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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遗 忠信比生命更重要
晏建怀

秦末汉初之际，诸侯割据，战争频仍，莽汉
与赌徒齐聚，英雄为滥赌而来。既为赌，则只
顾输赢，无论道义。为一己之私而奴颜婢膝者
有之，为保身家性命而改旗易帜者有之，许多
所谓的英雄好汉，朝为秦臣，暮为楚将，旋又做
了汉家奴。至于忠信之士，可谓寥若晨星。不
过，这种人尽管凤毛麟角，但毕竟还有，赵相贯
高即是。
贯高服务于赵王张敖——已故赵王张耳

之子、汉高祖刘邦的驸马、鲁元公主的丈夫。
刘邦对这个女婿一直不怎么待见，见面经常
将他无端责骂。汉高祖七年（公元前200年），
刘邦自平城经过赵国，张敖亲自安排饮食起
居，礼节周到，恭敬有加。但刘邦无视女婿的
周到和恭敬，依然如对待仇敌一般，对张敖不
断呵斥辱骂，让这个一国之王在其臣僚面前
十分难堪。
贯高原本是张耳门客，张敖继位后任相，

一生服务于赵国，勤勉为国，忠心耿耿。因此，
刘邦骂张敖，骂声却如利箭一样射在了贯高身
上。贯高为此勃然大怒，并批评张敖太懦弱
说：“如今群雄并起，能者皆自己做主，大王对
皇帝恭恭敬敬，却招来谩骂侮辱，让我替大王
杀死皇帝吧。”贯高的一番话，吓得张敖面如土
色，立即咬破手指，滴血发誓，责怪贯高不该如
此大不敬。贯高见张敖懦弱不堪，便联合同为
赵相的赵午及其他十余人，准备暗杀刘邦为赵
国雪耻，并说：“事成功归赵王，事败我贯高独
自担责！”于是，就有了行刺刘邦的预谋。
第二年，刘邦出兵追剿韩王信余党后，南

归过赵。贯高利用职务便利，获悉刘邦将在柏
人县（治今河北隆尧县西）过夜，便与赵午诸人
议定，于刘邦拟将宿营之地布置伏兵，只待虎
入牢笼。谁知，刘邦抵达后，听说这里县名为
“柏人”，心有所感，默念道：“柏人者，迫于人，
不吉！”竟不宿而去。
事情本来就这样神不知鬼不觉地过去

了，但天下总不乏多事之徒。贯高有一仇
人，不晓得从哪儿得知此事，遂向朝廷告发
贯高行刺皇帝。这还了得，刘邦立即下令将
张敖、贯高、赵午等以谋逆罪逮捕。赵午等

人一听说刘邦派人来捕，纷纷打算自杀。贯高
见此大骂道：“大王未参与行刺，却即将遭到逮
捕，倘都这样轻易死了，谁替他洗刷冤屈呢？”
贯高因此从容就擒，随张敖一起被关进槛车，
押解去了长安。
押至长安后，贯高被交廷尉审讯。汉朝的廷

尉，以严酷著称，何况这种谋逆之罪？于是，贯高
被鞭笞数千，浑身还用铁器刺了一遍，被折磨得死
去活来。但是，无论遭受多大的痛苦，贯高始终坚
持张敖没参与、自己才是唯一主谋的口供。
刘邦听说后，不禁对贯高的坚强和忠贞暗自

赞叹。刘邦示意与贯高有旧的中大夫泄公亲往狱
中，当面向贯高求证张敖到底有没有参与谋逆。
面对旧友，贯高涕泪俱下，实话实说道：“赵王的确
未参与，都是我自作主张。”刘邦得到确信，加上鲁
元公主母亲吕后的从旁劝说，当即释放了张敖。
刘邦因贯高忠义，信守承诺，又让泄公代表自

己去赦免他。当贯高听说刘邦释放了赵王后，如
释重负，他拒绝了刘邦的特赦，并仰天长笑道：“我
之所以被打得九死一生还未自杀，不过是为赵王
申冤。如今，赵王无事，我的使命也就完成了。”随
即自杀身亡。
有人或许会说，张敖与明朝方孝孺一样，都是

