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
2022年5月6日 星期五

责任编辑/李凤/美术编辑/曲通春
政务服务热线/12345 烟台民意通热线/6601234 烟台日报

微信
大小新闻
客户端悦读悦读文化周刊

□王若帆街谈物语

□
曲
荣
静

哲
理
小
簿

朴
素
的
伟
大

朴
素
的
伟
大

在我国古代文学中，狐狸是一种别有意味的存
在。它们以凡狐、灵狐、瑞狐、神狐、学狐、狐魅、狐妖、
狐神、狐仙等各具特色的形象，为中国文学增添了丰
富的意蕴，赋予狐这一文学形象诸多神秘色彩。在众
多狐狸形象中，学狐是颇具特色的一种。学狐最突出
的形象特征是博学嗜读、多才多艺，以藏书和论辩为
爱好，部分学狐学识广博、能言善辩，乃至化形为书
生，能够与人类中的名士大儒一较高下，甚至比之更
胜一筹。

学狐这一文学形象始见于东晋时期。北宋《太平
御览》中引东晋伏滔《北征记》云：“皇天坞北古特陶
穴，晋时有人逐狐入穴，行十余里，得书二千卷。”这则
故事中的狐具有“藏书于穴”的特点，与此前文学作品
中的狐妖形象相异。自此，中国古代文人作家笔下诞
生了具有“好学嗜读”特征的狐妖形象——学狐。

东晋文学家干宝在《搜神记》卷一八中塑造了一
只化形为书生的老狐狸，名曰“胡博士”。“胡博士”在
吴中讲学，忽有一日不知所踪。当弟子们循着讲学声
来到山上的一座空墓时，昔日的老师已现出老狐狸的
原形，正为众狐狸讲学。在这个故事中，化为人形的

“胡博士”在吴中能教授诸生，而显出原形的“胡博士”
在墓穴中能教授众狐，可见其自身必然具备相当高深
的学问。

《搜神记》卷一八中还记载了另一只能够化形
为书生的学狐——墓斑狐。这只墓斑狐因长期居
住在燕昭王的墓穴之中，深受燕昭王好士之风的浸
濡而变得学贯百家、见识广博、能言善辩。它经过
长时间的修炼后化形为英俊潇洒的少年书生，询问
燕昭王墓前的华表：“以我才貌，可得见张司空否？”
华表回答说：“子之妙解，无为不可。”随后，墓斑狐
以书生身份前去拜谒名士张华，与张华探讨文章、
分析名实之论，品评前朝历史，谈论诸子百家的精
义，分析老庄学说的深意，揭示《风》《雅》的精妙意
旨，总结古代圣贤之道和儒家各派学说，展现出非
凡的才华和学识，直令博学睿智的张华瞠目结舌，
无言应对。

唐朝戴孚在《广异记》中曾记载过道士偶遇狐群
聚集读书学习的事迹。道士孙甑生以养鹰为业，一日
不慎将鹰放进洞窟，故进洞寻找，遂见洞中有“狐数十
枚读书”，且“有一老狐当中坐，迭以传授”。在这个
故事中，老狐担当老师角色为众狐讲学，而“书”这一
知识工具在狐的洞穴之中发挥着与人类社会相似的
传道授业的功能。此外，群狐于洞穴中聚集读书的场
景与人类在书院中讲学具有极大的相似性，这也是

“学狐”好学嗜读形象的又一确证。
“好学嗜读”是学狐的突出特征，但也有潜心于非

学术领域的好学之狐。在六朝时期的文学作品中，学
狐多潜心于经传才学，好究《五经》之微奥。而到了唐
朝以后，潜心研习术法、精通道法的狐数量逐渐增

加。例如《广异记·韦明府》中的崔狐谙熟退狐之法；
北宋刘斧所著《青琐高议》中的狐女小莲精通医术和
卜算之术。这些通过潜心学习或是修炼从而精通术
法的狐同样具备“好学”的特质。

从以上简述中，人们可以看到古代文人在一定程
度上对学狐持有的欣赏和赞美态度。然而，这些聪颖
通灵、博学多识的学狐，一旦被人察觉，或是在人类面
前现出原形，便往往会落得仓皇逃窜，甚至被人杀害
的悲惨下场。

