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白露为霜

《诗经·秦风·蒹葭》有一句著名的诗
句：“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
水一方。”描写的是一片水乡清秋的景
色。生长在河边的茂密芦苇，颜色苍青，
晶莹透亮的露水珠已凝结成白刷刷的浓
霜，秋风凉爽袭人，茫茫的秋水泛起浸人
的寒气。我心中的那个人，伫立在那河水
旁。这首诗把白露时节特有的景色与人
物委婉惆怅的相思感情交铸在一起，创造
了一个扑朔迷离、情景交融、触情见景的
意境。

三国曹丕在《燕歌行》中有“秋风萧瑟
天气凉，草木摇落露为霜，群燕辞归雁南
翔”的诗句，描绘了一幅白露时节秋色图：
秋风萧瑟，草木零落，白露为霜，候鸟南
飞。魏晋时期的诗人左思《杂诗》中也有
“秋风何冽冽，白露为朝霜”的诗句。

唐代诗人徐敞在《白露为霜》一诗中
云：“早寒青女至，零露结为霜。入夜飞清
景，凌晨积素光。”颜粲也有“悲秋将岁晚，
繁露已成霜。遍渚芦先白，沾篱菊自黄”的
诗句，诗人在白露节的当天看到水边的芦
苇白了，篱笆下的菊花也盛开了，想起了
“蒹葭”这首诗，不由得勾起了思乡之情。

白居易在《南湖晚秋》这首诗里描绘
出了一幅凄凉的晚秋图：白露到来，秋风
萧瑟，荷花凋残，枫叶染红，芦草枯黄，到
处一片萧瑟景象，诗人触景伤情，怀念身
居异地的亲人：“八月白露降，湖中水方
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手攀青枫
树，足蹋黄芦草。惨澹老容颜，冷落秋怀
抱。有兄在淮楚，有弟在蜀道。万里何时
来，烟波白浩浩。”唐朝诗人卢殷也在《悲
秋》一诗中云：“秋空雁度青天远，疏树蝉
嘶白露寒。阶下败兰犹有气，手中团扇渐
无端。”

农谚中的秋实

农谚说：“白露满地红黄白，棉花地里人
如海，杈子耳子继续去，上午修棉下午摘。”
白露时节，我国大部分地区进入了秋收阶
段。农民经过一个春夏的辛勤劳作之后，迎
来了瓜果飘香、稻谷成熟的收获季节。著名
作家峻青在《秋色赋》中写道：“我喜欢这绚
丽灿烂的秋色，因为它表示着成熟、昌盛和
繁荣，也意味着愉快、欢乐和富强。”

杜甫有《白露》诗曰：“渐知秋实美，幽径
恐多蹊。”秋实的美景吸引人们接踵而至。
此时，在辽阔的东北黑土地上，开始收获大
豆、谷子、水稻和高粱。所以农谚说，“白露
割谷子，霜降摘柿子”“白露谷，寒露豆，花生
收在秋分后”；在广袤的西北、华北大平原，
玉米、白薯等秋季作物正在成熟，棉花产区
也进入了全面的分批采摘阶段。农谚说，
“白露秋分头，棉花才好收”“中秋前后是白
露，棉花开始大批收”；山区里也是喜气洋
洋，果园呈现出一片丰收景象，各种果实已经
成熟，面临采摘。农谚说，“白露节，枣红截”
“白露枣儿两头红”“白露打枣，秋分卸梨”“白
露到，摘花椒”；在一望无际的田野里，高粱如
火，棉花似云，大豆咧开了嘴，荞麦笑弯了
腰。“白露高粱秋分豆”“白露前后看，莜麦、荞
麦收一半”是这个时节真实的写照。

白露，是收获的时节，也是播种的季节。
从白露开始，西北、东北地区的冬小麦已开始
播种，华北冬小麦的播种也即将开始。“抢墒地
薄白露播，比着秋分收得多”“白露麦，顶茬
粪”，这是说在贫瘠、墒情差的地块要抢在白露
播种小麦，这时候播种相当于施了一遍农家
肥。“白露种高山，寒露种河边，坝里霜降点”
“白露种高山，秋分种平川”“白露种高山，秋分
种河湾”，这些谚语说明了不同的地块，播种的
时期也不同，这是劳动人民在长期的生产实践
中总结出来的经验。违背这个规律，就要受到