愚忠的代表。辱国也好，辱王也罢，人家赵王都心
甘情愿，你一介臣子，瞎操什么心，还拿命去争，把
忠信看得比生命更重要，这难道不是愚忠的“傻
气”吗？
这种说法看似有理，实则是一种毫无底线坚

守的悖论，人倘若没有这样一股可以拿“命”去换
的“气”，那就真的只剩下朝秦暮楚和见利忘义
了。无论什么时代，忠贞不贰、舍生取义，都是一
个民族永远也不会过时的精神财富。正是这种所
谓“傻气”，让历史上那些无论是居庙堂之高的朝
士，抑或处江湖之远的庶民，都找到了一种精神支
柱，找到了安身立命之本，并为之坚守、为之奋斗，
因而留下了许多可歌可泣的故事，令人感佩。而
这种“气”，在封建时代可表现为对君主的“忠”，今
日则可继承为对国家和人民的“义”。当这种“气”
上升为一个民族的精神时，那些背信弃义的事、见
利忘义的人，便会日渐稀少，人人讲公德，个个有
诚信，如此，国家才有前途，民族才有希望。

历 史 随 笔

从谚语看

小雪节气

与农业生产
讷言

哪些蔬菜要回家
白菜胡萝卜和大葱

小雪时节，秋收秋种已基本结束，而田地
里的蔬菜该收获了，人们应赶在小雪节气到来
之前，及时将不耐低温且已成熟的蔬菜抓紧采
收回家。所以农谚说：“小雪节令，蔬菜回家。”
小雪到来后，天气越来越寒冷，如遇降温或雨
雪冰冻天气，会使一些耐寒能力不太强的蔬菜
受到冷害或冻害。这样，会降低蔬菜的口感品
质和耐储能力。所以有谚语说：“小雪不收菜，
必定要受害。”此时，有哪些蔬菜需要及时采收
回家呢？有三句农谚回答得很清楚。

农谚说：“小雪铲白菜，大雪铲菠菜。”小雪
节气正是白菜收获储藏时期，白菜在收获前10
天左右即停止浇水，以防止冻坏，收获时尽量
选择在晴天进行。“要想白菜不烂，经常翻垛倒
换”，收获后的白菜不能马上储藏，要将白菜根
部向着太阳晾晒3至4天，待白菜帮发软后再储
藏。这样白菜既好吃又耐储存。通过科学实
验发现，白菜之类的蔬菜里含有淀粉，经雪霜
以后，淀粉在淀粉酶的催化作用下就会水解而
变成麦芽糖，麦芽糖再经过麦芽糖酶的作用变
成葡萄糖，葡萄糖是甜的，并且容易溶于水，所
以，白菜就变得味道醇厚丰满，香甜可口。宋
代范成大有《冬日田园杂兴》诗曰：“拨雪挑来
踏地菘，味如蜜藕更肥浓。朱门肉食无风味，
只作寻常菜把供。”菘即白菜。

农谚说：“头伏萝卜二伏芥，小雪大雪收回
来”。在头伏种植的胡萝卜和二伏期间种植的
各种芥菜，需要在小雪到大雪节气，择机采收
回家。胡萝卜为何要在小雪时节采收呢？原
因有三：一是此时的胡萝卜已经有120天至130
天的生长周期，已发育成熟；二是此时的温度
和气候，已不再适宜胡萝卜继续生长发育了，
如果不及时采收，一旦气温继续走低，胡萝卜
需要消耗肉质根营养来抵御寒冷和不适的自
然环境影响，其营养物质就会流失；三是此时
如不能及时采收，胡萝卜肉质根有可能受到低
温冻害，会降低胡萝卜品质，口感硬艮，而且还
不耐储存，产生冻斑，极易腐烂。