《搜神记》中化为书生的墓斑狐去拜谒张华，起
初受到他的看重，但后来却因才学过高、见解精妙而
引起张华的怀疑。张华认定天下不可能有这样惊才
绝艳之士，前来拜谒他的书生不是鬼魅就是狐狸，于
是将化为书生的墓斑狐扣押下来，派人严加看守，并
用猎犬、神木来检验书生的身份，最终将现出原形的
墓斑狐残忍烹杀。《广异记·李元恭》中的胡郎与李元
恭之子谈论学问，并先后引狐伴来教授崔氏经史学
问、弹琴奏乐，对李元恭的家庭并未造成半点实质性
的伤害，但最后仍被李氏水灌狐穴，逼出老狐而杀
之。《宣室志·尹瑗》中的老狐本着爱慕才学的心思前
去拜谒尹瑗，某日因所饮之酒度数过高而现出原形，
尹瑗见状仍旧毫不犹豫地杀死了老狐，丝毫不念昔
日共同谈学论道的交情。《宣室志·林景玄》中素衣白
髯的老狐被林景玄认定为鬼怪，于是林便捣毁其巢
穴，以箭射死了现出原形的老狐，并焚毁了老狐手中
所执的狐书。

有些文学故事中的学狐在现出原形后虽幸免于
被杀死的厄运，但却丧失了与名士论道、向学生传道
的可能，只能从人类社会中隐退。例如《幽明录》中
前去拜谒董仲舒的客狸虽未被杀死，但在董仲舒无
意言中其狐狸的真实身份后，便再无心思与之论辩，
而是“色动形坏”，在慌乱中现出原形，蹶然而走，再
不复还。

学狐怀揣着渴慕之心拜谒名士，或求学问道，或
以自身之才能善意相助，最后却落得被杀害或仓皇逃
窜的下场，这无疑是学狐的悲剧。从这样的悲剧之
中，我们也能够窥见“狐”这一物种在中国古人眼中的
复杂形象：作家既赋予学狐以惊世之才、善辩之技、智
慧之书，却又让它们处于被人类歧视乃至于深恶痛绝
的地位，将害人吸精、装神弄鬼的恶狐所应得的下场
加诸学狐之身，终至于让聪颖通灵的学狐为人类对狐
妖“作恶”的刻板印象买单。

总之，如果说狐妖的淫媚化反映出的是古人对狐
的恶意与诋毁，那么狐妖的博学化所反映的则是士人
对狐族智慧的赞美与肯定。至于上文所提及的部分
文学作品中表现出来的“塑造聪颖通灵、多才多艺的
学狐”与“将‘被杀死’作为学狐最终的结局”的矛盾，
或许仍与自古以来人们对狐所持有的“善恶混杂”的
矛盾观念有不可分割的联系。

母亲离开我们已经
二十八年了。当一个最
喜欢、最关心、最牵挂你
的人离开这个世界以
后，你才能真切感受到
撕心裂肺、怅然若失、无
依无靠的滋味，体会到
什么叫真正的痛。从此
以后，在这个世界上，再
没人为你牵肠挂肚，再
没人对你问寒问暖、唠
唠叨叨。清明节，跪在
母亲的坟前，泪水打湿
了我的双眼，再给母亲
插柱香，再与母亲唠唠
嗑，再陪母亲说说话，母
亲您是否听得见？此时
此刻，母亲生前的一次
次谆谆教诲以及与母亲
相处的一幕幕难以忘怀
的往事早已与我的思绪
连成一片。

人这一生就像打个闪似的。在我小的时候，每当
听到母亲说这句话，总是百思不得其解，闪电如此短
暂，转瞬即逝，人生何其迢迢，路途漫漫，怎么能说人生
像闪电？母亲还多次对我说，人就像割韭菜一样，一茬
接着一茬，别割倒背（老家方言，割反了，先割新的再割
老的，意寓白发人送黑发人）就行了。是啊，农家寒舍
不求光宗耀祖、大红大紫，但求健健康康、平平安安。
我的母亲来我们家时才十七岁，当时我老爷爷还健在，
而现在她老人家也已去世二十八年了。岁月不居，似
水流年，我也在不知不觉中，长大成人，头生华发。纵
有千般鸿鹄志，归来无法再少年。不管出于什么心理，
每当有人问我年庚之事，我也只“欲说还休，却道天凉
好个秋”。