惩罚，如“白露播得早，就怕虫子咬”。
一些农谚还道出了白露期间加强田间

管理的重要性。如“白露白迷迷，秋分稻秀
齐”，意思是说，白露前后若有露，则晚稻将
有好收成。“春旱不算旱，秋旱减一半；春旱
盖仓房，秋旱断种粮”，北方部分地区，如西
北的陕西一带、山西、甘肃以及华北等地，
秋季降水本来偏少，如果出现严重秋旱，不
仅影响秋季作物收成，还延误冬小麦的播
种和出苗生长，影响来年收成。农谚“白露
天气晴，谷米白如银”，强调了白露期间天
气晴朗，对晚秋作物的成熟有好处。而在
我国西南部地区，白露时节却常常是细雨
霏霏，阴雨绵绵。四川、贵州两省的一些地
方更有“天无三日晴”之称。这就是人们常
说的“华西秋雨”。连续的阴雨天气，不利
于玉米、红薯、棉花等农作物的收获，甚至
造成田地里已成熟的作物发芽、霉烂，以至
减产甚至颗粒无收。这样的阴雨天气也不
利于冬小麦的播种，不仅影响当年作物的
收成，还将影响来年作物的产量。由于缺
少光照，气温下降，影响晚稻抽穗扬花期的
生长发育，导致空秕率增加，也会使得棉花
烂桃，裂铃吐絮不畅。

当然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秋雨多，有
利于水库、池塘及冬水田蓄水、预防来年的
春旱。雨水可以较深地渗透到土壤中，可保
证冬小麦出苗，同时土壤的蓄水保墒，也可
减轻次年春旱对各种农作物的威胁，故也有
农谚“你有万担粮，我有秋里墒”的说法。

八月雁门开

“八月里来雁门开，雁儿脚下带霜来。”深
秋时节，对气候最为敏感的大雁，集体迁徙，向
南飞越。这一自然现象，引发古往今来多少文
人墨客的“咏雁”情结，寄托悲秋，抒发怀念故
乡、思念亲人的悠悠乡愁。汉武帝刘彻在《秋
风辞》中说：“秋风起兮白云飞，草木黄落兮雁
南归。”阵阵秋风携白云而飞，树木花草已不复

葱郁，纷纷飘坠的金色落叶，为秋日渲染了一
幅斑斓的景色。大雁苍鸣，归雁声声。

唐德宗建中四年（783），唐代诗人韦应
物由尚书比部员外郎出任滁州（今安徽滁州
市）刺史。初夏离京，秋天到任。从朝中大
员贬谪到地方任职的韦应物独坐在高斋之
中，外面是秋风萧瑟，秋雨绵绵。秋天的雨
夜漫长而又寂寥，孤灯长伴，孤影为侣，静静
地听着外面淅淅沥沥的秋雨。窗外一片漆
黑，只有雨打梧桐的声音。在这样一种萧瑟
凄寂的环境气氛之中，诗人不免要触动羁旅
他乡、远游为宦的思乡情思。这时，在寂寥
的秋雨之夜由远及近传来大雁的鸣叫声，显
得分外凄清，撩动诗人无尽的乡愁，使因思
乡而彻夜不寐的诗人浮想联翩，创作了一首
五绝《闻雁》：“故园眇何处？归思方悠哉。
淮南秋雨夜，高斋闻雁来。”

唐代诗人李白对着寥廓明净的秋空，遥
望万里长风吹送鸿雁的壮美景色，不由得激
起酣饮高楼的豪情逸兴，写下了“长风万里
送秋雁，对此可以酣高楼”的诗句。展现出
一幅壮阔明朗的万里秋空图画，也展示出诗
人豪迈阔大的胸襟。晚唐诗人杜牧也有诗
曰：“带霜南去雁，夜好宿汀沙。惊起向何
处，高飞极海涯。”唐代诗人王勃的《滕王阁
序》有“雁阵惊寒，声断衡阳之浦”的语句。

北宋范仲淹在任陕西经略副使兼知延州
时写了一首抒怀词《渔家傲·秋思》：“塞下秋
来风景异，衡阳雁去无留意。四面边声连角
起。千嶂里，长烟落日孤城闭。”秋天到了，西
北边塞的风光和江南不同。大雁又飞回衡阳
了，一点也没有停留之意。黄昏时，军中号角
一吹，周围边塞特有的声音也随之而起。层
峦叠嶂里，暮霭沉沉，山衔落日，孤零零的城
门紧闭。表现将士们的英雄气概及艰苦生
活，意境开阔苍凉，形象生动鲜明。南宋爱国
诗人陆游有“霜高木叶空，月落天宇黑。哀哀
断行雁，来自关塞北”的诗句。