农谚说：“小雪收葱，不收就空。”冬季大葱
种植主要以获取足够长的葱白为目的，菜农为
了促进大葱生长，经常通过浇水的方式来促进
大葱的营养生长，当大葱长到小雪节气时，冰
冻封地的概率增加，因为民间有“小雪不封地，

不过三五日”的说法。如果土壤一旦被冰冻封
地，此时菜地里的土壤含水量较为丰富，大葱
茎叶中的含水量也较大，若遭受冻害，其茎叶
中的水分会凝结成冰粒，经过升温融化后，茎
叶细胞组织会膨胀破裂，其细胞生长液溢出葱
体，大葱会变得疲软中空，口感和品质会大大
降低，且耐储能力也会下降，会加快大葱腐烂
进程，增加遭受病虫害感染的概率。所以，露
地生长的大葱应尽量在小雪节令采收回家。

冬剪又深耕
保暖兼育肥

农谚说：“到了小雪节，果树快剪截。”小雪
前后，气温还不算很低，土壤尚未封冻，应抓紧
时机对果树进行冬季修剪，根据树体状况、花
芽数量、立地条件、土壤肥沃程度来确定是该
用“分势”还是“合势”的修剪手法，把握修剪程
度和修剪量。冬剪主要是解决影响管理作业
和果园通风透光的问题。“果园清得净，来年无
虫病”，在修剪中，要清除园中的枯枝落叶，集
中深埋，可消灭虫卵病菌。小雪时节一般为果
树的休眠期，对于全年的病虫防治非常重要，
除清理果园中的病虫源等物理防治以外，还可
以通过树干涂白、喷药剂等化学防治。同时要
对土壤进行深翻，既能改良土壤墒情，又有助

于杀灭在土壤中越冬的病菌虫卵。还要采取
根基培土、包裹树干、树盘覆盖地膜、及时摇落
树上积雪和打落枝干上的冰柱等防寒措施。
“小雪封地地不封，老汉继续把地耕”“立

冬小雪，抓紧冬耕。结合复播，增加收成。土
地深翻，加厚土层。压砂换土，冻死害虫”，小
雪节气以后，将留春的土地深耕晒垡，既能疏
松土壤，又能将蛰伏冬眠的害虫翻露冻死。

小雪节气，养殖户要开始做好牲畜的御寒
保暖，为冬季育肥做好准备。农谚说，“节气到
冬天，畜棚栏圈要堵严”“小雪棚羊圈，大雪堵
窟窿”。虽然牛羊本身具有较强的抗寒能力，
但如果外界温度过低，牛羊这时候就会消耗自
身脂肪与能量来御寒，从而导致牛羊生长缓
慢、不上膘，以及皮毛出现凌乱不光亮，会影响
养殖效益。此时要对圈舍进行检修，对毁坏的
圈舍必须进行修复、加固，防止冷风进入。还
可以配备相应的草苫、保暖灯、帆布等防风、保
暖、防雨雪用具。

农谚说：“小雪到来天渐寒，越冬鱼塘莫忘
管。”要对鱼塘进行强化改底，清除塘底残饵、
粪便等有机沉淀物，适当增加鱼塘水位，帮助
鱼顺利过冬。
“立冬下麦迟，小雪搞积肥”“要吃香的，就

得攒脏的”，在小雪节气要抓住农闲时机，大搞
冬季积肥、造肥。在农村，有机肥料的来源是
人粪、动物粪，还有杂草、树叶、秸秆等进行发
酵制成的肥料，这个过程就是积肥。而最常用

的方法就是在田里挖个坑，将杂草、秸秆、粪肥等
材料拌上土一起填到坑里，浇一些水，再盖上一
层厚厚的土就可以了。这样过几个月，黝黑发亮
的农家肥就制造出来了。

科技农业方兴未艾
农事谚语与时俱进

随着社会进步，农业生产得以发展，一些新
的农谚也不断出现。在华北地区有农谚说：“小
雪一到，菜地收空；萝卜白菜，收藏窖中；小麦冬
灌，保墒防冻；植树造林，采集树种；改造涝洼，治
水治岭；水利配套，修渠打井。”小雪过后，蔬菜已
经收获入窖，冬小麦的田间管理不能放松，一些
树种都已成熟，也要收获储存，以备来年开春的
植树绿化。此外，要抓住农闲时机，大搞农田荒
山治理和水利工程建设，开挖坑塘，配套沟渠，改
善农业生产条件。

