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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典】 非淡泊无以明志，
非宁静无以致远。——三国 诸
葛亮 见《诫子书》

【注译】没有淡泊的心态，就
难以坚守明确的志向，没有宁静
的心灵，就不能达到远大的理想。

【解读】 诸葛亮，字孔明，
号卧龙 （也作伏龙），三国时期
蜀汉丞相。生于公元 181年，卒
于 234年。诸葛亮出生在文化底
蕴 深 厚 的 古 琅 琊 郡 阳 都 故 城
（今山东临沂市沂南县）。早年
“躬耕南阳”，那里历史悠久，
人杰地灵，诸葛亮在此隐居求
志，学习经史和诸子百家，研
究治国方略，密切注视现实，
分 析 各 派 政 治 集 团 的 斗 争 情
况 ， 因 才 华 出 众 ， 被 称 “ 卧
龙”。三顾茅庐后，他辅佐刘
备，火烧博望，火烧新野，火
烧赤壁，三把火烧得刘备实力
大增，有了同曹操、孙权争夺
天下的本钱，开创了三国鼎立
的局面。刘备死后，受托孤之
命，又辅佐刘禅，被尊为“相
父”。其间七擒孟获，平定南方
乱事，后又六出祁山，北上征
战，终因操劳过度，在北伐途

中病逝于五丈原，被追谥为忠
武侯。即使与蜀汉对立的东晋政
权也因其军事才能，特追封他为
武兴王。其主要著作有前、后
《出师表》《诫子书》《戒外生
书》《马前课》《将苑》《便宜十
六策》 等。历史上的诸葛亮有三
种形象，一个是“神”的形象，
一个是“妖”的形象，一个是

“人”的形象。百姓版的诸葛亮
是一位神人，算无遗策、通天晓
地、精通军事、运筹帷幄，智慧
超卓入圣，世世代代受到人们的
敬重。演义版的诸葛亮，身穿道
袍，手执羽扇，能掐会算，未卜
先知，呼风唤雨，撒豆成兵，在
中国传统戏曲 《诸葛亮吊孝》
《收姜维》《群英会》《借东风》
《三气周瑜》《空城计》《战马
超》 中被表现得淋漓尽致，而
这些剧目多来自 《三国演义》，
被鲁迅称为“状诸葛亮之智而
近于妖”；史志版的诸葛亮是一
位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思想
家、文学家，一生戎马倥偬，勤
于政务，忙于军事，鞠躬尽瘁，
死而后已，曾发明木牛流马、孔
明灯，并改造连弩等等。诗圣杜

甫在咏孔明的诗中说“三顾频烦
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出师
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
（《蜀相》）“功盖三分国，名
成八阵图”（《八阵图》）“诸
葛大名垂宇宙，宗臣遗像肃清
高。伯仲之间见伊吕，指挥若
定 失 萧 曹 ”（ 《咏 怀 古 迹 五
首》 ）。 明 代 理 学 家 宋 濂 说 ：

“ 三代而下，有合于先王之道
者，孔明一人。”方孝孺又说：

“孔明以布衣至于为相，而人不
以为速；以讨贼为己任将帅，人
不以为自用；兵败而功不成，人
不以为无勇；一国之政，赏罚予
夺无所贷，人不以为专……孔
明之为相！欿然虚已以求闻已
之 过 ， 秦 汉 以 下 为 相 者 皆 不
及”，就连清代皇帝乾隆都称他
为“完人”。

诸 葛 亮 生 活 的 东 汉 末 年 ，
政治腐败，社会黑暗，战祸四
起，民不聊生，黄巾农民大起
义沉重地打击了汉朝地主阶级
的统治，使早已腐朽不堪的东汉
政权分崩离析，名存实亡。在镇
压黄巾起义的过程中，各地州郡
大吏独揽军政大权，地主豪强也

纷纷组织“部曲”（私人武装），
占据地盘， 形成大大小小的割
据势力，进入争权夺利、互相兼
并的长期战争，造成中原地区

“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的

凄惨景象。当时的割据势力主要
有河北的袁绍、河内的张杨、兖
豫的曹操、徐州的吕布、扬州的
袁术、江东的孙策、荆州的刘
表、幽州的公孙瓒、南阳的张绣
等，形成群雄并起的局面，在这
些割据势力的连年征战中，袁
绍、曹操两大集团逐步壮大起
来，而作为一介布衣的刘备，也
借着皇室后裔的名分树立旗号，
招兵买马，与关羽、张飞桃园结
义，但兵寡将微，谋弱智少，屡
战屡败，不得不寄人篱下。当时
一些胸怀远大的有志之士，也正
期待着择良木而栖，择明主而
侍，诸葛亮就是其中一位杰出代
表。《三国志·蜀志·诸葛亮
传》 中有：“ 亮躬耕陇亩，好为
《梁父吟》。身高八尺，每自比于
管仲、乐毅，时人莫之许也。”
那么诸葛亮为什么好为 《梁父
吟》 又自比管、乐呢？我们知道
在 《梁父吟》 中有一名句“一朝
被谗言，二桃杀三士”。其在叹
惋“三士”的同时，也在读史观
世，鉴人观己，思考如何“达则
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而
管仲佐主称霸，一匡天下，乐毅