母亲是个善良的人，她倒不是为了感动谁才去做
好事，更多的是流淌在骨子里的慈善基因和外化于形
的行动自觉。母亲坚信好心总有好报，好人一生平
安，我也相信这样的古训：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祖母
晚年在我家与我叔叔家轮流住，一家一个月。每次轮
到我们家时，母亲总是把奶奶需要用的被褥床单提前
洗净凉晒备好，不管农活多么累，也不管家境多么不
济，都会把攒下的鸡蛋留给奶奶吃，再怎么穷也要割
肉包包子、包饺子，变着法给奶奶做这样做那样。有
时母亲忙得实在打不开点，做好了饭就叫我一口一口
地喂奶奶，尽点晚辈的孝心。母亲对我讲，晚辈可以
吃苦遭罪，老人却不可糊弄慢怠，这些我都看在眼里
记在心上。奶奶去世的那一天，我跪在门槛自言自语
道：“奶奶，收着您的包袱和纸钱，好买包子吃，包子里
面还有肉呢。”

我是在母亲的花边机旁长大的。母亲的花边手艺
在十里八村是出了名的，织起花边来棒槌飞舞，十指腾
挪，叫人眼花缭乱，赏心悦目。邻居看不懂的她就手把
手地教，花边到期了，婶子大娘没有完成的，母亲总是
通宵达旦帮她们完成任务，从不要任何回报。我们村
的王兴月大哥和王国年叔叔不属于我们本家，却都是
孤儿，父母早世。多年来，不管自己多么困难，母亲总
是接济他们，给他俩做衣裳，有了好吃的总不忘叫他们
一起吃。王兴月大哥病重期间，母亲就像伺候自己的
亲人一样守在身边，直到他去世。人心都是肉长的，母
亲去世那天，王国年叔叔跑前跑后，默默流泪，伤心不
已，主动上山砍来了摇钱树，来送他大嫂、我的母亲最
后一程。从母亲身上我学到了什么叫行善积德、大爱
无疆，我懂得了什么是仁义孝悌、家国情怀。

不知为什么，人总是会想当然地认为，谁谁好，谁
不咋地，谁靠得住，谁靠不住，偏见和偏好如影随形，
伴随着老百姓平平淡淡的生活，母亲也概莫能外。母
亲由于奶不好，当时医疗条件差，再加上没钱治疗，拉
弄好多个孩子，先后都夭折了，有的都到十几岁了，现
在想来这一次次是对母亲多么大的打击。母亲后来
对我说，如果我大哥活着，他的孩子也就是母亲的孙
子也该与我同岁了。据算命先生说，我爷爷就是没有
孙子的命，那年夏天爷爷给我们家整修房子，不料想
刚理好的墙被雨淋倒了，偏偏在这个时候，我的二姐
来到了人间。爷爷听说又添了一个丫头片子，心口痛
的老毛病又犯了，不久带着没有孙子的遗憾离开了人
世。第二年母亲有了我，“多头”（老家方言，多余之
意）之称自然就戴在二姐的头上。多余不多余暂且不
论，二姐的到来却是我的福音。母亲忙着上山干活，
照看我的任务就压在二姐那羸弱的肩膀上。有一次
二姐背着我出来玩耍摔倒了，头碰到地上鲜血直流，
村里人知道后赶紧问我母亲，摔得是男的还是女的，
当得知摔的是我二姐，大家悬着的一颗心终于落了下
来，由此看来二姐实在是多余的。二姐中学毕业后就
下学帮家里干活了，这大大减轻了父母的负担，出嫁
后隔三差五回家，问寒问暖，买这买那，陪父母吃顿
饭，在一块聊聊天，给了晚年的母亲极大的精神安
慰。后来母亲逢人就讲：“人可不能偏心眼，你真不知
道哪股云彩有雨，就说俺家老二吧，上有她姐姐，下有
她弟弟，当初都说她是个多头，到头来她姐她弟都靠
不住，就得了她的济。”母亲为有这么个女儿而感到幸
福，我也为有这么个二姐而感到自豪。

母亲的忠告还有很多，如可以吃过天饭、但不可说
过天话，只有享不了的福、没有遭不完的罪。而现在我
已泪流满面，悔恨不已，为自己应该做好而没有做好的
事，也为自己应尽而没有尽到的孝，只能用以下文字告
慰我在天国的母亲——蹒跚学步之时，我总爬在前头，
而您小心翼翼，总是跟在后头；陪我慢慢长大，天天找
些说头，夜夜把我拥在，您温暖的床头；命运多舛坎坷，
心中总有奔头，无耐饥寒岁月，何时是个尽头；奋力抗
争命运，每每重新开头，迎着风风雨雨，从不认命低头；
生活再苦再难，让我独享甜头，而您含辛茹苦，尝尽人
间苦头；您想我的时候，总是徘徊村头，寻觅南来北往，
是否有您心头；您尽到了职责，静静躺在里头，我流干
了眼泪，茫然驻足外头……