进入新时期，科技农业方兴未艾，农谚也与
时俱进。如“大小冬棚精细管，现蕾开花把果
结”，近年来，随着大棚蔬菜的普遍兴起，施肥、
浇水、防治病虫害要跟上，管理更为重要。“农家
副业要大搞，就地取材用不了；油坊粉坊豆腐
坊，赚钱养猪庄稼长；苇蒲绵槐搞条编，来料加
工把钱赚”，有的地方充分发挥农业资源，大力
发展农副加工业。近年来，农村加工业经纪人

层出不穷，他们走乡串户，发动一家一户的留守
妇女搞来料加工，然后统一收购，销往浙江义乌
的小商品市场，多渠道开拓致富门路。有的地
方充分利用冬闲时节，组织农业科技人员深入
田间地头、乡镇村居举办各类农业技术讲座和
培训班，提高农民的科学文化素质，把科技兴农
工作落到实处。

幅员辽阔南北有别
各地农谚不尽相同

我国幅员辽阔，南北气候差别很大，所以各地
的谚语和农事也不尽相同。

小雪时节，长江中下游地区开始进入冬季，出
现“荷尽已无擎雨盖，菊残犹有傲霜枝”的初冬景
象。但初雪来得迟，一般在12月中下旬。此时，
该地开始了小麦、油菜的田间管理。有谚语说“立
冬小雪北风寒，棉粮油料快收完。油菜定植麦续
播，贮足饲料莫迟延”。

华南沿海地区此时还会出现“冬暖”现象，田
野里仍是葱绿一片，生机勃勃。福建有农谚说“小
雪点青稻”，青稻指的是晚稻，这时晚稻才刚刚播
种。广东则有谚语说“小雪满田红，大雪满田
空”。此时正是收获晚稻、播种小麦的季节。这里
的“红”不是指颜色，而是指各项农事生产呈现出
一派热闹红火的劳动氛围和繁忙景象。

小雪时节晴雨表
预测天气和收成

有些谚语可根据小雪时节的晴雨状况预测眼
前和近期的天气。如“小雪西北风，当夜要打霜”
“小雪有雨十八天雨，小雪无雨十八天风”“小雪不
见雪，大雪满天飞”。有一些谚语则能预测后期天
气状况。如“小雪见晴天，有雪到年边”“小雪下了
雪，来年旱三月”“小雪无云大旱”等。

有些谚语是根据小雪节气天气情况预测来年
收成的。如“小雪大雪不见雪，小麦粒要瘪”，意思
是说在小雪大雪节气没有下雪或下雪了未见积
雪，冬季雨雪偏少，气温偏高，小麦越冬期不能正
常休眠，仍可缓慢生长，容易导致小麦旺长，开春
后若遇低温或倒春寒极易遭受冻害，还容易出现
倒伏，影响小麦灌浆。并且田间病虫基数大，容易
出现严重病虫害，会导致小麦减产，从小麦穗粒
看，容易出现空瘪粒。“小雪不见雪，来年长工歇”，
意思是小雪期间如果不下雪，庄稼长得不好，年景
差，就没有必要雇佣长工了。
“小雪雪满天，来年必丰年”，这是农民对小

雪节气下雪的赞扬。小雪落雪，可冻死一些病菌
和害虫，减轻明年病虫害的发生程度；积雪有保
暖作用，有利于土壤的有机物分解，增强土壤肥
力；小雪下雪，预示着来年雨水均匀，风调雨顺，
定是丰年。

