的问题就在于浮躁：“若不
静，省身也不密，见理也不明，都是浮的。”所以“最是
静字功夫要紧”。唐鉴的话如醍醐灌顶，令曾国藩幡
然醒悟，他说：“既而自窥所病，只是好动不好静，先
生两言，盖对症下药也。务当力求主静，使神明如日
之升也。”自此，曾国藩便专一在“静”字上下功夫，果
然，过了没多久，他的整个面貌焕然一新。

曾国藩还立下誓言：“不为圣贤，便为禽兽”。
志向明确后，他为自己订下了每天必做的十二件
事情，其中第二条，便是静坐：“每日不拘何时，静
坐四刻，正位凝命，如鼎之镇。”每天不拘什么时
候，静坐一个小时，摆正身姿，凝聚心神，像定鼎一
样端庄安稳。

静坐之功让曾国藩大为受益，他说：“能静坐而
天下之能事毕矣。”后来每遇大事难事，需要做决策
时，曾国藩总是先去内室静坐一炷香的时间，然后
再泰然处之，从而不带任何情绪地做抉择。正如他
所说：“先静之，再思之，五六分把握即做之。”静坐
修身，曾国藩坚持了一生，这使他完成了彻底的蜕
变，从一个欲望缠身的俗人，变成了一个“内圣外
王”的圣人。

明代学者吕坤在《呻吟语》中说：“造化之精，
性天之妙，唯静观者知之，唯静养者契之，难与纷
扰者道。”意思说，宇宙人生最深刻的道理，只有安
静下来后才能体会；那些纷纷扰扰、心神不宁的
人，一辈子昏昏沉沉、浑浑噩噩，到死都不会明
白。我们所处的世界，无时不充满着诱惑，只有让
自己静下来，才能在喧嚣的尘世中，不断反省自
己，明确自己所追求的目标，不至于因为世俗的诱
惑，偏离人生的航向。

● 静以致简 戒冗去杂
蓄积居敬行简的智慧

当初孔子认为弟子冉雍有做官的潜质，冉雍请
教说：“居敬而行简，以临其民，不亦可乎？”内心恭
敬严肃而行事简要，像这样来治理百姓，不是也可
以吗？孔子回答：“雍之言然。”冉雍说得没错。居
敬行简被推崇，是因为“简”是一种从政的美德，更
是一种成事的智慧。

王安石是个在生活上要求极其简单的人，不好
吃、不好穿、不好玩。吃饭时，他通常只吃离他最近
的菜，吃完饭你问他吃的是什么，他茫然不知。对玩
更是了无兴趣，有一次宋仁宗在皇宫宴请大臣，别开
生面地请大家在湖中钓鱼，然后用钓上来的鱼做
菜。别人玩得兴致勃勃，而王安石却心不在焉地坐
在一张台子前，手握渔竿陷入沉思之中，同时不经意
地把盛在盘子里的鱼饵一粒一粒地扔进嘴里，鱼没
钓上来一条，鱼饵却被他吃了个精光。酒宴还没开
始，他就表示已经吃饱了，虽然自始至终都不知道吃
的是什么。王安石最为著名的当是他的不修边幅，
宋代词人叶梦得在《石林燕语》中记载说：“王荆公性
不善缘饰，经岁不洗沐，衣服虽敝，亦不浣濯。”

王安石何以在生活上如此漫不经心呢？这是
因为他心有所专，任何杂念都难以对他构成干扰。
《邵氏闻见录》曾记载了一件事：王安石进士及第
后，任职扬州签判，协助州长官处理政务及文书案
牍。工作之后的王安石依然十分好学，“每读书至
达旦”，读起书来就忘记了时间，常常一抬头就将近
黎明。于是赶紧小睡一会儿，醒来时往往太阳已
高，急忙赶往州府去上班，多数时候都来不及洗漱，
所以显得蓬头垢面、装束不整。当时韩琦任扬州知
州，他以为王安石也和其他年轻人一样，“夜饮放
逸”，逛花楼，吃花酒，纵情享乐，于是关切地告诫他
说，“君少年，无废书，不可自弃”，年轻人要认真上
进，多读书学习，不能总是熬夜玩乐。王安石也不
辩解，回来之后只是说：“韩公非知我者。”韩公是不
知道我的志向啊！

王安石在生活上极尽简单，是把精力全都用在了
学习和思考上，这才有了他学识的渊博、思想的丰满，让
他在政治上和文学上都拥有了了不起的建树和成就。

当初孔子周游列国，发现一老翁在粘蝉，弹无
虚发，便向他请教。老翁说：“粘蝉的时候，心静如
水，身如树桩，手如木枝，天地万物在我眼中只有
蝉，其他一概皆无，又怎么会失手呢？”孔子不由感
慨万分：“心静如水，用志不分，乃凝于神，倘若能够
保持静心，将所有的精力都放在一个点上，不去在
意世间万物的是非得失，又怎么会不成其事呢？”在
今天亦是如此，只有让心安静下来，专心一事，心无
旁骛，不为尘世灯红酒绿的诱惑所动，不被官场功
名利禄的争夺所扰，不为一个又一个岔路驻足，才
能抵达更远的远方。