壬寅虎年春天，奥
密克戎毒株反扑港城烟
台，作为一名核酸检测
站点的志愿者，我有幸
近距离接触到一群最美
的劳动者，他们给我留
下了深刻印象。

核酸检测点位于烟
台市区南郊，来检测的
大多是建筑工地的工
人、工厂车间工人和住
在附近的村民。

首先映入我眼帘的
是建筑工地上的工人，
他们安全帽下脸上的皮
肤苍老而黝黑。细看他
们的手指，因为常年的
操劳，已经变得粗壮，一
条条皲裂的口子布满双
手。其中有位来自河南
的建筑工人，在附近工
地干活，我问他：“你为
何来这里？离家这么远。”他说：“为了多挣些钱。”朴
实的回答让我不忍心继续追问他舍家千里来这里的
其他理由。还有一位是附近高架桥的工人，他来自湖
北，身上落满了工地上的尘土。我仔细看他的身份
证，八零后，今年正好40岁，可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苍
老很多，我想这一定源于常年的雨打、风吹、日晒。我
好奇地问他：“你为何来这么远的地方打工？”他说：

“这里虽然离家远，但工资高些，家里有老人和孩子需
要花钱。”我又问：“你多久回家一次呢？”他说：“工地
的活儿干不完就不回家。”语言中透着对家庭的责任
和担当，我还听出了他说话语气中对家人的思念。听
着他的话，我不禁心疼起来。在春节阖家团聚的时
候，他已经开始打点行装，带着父母的嘱托、妻儿的期
盼，依依不舍离开家乡，来到千里之外的异乡打拼；在
每个节日合家团圆的时候，他只能在遥远的北方向着
家乡的方向遥望和祝福。我想象着他是不是会在一
个风清月高的夜晚，找一个安静的地方，仰望星空，放
飞他的牵挂和思念，对着远在家乡的父母、妻子和孩
子大声地喊出“我爱你们”的话语。

想着眼前这位小伙子的不容易，泪眼婆娑中被
身上布满油污前来检测的车间工人打断，能看出他
们刚从机床车间走出，形色有些匆忙，他们穿着没来
得及脱掉的工作服，工作服上的油污斑斑点点，脸上
带着认真思考的表情，我想到了车间内钢花四溅、机
床轰鸣。这是一群年轻人，他们代表着中国工人阶
级的力量。看着他们认真的模样，想着他们可能正
在思考问题，我没好意思打断他们的思路，不知他们
具体做什么工作，但我坚信是他们的一次次改革创
新、精益求精、努力拼搏，为企业在市场经济的大潮
中，增加一次又一次成功的机遇，为烟台的工业发展
作出了重要贡献。

还有一位来自莱阳的长者，有六十岁上下模样，他
的身体已经佝偻，我问他：“你在这里干什么？家里人
呢？”他说：“在这里看（护）山，老伴儿在农村。”我眼光
跟着他的话语投向不远处的山林，感叹他们是最能守
得住寂寞的人，他们终日与山林为伴，与草为友，每个
山头都布满了他们的脚印，每一棵树木都凝聚着他们
的汗水，只为山林的安全防护。正是因为有这样一群
人的日夜守护，才有烟台的青山绿水，他们是真正美的
化身。

我的目光定格在一位和我年龄相仿的农家妇女身
上，她是附近的村民，皮肤黑又粗糙，脸上布满皱纹，看
起来至少年长十几岁，我问：“大姐，你在家里都干什么
呀？”她说：“有几亩果园，还有几亩大棚蔬菜。”浇地、除
草、剪枝、授粉、套袋、摘果，她一年四季耕耘劳作的形
象立刻呈现眼前。我们常常闻到瓜果飘香，常年吃的
蔬菜美食，均来自这些村民手中。我们城市居民一日
三餐的餐桌上何时离得开蔬菜、水果？此刻我驻足定
睛，在人群中多看了她一眼，觉得她那布满皱纹的脸庞
多了美丽。

这一天，我有机会走近这样一群人，融入到他们中
间，深切感受到他们的普通，感受到他们的朴实，他们
不畏酷暑严寒，辛勤劳作，用汗水筑起一座座高楼大
厦，用辛勤架起一座座桥梁，用无私坚守着工作岗位，
践行着心中的梦想，为城市建设添砖加瓦，为人民生活
贡献着力量；他们是中国千千万万劳动者的代表，是城
市建设者，城市美化者，城市的每一处发展，无不凝聚
着这群普通劳动者的辛勤汗水。