元代戏曲家王实甫的《长亭送别》云：
“碧云天，黄花地，西风紧。北雁南飞。”蓝天
白云，遍地黄花，秋风四起，仰头望去，却看
见成群的雁儿正向南方飞去，让人心底顿生
深秋凉气，不免又增加几声悲伤的叹息。元
代作曲家吴西逸在秋夜酒醉后，看到周围的
景色，有感而发，创作了一首小令《清江引·
秋居》：“白雁乱飞秋似雪，清露生凉夜。扫
却石边云，醉踏松根月，星斗满天人睡也。”
全曲文字简洁，意境潇洒，色彩淡雅，格调清
新，白雁、雪、云、月、星斗，组成一幅静谧清
凉的秋夜画面，素雅之色衬淡泊之情，深刻
地表达了作者远离污浊的尘世、保持高雅的
情操向往、回到大自然怀抱的追求。

毛泽东的“望断南飞雁”更是气势磅礴，
让人荡气回肠。1935年10月7日，红军在宁
夏六盘山的青石嘴，击败了前来堵截的东北
军骑兵团，扫清了阻碍，摆脱了追敌，当天下
午，一鼓作气，翻越六盘山。毛泽东站在海拔
2500米以上的六盘山顶峰，远眺西部的高天
白云，清朗秋气，西风长啸的陕北已经遥遥可
见，再凝望空旷秋高的天空，阵阵南飞的大
雁，红军的旗帜在猎猎的西风中飘扬漫卷，正
在前进中的红军队伍尽管衣衫褴褛，但是精
神抖擞，士气高昂。毛泽东心情振奋，豪兴遄
飞，顿时诗兴大发，一抒胸中情怀，写下了《清
平乐·六盘山》这首咏怀之作：“天高云淡，望
断南飞雁。不到长城非好汉，屈指行程二
万。”全词寓情于景、情景交融，宛若一幅壮美
雄阔的诗情画。其景，磅礴夺目；其情，催人
奋进。诗人的视角由近及远，情感由喜悦到
激昂，结构紧密，语言清新，意境高远，壮志勃
发，读之令人心潮澎湃，豪情满怀。

莫要伤人自尊
清风慕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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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乱点鸳鸯”原是做好事
许晖

历 史 随 笔 语词精奥

秦朝末年，赵国大将李良奉赵王武臣之命攻取常山，之后
再夺太原。李良平定常山后西进山西遇阻，只得回兵邯郸。
在临近邯郸的路上，李良的部队遇到了一个车队，前后仪

仗卫士有一百多人，中间护卫车驾，阵式颇为壮观，原来是赵
王武臣的姐姐外出饮宴归来。

李良遥见如此气势，以为是武臣的车驾，便伏在地上行
礼，通报姓名。武臣的姐姐喝醉了，也不知他是将军，只是让
随从随口致谢，便扬长而去。
李良站起身来，面对众多亲随部众，十分尴尬。他出身显

贵，一向受人敬重，如今遭此轻慢，不禁面现愠怒之色。他的
随行官更是愤愤不平，怒声说：“天下人都背叛暴秦，有本领的
人便先立为王，况且赵王的地位一向在将军之下，而今一个女
流之辈竟不为将军下车还礼，请让我追上去杀了她。”
一句话点燃了李良愤怒的引信，他拔剑一挥：“好，请随我

一雪今日之辱！”
李良率部追赶武臣姐姐的车队，将她杀死在道上。随后，

他命令军队突袭邯郸，邯郸守军还没弄明白怎么回事，城池就
被攻陷，赵王武臣也被杀死，至死也没搞懂这场灭顶之灾因何
而起。

武臣的姐姐做梦也不会想到，自己一个漫不经心的轻慢
之举，竟然会引发如此巨大的海啸。这是因为她的举动，触及
了一个人敏感的底线、尊严。

尊严通俗地说就是面子，是一个人不被歧视和侮辱的心
理。一个人被人伤了面子，就等于尊严受到了威胁，本能地会
加以反击以使自己免遭伤害。人们对失去尊严非常敏感，这
是生物体的一种求生本能。这种本能是无差别的，无论达官
贵人，还是平民百姓，都是如此，但在敏感的强度上，越是地位
高的人往往感受的落差越大。