农谚是劳动人民在长期的农业生产实践中，
对天时气象与农业生产关系的认识、提炼和高度
概括，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虽寥
寥数字，可道理深刻。它不仅在气象科学不发达
的过去，对促进农业生产丰产丰收有着重要意义，
而且在新时代发展现代农业和乡村振兴进程中，
仍具有指导作用。

长寿元年（692），也就是狄仁杰就任武周宰
相的第二年，他被酷吏来俊臣以谋反的罪名逮
捕下狱。来俊臣在历史上的酷吏里堪称典范，
以狠毒著称，他只说了一句“请君入瓮”便轻松
将武周第一酷吏周兴搞定。来俊臣不仅发明
了各种让人一见就毛骨悚然的刑具，甚至还将
如何罗织罪名整人的心得体会理论化，写成了
臭名昭著的《罗织经》。

来俊臣深知狄仁杰不好对付，审讯前将大
堂上摆满了刑具，准备一旦狄仁杰不配合就给
他点儿颜色看看。狄仁杰以神探著称，熟知司
法，一看这阵式就知道此关难过，出人意料地
不待审讯，便痛快地招认了。因为当时的法律
规定，罪犯一经审问认罪便可以减缓死罪。来
俊臣得到狄仁杰的口供十分高兴，命将他收
监，待秋后行刑。

狄仁杰的识趣让来俊臣放松了警惕，对他
的看管也不那么严格。有一天，狄仁杰趁看守
松懈之机，从被子上撕下一块帛，咬破手指，写
了份血书藏进棉衣里。时近夏天，天气日渐炎
热，他请求将棉衣送回家中，看守并没怀疑。
狄仁杰的儿子得到血书，拿着它向武则天诉
冤。武则天于是召来俊臣质问，来俊臣辩解
说：“臣并未对狄仁杰用刑，连他的冠带都未曾
剥下，假如没有谋反的事实，他如何肯承认谋
反？”武则天便派通事舍人周綝到狱中调查，多
少有些心虚的来俊臣为了坐实此事，假冒狄仁
杰的名义伪造了一份《谢死表》，让周綝呈给武
则天。然而正是这份《谢死表》引起了武则天
的怀疑，她亲自召见了狄仁杰。狄仁杰终于等
来了翻身的机会，当武则天问他为何承认谋反
时，他回答说：“我如果不承认造反，早已经死
在来俊臣的酷刑之下了，哪里还有机会再见到
陛下呢？”武则天又让人拿出《谢死表》，狄仁杰
说：“这是伪造的，臣从未写过此表，陛下看下
签名便知。”

武则天由此知道是来俊臣在陷害忠良，狄
仁杰大难不死，后来再次出任宰相。

高后元年（公元前187年），汉高祖刘邦的
老婆吕雉临朝称制，代行皇帝权利。为了巩固
政权，她打算立吕氏族人为王，为此，她召三位
顾命大臣右丞相王陵、左丞相陈平和绛侯周勃
征求意见。

王陵一听就急了，他说：“高皇帝杀白马而
立下誓约说：‘不是刘氏子孙而称王的，天下人
要共同起来讨伐’。现在封吕氏为王，违背了高
皇帝的誓约，断不可行！”吕后听了面沉似水，很
不高兴，又转头问陈平、周勃说：“你们说说看。”
陈平和周勃对了一下眼神，回答说：“高皇帝平
定天下，封了家里的子弟为王；现在太后称制，
想要封兄弟和诸吕亲族为王，也不是不可以。”
吕后听了非常开心。

罢朝出殿后，王陵气愤地对陈平、周勃说：
“当初和高皇帝歃血为盟，诸君难道不在吗？现
在太后以女人主政，打算封吕氏为王，诸君不加
克制地迎合她的意愿而违背当初的誓约，有什
么面目去见高皇帝于地下啊！”陈平淡淡地回答
道：“在当面斥责和当庭力争方面，我比不上您，
但说到保全社稷，维护刘氏后人，您却比不上
我。”王陵气得说不出话来。