烟台是座包容性很强的城市，它接纳来自五湖四
海的人在这里生活工作，实现着他们各自大大小小的
梦想。烟台的美丽，是无数勤劳朴素的劳动者的奉献
和付出。这是一种双向的给予，也是一种双向的铸
造。城市实现城市的梦，百姓实现百姓的梦。我想，这
就是书里说的“国泰民安”吧。

母爱和爱情是两大永恒的主题，关于母爱的故事
俯拾皆是，并且每一则故事都是感人的真情流露，没
有丝毫的做作。在母亲节到来之际，一个个母亲的形
象不时地在我脑海里浮现，其中有这样一位母亲，她
的行为深深地感动着我，并永远定格在我的心中……

那是一个风雪交加的冬日，北风肆虐，怒吼声声，
雪花在空中疯狂搏击，天地一片混沌。一位中年母亲
站在楼梯口，心神不定地看着漫天狂舞的大雪，长时
间地陷入沉思……这是位诗意的母亲在风雪中找寻
灵感吗？或者是一个痴情于雪的雅士正在欣赏雪的
绰约风姿？不知站了多久，也许是被寒冷的北风吹
的，她的眼中似乎有泪花溢出。

她慢慢转过身回到了家里，关上房门的那一刻，
眼泪终于止不住地夺眶而出，原来她是想儿子了。

她的儿子非常优秀，大学毕业回到烟台参加工
作，仅仅两年的时间，就表现出了超凡的组织管理能
力，被单位破格提拔为中层领导，同时也赢得了爱情，
抱得美人归。仲秋时节，儿子踌躇满志地走进了婚姻
殿堂，可谓事业爱情双丰收。

作为母亲，这是生命中最幸福的时刻。
十月怀胎，她憧憬着美好，幻画着未来；幸福分

娩，她轻轻抚摸着幼小的生命，感动于上天的安排，
儿子是她今生永远的骄傲；当儿子吮吸她第一滴乳
汁的时候，她羞涩地陶醉了，眼睛也模糊不清了；当
儿子睡梦中把尿撒到她身上的时候，她感觉像沐浴
着甘露般的舒服……

儿子奶声奶气地牙牙学语时，那惹人痴迷的“嘻
嘻”笑声让她感觉浑身酥软；儿子喊第一声“妈妈”的
时候，她如坠云里雾里，幸福荡漾开来，几近忘记所有
的烦恼；儿子蹒跚学步，她轻轻拢住儿子的小手，引导
着儿子一步一步直到走得硬实起来；儿子会歪歪扭扭
地跑步了，她形影不离地跟在后面护卫着；儿子不小
心摔倒了，她会心疼得擦眼抹泪……

“你入学的新书包，有人替你拿；你雨中的花折

伞，有人给你打；你爱吃的那三鲜馅，有人给你包；你
委屈的泪花，有人给你擦……”这首歌是写天下母亲
的，当然也包括她。

她就是这样一步步地陪伴着儿子长大。
儿子上大学，她开怀地笑了，笑得灿烂如花；儿子

参加工作，她自豪地哼起了小曲，哼得心花怒放；儿子
结婚，她幸福地哭了，哭得难舍难分……

儿子结婚，像出了窝的小鸟，离开了她的视线，在
广阔的天空中快乐地飞翔，就在此时，她感觉失落了，
心里空空的，说不出的寂寞和无奈，还有深深的牵挂
和无尽的思念……

在这风声鹤唳、大雪弥漫的天气，儿子穿的暖
吗？吃的好吗？她越想心中的思念越浓，她知道每年
冬天的这个时候，儿子最爱吃她包的牛肉馄饨。想到
这里，她似乎有了主意，赶紧擦干眼泪，穿好衣服，出
门搭上出租车直奔超市，快速买好新鲜牛肉，还有芹
菜、生姜等，回家剁馅、调面、包馄饨，一气呵成，不到
两个小时的时间，热气腾腾的馄饨便出锅了，她装好
保温桶，马上打电话给丈夫，冒着漫天大雪驾车去七
八十公里外的烟台给儿子儿媳送馄饨。

此时无声胜有声，母子见面，紧紧地抱在了一起，
久久不愿分开，热泪滚涌着，上演着一幕人间真情。

站在一旁的儿媳激动地跑过去，与丈夫和婆婆紧
紧相拥，此时在旁边的父亲也幸福地哈哈一笑:“好了，
快来趁热吃馄饨吧，尝尝你妈的手艺进步了没有。”一
边说着一边打开保温桶，一股
热气袅袅升腾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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