懂得了尊严的高度敏感性，就为我们人际交往划定了一
道红线，一道不能逾越的底线。美国石油大王洛克菲勒深谙
此理，因此在给儿子的信中千叮咛万嘱咐：“永远别伤害他人
的自尊，自尊是一个人的底线！你可以说人不是，但不可伤人

自尊。”
历史是一面镜子，李

良之怒，从反面证明了洛
克菲勒的聪明之处。

俗话说“乱点鸳鸯”“乱点鸳鸯谱”，这个“乱”字今天
的理解是胡乱，胡乱配合姻缘叫“乱点鸳鸯”，因此这两句
俗语是地地道道的贬义词。岂知这两句俗语古时候的含
义竟然完全相反，非但不是贬义词，而且是地地道道的褒
义词！

明末文学家冯梦龙所著《醒世恒言》中有《乔太守乱
点鸳鸯谱》一篇故事，最为形象地描述了“乱点鸳鸯谱”这
句俗语的本义。这篇故事情节非常复杂，此处不赘述，感
兴趣的读者朋友可以自行找来一阅。单录下乔太守“乱
点”的一段判词：“夺人妇人亦夺其妇，两家恩怨，总息风
波；独乐乐不若与人乐，三对夫妻，各谐鱼水。人虽兑换，
十六两原只一斤；亲是交门，五百年决非错配。以爱及
爱，伊父母自作冰人；非亲是亲，我官府权为月老。已经
明断，各赴良期。”

这桩案子判决后各方的反应是：“众人无不心服，各各
叩头称谢。”“此事闹动了杭州府，都说好个行方便的太守，
人人诵德，个个称贤。”冯梦龙还在文末赞扬道：“又有一
诗，单夸乔太守此事断得甚好：鸳鸯错配本前缘，全赖风流
太守贤。锦被一床遮尽丑，乔公不枉叫青天。”由此可见，
乔太守并非胡乱配合姻缘，而是针对三对夫妻进行“错
配”，交错配合。因此，“乱点”的“乱”字就不是胡乱的意
思，而是交错之意。

清初文学家褚人获所著《隋唐演义》第六十三回《王世
充忘恩复叛 秦怀玉剪寇建功》开篇一段话仍用本义：“当
时唐帝叫它监弄这几个附宫妃子来，原打帐要自己受用，
只因窦后一言，便成就了几对夫妇，省了多少精神。若是
萧后，就要逢迎上意，成君之过。唐帝乱点鸳鸯的，把几个
女子赐予众臣配偶，不但男女称意，感戴皇恩，即唐帝亦觉
处分得畅快，进宫来述与诸妃听。”这哪里有批评的意思？
分明被“乱点”、被“错配”的众人感恩戴德。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人们已经不理解“乱点”乃
是交错配合之意，望文生
义，以至于将“乱点”误解
为胡乱配合，好端端将一
个褒义词硬生生给变成了
贬义词。

拾遗
蔡元培：七辞北京大学校长

从1916年到1927年10年间，

北洋政府总统换了多次，临时代行

总统职权的也有3人，内阁总理更

是换了20多人，而蔡元培却一直是

北大校长。10年间，蔡元培七辞校

长都没辞成。第一次辞职是1917

年7月，因为张勋复辟的缘故；第二

次是1918年5月，因为北大学生反

对《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到北

洋政府请愿，蔡元培劝说不成；第

三次是1919年5月，因为五四运动

中北洋政府逮捕北大学生；第四次

是1919年12月，因为北大教员不信

任教育部，全部停止工作；第五次

是1922年10月，北大学生因为讲义

收费而闹事，蔡元培愤而辞职；第

六次是1923年1月，曾在北大任教

的教育总长罗文干含冤被捕，蔡元

培为抗议而辞职，并出走欧洲，由

蒋梦麟代理职务；第七次是1926年

6月，蔡元培从欧洲回国后，再次提

出辞职，仍没被批准。直到1927年

张作霖改北大为京师大学校，蔡元

培名义上的校长职务才被取消。

陶行知：开辟“第二课堂”
1939年7月，陶行知在重庆创

办了育才学校，专门培养有特殊才

能的儿童。由于学校刚建成时间

不长，教室里还缺少大量的板凳，

陶行知便请来一个木匠给学生们

打凳子。他对木匠说：“我请你来

学校，不光是做凳子，还希望你能

教会这里的学生做凳子。当然，我

会单独再付工钱给你。”