不久，吕后拜王陵为太傅，来了个明升暗
降，实际是夺了他右丞相的实权。王陵大怒，以
生病为由请辞，致仕回乡了。陈平升任右丞相，
吕后的亲信审食其担任了左丞相。过了几年，
吕后病故，陈平和周勃联合老臣们发起了“诛吕
行动”，将吕氏外戚集团连根拔除，实现了归政
刘氏皇族的目标。

儒家在处世上主张中庸之道，中庸的核心思
想之一就是守时。守时不是遵守约定的准时准
点，而是把握时机。狄仁杰、陈平和周勃都可谓
是善于守时的人，他们在面对突发的急难情况
时，并没有愤怒地以死抗争，而是主动退却，为自
己留下时间，然后静待命运的转机。《周易》上说，
“君子藏器于身，待时而动”，意思是说，君子拥有
卓越的才能、超群的技艺往往都深藏于身，并不
轻易炫耀显露，只有在时机到来时，才会施展出
来。时机、时势是客观的，不是人为的。更多的
时候，我们不能创造时机，而只能静静地等待时
机，等到它出现时紧紧把握住它，不让它失去。

古人说：“时也，势也”。人只有善于守时，
懂得顺应趋势的变化，做到顺势而为，才能把握
住命运，取得更大的成功。

善于守时

顺势而为
清风慕竹

“邱小姐”：第一颗原子弹的暗语
1964年10月16日，新中国第一颗原

子弹爆炸成功。这颗原子弹有一个充满

女性色彩的名字：“邱小姐。”这是由于其

外形类似球形，所以原本的代号叫“老邱

（球）”，存放原子弹的容器代号为“梳妆

台”。“老邱（球）”安装了各种设备，布

满了电线，看起来就像头发一样，所以工

作人员便管“老邱（球）”叫“邱小姐”。

“邱小姐”代号是二炮原司令员李旭阁中

将起的名字。当时，周恩来总理要求原

子弹爆炸试验高度保密，李旭阁和几个

工作人员受命编制暗语：原子弹装配为

“穿衣”；原子弹在装配车间，密码为“住

下房”；吊到塔架上的工作台为“住上

房”；原子弹插火工品，密码为“梳辫子”；

气象的密码为“血压”。1964年10月15

日18时39分，原子弹开始装配，李旭阁

向总理办公室发了第一个暗语：“邱小姐

住下房。”

溯源：古人用什么漱口
在公元前3000年，我国就已有保护

牙齿清洁口腔的记载。早在春秋时期，

《礼记》就有“鸡初鸣，咸盥漱”的记载。

我国最早使用的漱口剂有酒、醋、盐水、

茶及温水等。酒、醋、盐水等有解毒杀菌

的作用。茶中含有氟和维生素，可以防

蛀，保持口腔清洁。五代时期已经出现

了复方配制的洁牙剂，以后又逐渐发展

到采用香药去秽，在牙齿清洁剂中加入

清热解毒的中药如金银花、野菊花、蒲公

英、藿香、佩兰等，不仅能保持口腔清洁，

还有治疗口腔疾病的作用。

据史料记载，我国公元前就开始用

“牙刷”来清洁牙齿，当时使用的工具十

分简单，如杨柳枝。东汉安世高译《佛说

温室洗浴众僧经》中讲到洗浴时所需的

7种用具，其中有“六者杨枝”之句，就是

将杨枝的一端或两端打扁成刷状，形如

扫帚，以蘸药或香料刷齿。

小
雪

明日小雪。小雪是冬季的第二个节气，《月令七十二候集解》说：“十月中，雨

下而为寒气所薄，故凝而为雪。小者未盛之辞。”小雪表示降雪的起始时间和程

度，此后气温下降，开始降雪，但还没有到大雪纷飞的程度，故称为“小雪”。在全

国各地民间有很多小雪节气与农业生产相关的谚语，如“节到小雪天降雪，农夫此

刻不能歇”。小雪过后，尽管天气愈发寒冷，但是还有一些繁忙的农事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