● 静以养气 戒急去乱
修炼处变不惊的风度

为政者因为担负着管理社会的职责，会经常遇
到各种突发或急难的事件，优秀的领导者总能“每
临大事有静气”，遇事不慌，气定神闲地处理问题，
弹指之间便能化险为夷。东晋的谢安便是这样一
位令人仰慕的人物。

公元371年，有篡位野心的桓温逼迫司马奕退
位。372年 1月，桓温改立司马昱为帝，是为简文
帝。简文帝在整日忧惧之下一病不起，在遗诏中想

禅位给桓温，谢安、王坦之等坚决反对，力请简文帝
修改诏书，并在他驾崩后迅速拥立太子司马曜即
位。桓温恼羞成怒，率兵杀奔京城。《世说新语》里
描述说：“桓公伏甲设馔，广延朝士，因此欲诛谢安、
王坦之。”桓温屯兵新亭，设下酒宴，在帐幕外埋伏
武士，想借此除掉谢安和王坦之。对这个显而易见
的鸿门宴，王坦之非常害怕，谢安却“神意不变”，告
诉他说：“晋朝的危亡，全看我俩此行了。”两人见到
桓温，王坦之吓得衣服都湿透了，慌乱间将记事的
手板都拿颠倒了。谢安却从容入席，环顾四周后，
笑对桓温说：“我听说诸侯有道，就会命守卫之士在
四方防御邻国的入侵。桓公入朝会见诸位大臣，哪
用得着在墙壁后布置人马呢？”桓温尴尬地赔笑说：
“正因为不得已才这样做呀！”结果“桓惮其旷远，乃
趣解兵”，桓温完全被谢安的镇定自若和旷达风度
镇住了，一场灾难化于谈笑之间。

更考验谢安的危机发生在公元383年，前秦苻
坚调集了八十多万兵力，号称百万，挥兵南下，势如
破竹。东晋“京师震恐”，赶紧加授谢安为征讨大都
督以御敌。谢安再次临危受命，命侄儿谢玄率8万
北府兵直抵前线，与前秦军在淝水对峙。区区几万
人扛下百万敌兵，心虚的谢玄忍不住亲自跑回京城
问计，谁知谢安十分平静，只淡淡地说：“已另有安
排。”便不再多言。谢玄不敢再往下问，但终究心里
放心不下，又命属下张玄前去请示。谢安却带着张
玄乘车来到自己郊外的别墅，不谈公事，反与张玄
下起了围棋，并登山游玩，直到晚上才回来。

回来后，谢安才开始排兵布阵，“指授将帅，各当
其任”，对各将帅下达命令，每个人的任务都分派得
清楚、恰当。淝水一战，谢玄等果然大败苻坚，捷报
传来，谢安正在和客人下棋，他看完军报，便随手放
到床榻上，脸上没有显出一丝喜悦之情，依旧像原先
那样下棋。客人关切地问他：“前方战事怎么样啊？”
他才慢悠悠地回答说：“小孩子们已经打败了敌人！”

无论是在个人生死安危之际，还是国家胜败存
亡之时，谢安都能以从容不迫的淡定轻松化解危
难，这份静气从何而来？或许会有天赋的成分，但
更多的还是后天的积累与磨砺。谢安出身名门大
族，四十岁前隐居东山，屡次谢绝征召他出仕做官
的请求，他虽然寄情山水，其实也在时时观察着时
局的变化，时刻思考着如何救百姓于水火、拯国家
于危亡。当时的会稽王司马昱看得很准，他说谢安
既然能够与普通百姓一起体验生活的艰苦，那也定
然能够与君主共同分担国家的忧虑。谢安出山后，
一边在政治上维护朝廷的权威，平衡各方势力，稳
定朝政，发展经济，壮大国力，一边在军事上为应对
前秦的威胁，命谢玄监江北军事，“募骁勇之士”，组
建了北府兵，严加训练，成为一支纪律严明、战无不
克的劲旅。古语说“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一个
人“猝然临之而不惊”的定力，其实都是长期准备与
世事磨炼的结果。

古代中医主张养气，提出心平以和气，无求以培
气，安静以通气。这种养气之道与儒家静以修身的方
法密切相关。静能戒浮躁，让人心平气和；静可戒奢
求，使人固本强元；静能戒思虑，令人松弛通达。一个
人所经历的世事，经过静思的过滤，方能发现万物运
行的规律；一个人所遭遇的坎坷，经过静心的沉淀，方
能化为处世的智慧。这些修养有了长期的累积，自能
养成淡定自若的气度、临危不乱的气质，这是一个人
成就大事的根基，也是一个人行高致远的保证。

人生最好的修行是静心。完善的道德、成事的智
慧、从容的气度，这些品格与气质的养成，都需要用静
心来砥砺。在今天喧嚣的环境之下，为政者学会让自
己安静下来，静以修身，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当然，
追求安静并非一定要置身世外桃源，只要心有远阔，
闹市即是幽林。正如王阳明所说，“所谓知得洒扫应
对，便是精义入神也”。只要能宁心静气，知省察存
养，一言一行、一思一念、举手投足都是修养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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