木匠听后有些为难地表示，他从来

没有教过这么小的学生，担心自己教不

好。陶行知安慰他道：“你先把我教会，

等我学会后，我们俩人一起教学生做凳

子。”之后的一个星期，陶行知除了给学

生上课之外，将所有的课余时间都用在

学习做凳子上。由于虚心好学，他很快

就能熟练地做出一把款式不错的凳

子。接下来几天，陶行知将全校的学生

召集到操场上，教他们学习做凳子。

时间不长，学校里的许多学生都

坐在了自己做的凳子上。除了做凳

子外，学生们还做了一些木头玩具和

简单的劳动工具。学生们出色的表

现让家长们非常高兴，他们对陶行知

的“第二课堂”非常赞赏。

华罗庚：培养人才甘为人梯
1949年，华罗庚辞去美国伊利诺

依大学的教授职位后回到北京，开始

担任清华大学数学系主任。当时，一

位名叫陆启铿的年轻人刚从中山大

学数学系毕业，华罗庚无意中从他的

毕业论文中发现这个年轻人有数学

天赋，便将其调到中国科学院数学研

究所筹备处，担任实习研究员，并收

对方为自己的关门弟子。

在教授陆启铿的过程中，华罗庚

不但将自己的全部所学毫无保留地

传授给了对方，甚至有一次，他还将

自己苦心研究出来的数学成果全盘

说给自己的学生听，这在当时是需要

很大勇气才能做到的事情，然而，华

罗庚对此却显得毫不在意。

一位朋友私底下劝华罗庚不要

将自己的成果全部与对方分享，华罗

庚坦然地说：“如果想要成为一名优

秀的教师，除了将自己全部所学毫无

保留地教授给学生外，更重要的是，你

要学会培养超越自己的人，不怕对方

超越自己。只有做到这一点，才能算

得上是一名合格的教师。”

最终，在华罗庚的精心栽培下，陆

启铿不仅成为国际一流数学家，还在

多复变和数学物理领域做出了大量奠

基性和开创性的工作，取得了国际瞩

目的成就，而其中一些大的成就，甚至

超过了他的老师华罗庚。

钱钟书：鼓励学生看电影
1938年，钱钟书来到西南联大担

任外文系教授。当时，他给学生开设

了三门课程：大一英文、文艺复兴时期

的文学以及现代小说。在日常的教学

中，钱钟书发现如果用中英文两种语

言交叉为学生上课，大家的学习成绩

并不理想。为了提高学生们的英语听

力，钱钟书上课时便只说英文不说中

文，而且要求大家也不要讲中文。除

此之外，钱钟书还想到了另外一个提

高大家英语水平的办法。

当时，昆明建成了好几家影剧院，

常常播放欧美流行的原版片，看电影

成为一项时髦的娱乐活动。一天，钱

钟书忽然微笑着向大家提议：“以后大

家在经济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可以多

去影院看一些外国电影。”看到大家疑

惑的眼神，钱钟书解释道：“看外国原

版电影，也是提高英文水平的一种方

式。不过，这可能要花掉大家一部分

生活费。如果手头困难，尽可以来我

这里借钱。”由于当时的电影票非常便

宜，同学们大都能看得起，所以也没有

人向钱钟书借过钱。

钱钟书还曾自掏腰包，请全班同

学看过两场电影。

“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韩愈的《师说》，为教师
这一光荣的职业作了“定位”。千百年来，“教师”历朝历代
均受到世人的尊崇，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古代教师的“雅称”
上品味一二。
“夫子”。古代称大夫（官职）为“夫子”。孔子曾为鲁大

夫，故其弟子也称孔子为“夫子”。后来用“夫子”尊称教
师。《论语·子张》中载：“夫子焉不学，而亦何常师之有！”
“师长”。官师（百官或官吏之长）和长者，含有视老师为尊

长之义，是古时候对教师的尊称之一。《韩非子·五蠹》中载：“今有
不才之子，父母怒之弗为改，乡人谯之弗为动，师长教之弗为变。”
“山长”。是历代对山中书院的主讲教师的称谓，其出

处源于《荆相近事》。五代十国时期，蒋维东隐居衡山讲学，
受业者众多，蒋维东被尊称为“山长”。
“西席”。也称“西宾”，汉明帝刘庄当太子时，曾拜桓荣

为师，登皇位后，他对桓荣仍十分尊敬，常到桓荣住的太常
府内，听桓荣讲经。汉代席地而坐，室内座次以靠西向东为
尊。汉明帝虽贵为皇帝，仍然给桓荣安排坐西面东的座席，
表示对启蒙老师的尊敬。
“博士”。称教师为“博士”始于战国，秦、汉相承。汉武

帝时，设“五经博士”，此后“博士”专掌经学传授。唐置国
子、四门等博士，明、清时也有国子博士。《史记·循吏列传》
载文：“公仪休者，鲁博士也，以高弟为鲁相。”古代的“博士”
与今天的“博士”语义不同。
“函丈”。书函中常用作对师长的敬称，语同“讲席”。

《礼记·曲礼上》中载：“若非饮食之客，则布席，席间函丈。”
郑玄注：“谓讲问之客也。函，犹容也，讲问宜相对。容丈，
足以指画也。”黄宗羲《与陈乾初论学书》中说：“自丙午奉教
函丈以来，不相闻问，盖十有一年矣。”
“祭酒”。原来指祭祀或宴会时，由年高望重者举酒祭

神，为一种荣誉。汉武帝设五经博士，首席称“博士仆射”，
东汉改为“博士祭酒”，于是“祭酒”就成为官学中教师的称
谓。西晋改为“国子祭酒”，主管国子学或太学。隋以后称
“国子监酒”，为国子监的主管者。

“宗师”。原为掌管宗室子弟训导的官员。《汉书·平帝
纪》载：“其为宗室自太上皇以来族亲，各以世氏、郡国置宗
师以纠之，致教训焉。”后逐渐演变为众人所崇仰、堪称师表
的人。北宋孔平仲《谈苑》卷三：“石介，字守道，徂徕山人
也。文章学术，天下宗师，皆呼为徂徕先生。”
“经师”。汉代以经学教授学生的学官，后来指传授经

学的教师。《汉书·平帝纪》载：“郡国曰学，县、道、邑、侯国曰
校，校、学置经师一人。”
“讲郎”。原为讲授经书的官员。《后汉书·儒林传》载：

“又诏高才生受《古文尚书》《毛诗》《谷梁》《左氏春秋》，虽不
立学官，然皆擢高第为讲郎。”
“教谕”。原为宋代京师小学和武学中的学官名。明清时

期，县设“县儒学”作为一县之最高教育机构，内设教谕一人，
另设训导数人。训导是指辅助教谕的助手。府学教谕多为进
士出身，由朝廷直接任命。《明史·职官志四》载：“儒学：府，教
授一人，训导四人。州，学正一人，训导三人。县，教谕一人，
训导二人，教授、学正、教谕，掌教诲所属生员，训导佐之。”
“师保”。原为古代辅弼帝王和教导王室子弟的官员，

亦师亦保，统称“师保”。《周易·系辞下》载：“无有师保，如临
父母。”后来泛指老师。如清代龚自珍《抱小》：“小学者，子弟
之学。学之以侍父兄师保之侧，以待父兄师保之顾问者也。”
“学博”。原为唐代府郡的学官。唐代府郡置经学博士

各一人，掌以五经教授学生，后泛称学官为学博。清代小说
家吴敬梓的《儒林外史》第三十六回中载：“这人大是不同。
不但无学博气，尤其无进士气。”
“司业”。官名，兼教公卿大夫等贵族子弟，故后世用作

教师称谓。隋朝设国子监司业，帮助祭酒教授生徒。宋濂
《送东阳马生序》：“有司业、博士为之师。”这里的司业就是
明代国子监中的教师称谓。
“学正”。宋、元、明、清国子监所属教师。其职务是协

助博士教学，并做训导工作。元代路、州、县学及书院设学
正，明、清州学设学正，负责教育生员。

盘点雅称说尊师
钱俊男

白露秋实雁南飞
贾传静

白露是秋天的第三个节气，表示孟秋时节的结束和仲秋时节的开始。露是白露节气后特有的一
种自然现象，《礼记》云：“凉风至，白露降，寒蝉鸣。”《月令七十二候集解》对白露诠释为：“水土湿气凝而
为露，秋属金，金色白，白者露之色，而气始寒也。”白露过后，天气逐渐转凉，白昼阳光普照，气温尚高，
但太阳一落山，气温便很快下降，是一年中昼夜温差较大的时节。夜间空气中的水汽遇冷凝结成细小
的水滴，非常密集地附着在花草树木的绿色茎叶或花瓣上，呈白色，尤其是经早晨的太阳光照射，看上
去更加晶莹剔透、洁白无瑕，因而得“白露”之美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