大破齐师，以弱胜强。从这些都
可以看出诸葛亮虽身在陇亩，却
心怀天下。诸葛亮的思想除了受
时代影响外，文化影响也是一个
重要因素。我们知道从西汉起，
在“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直
接影响下，儒家思想更加受到重
视，诸葛亮深受儒家思想的浸
润，正统观念非常强烈。而诸葛
亮也吸取诸子百家之长，他的淡
泊宁静思想主要来源于道家，他
的勤俭节约思想主要来自墨家，
他的以法治国思想主要取自法
家，他的用兵之道主要来源于兵
家。此外，家族影响对诸葛亮思
想的形成也是举足轻重的，他的
祖先诸葛丰在西汉元帝时任司吏
校尉，有点像现在的监察部部
长，诸葛亮的父亲诸葛圭曾任泰
山郡的郡丞，有点像是现在的
市长助理，他的叔叔诸葛玄，
曾任豫章太守，也是个不小的
地方官。诸葛家族世代为官，
诸葛亮必定会受到家族文化的
耳濡目染。

在这些时代背景和思想基础
上，诸葛亮的廉政思想和高洁品
格可以归纳为以下四个方面：

忠君。诸葛亮在 《便宜十六
策》 中写到：“君臣之政，其犹
天地之象，天地之象明，则君臣
之道具矣。君以施下为仁，臣以
事上为义。两心不可以事君，疑
政不可以授臣。上下好礼，则民
易使；上下和顺，则君臣之道具
矣 。 君 以 礼 使 臣 ， 臣 以 忠 事
君。”在前 《出师表》 中，诸葛
亮说：“臣本布衣，躬耕于南
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
于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
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咨臣
以当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许先
帝以驱驰。后值倾覆，受任于败
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尔来
二十有一年矣。”在这二十一年
中，他谋划三分，夺取荆、益，
内修政理，外联孙权，南抚夷
越，西和诸戎，北伐曹操，建都
西蜀，为刘备称帝尽忠竭智，耿
耿丹心，天地可鉴。当刘备托孤
时，对诸葛亮说：“君才十倍曹
丕，必能安国，终定大事。若嗣
子可辅，辅之；如其不才，君子
自取。”亮涕泣曰，“臣
敢竭股肱之力，效忠贞
之节，继之已死”。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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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句话，一个人，一段历
史，一束思想，一种文化，一个
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源泉。

——《廉语金典》

微型小说老郭有两大爱好，一是钓鱼，一
是收藏古董。钓鱼是他退休后无所事
事才有的，收藏古董是他当博物馆长
时每天都接触古董而产生的。

这天，他听说长葛有一佛耳湖，
环境优美景色秀丽，不仅是一处风景
游览区，还是一处钓鱼的好场所。于
是他就让儿子开车把他送到那里。到
那一看，果然如此，那湖有几百亩
大，湖水清澈，岸柳成行，湖边荷花
飘香，湖中小船摇荡，看了让人好不
惬意。他一高兴就让儿子开车先回，
他在那钓鱼，约好下午四五点钟时儿
子再开车来接他。儿子走后，他绕湖
转了一周，找了一僻静的树荫下垂钓
起来。

他一直钓到下午两点多，钓了十
几条鱼。这时，他感到腰背坐得有点
酸疼，就站起来绕湖活动活动。他看
到湖堤上有一房子，油香味不时顺风
飘来，走过去一看，原来是个小羊肉
汤馆，顿时他觉得肚子有些饿了，就
坐在桌前，要了份羊肉泡馍。在他等
饭的当儿，看到桌旁一只黑猫正在一
个碗里吃食，再看那碗，他一下子眼
睛亮了：那碗弧腹圈足，釉色青中泛
黄，无甚纹饰，且施釉不到碗底，碗
内面上还暗藏着两条鲤鱼。看它的造
型和釉色，凭他多年研究古董的经
验，断定它为宋代瓷碗，是古董碗中
的瑰宝！老郭惊喜之后，马上镇静了

下来，他想，此碗价位不菲，要对主
家说明了自己是买不起的，但如何让
此宝收藏在自己手下呢？在他细看那
碗的同时，又看到正在碗内吃食的
猫，那猫浑身黑亮，无一杂毛，眼睛
黄中有绿，吃食的动作优雅逗人，顿
时，他有了主意。他对卖饭的小伙儿
说，这猫很逗人喜欢呀！那小伙儿还
未答话，从屋内走出一六十来岁的婆
子。她对老郭说，是很让人喜欢，我
一会儿也离不开它。老郭说，我一生
别无爱好，就喜欢养猫，猫温顺干
净，善解人意，能与人同食同宿，可
我见过多少只猫，都没有你这只猫中
我心意。大妹子，我有个请求，想让
你把这只猫卖给我。那婆子说，不
中，它是我的心肝，我不舍得。老郭
说，我出高价，多少钱我都不介意，
我老了，什么都不想，只图个心情高
兴心满意足。婆子说，我们饭馆开在
田野，经常有老鼠，还要它看家护院

呢。老郭说，我出的钱多，你可以再
买一只嘛。婆子说，前几天，也是一
位来这儿游玩的客人看上了这只猫，
他给我 2500 元我都没卖。老郭忙
说，我给你 3000元，可以了吧？那
婆子语塞了，看样子心动了。老郭一
见此状，忙从衣兜里掏出钱包，数了
30张百元大钞，双手递到了那婆子
眼前。那婆子似接又不想接，嘟囔着
说，卖给你……老郭忙把钱塞到她手
中，说，就这样了，我会很好地待你
的心肝的，放心吧。说完，弯腰抱起
那猫，转身就要走人。就在这时，他
慢慢地又转过了身，对婆子说，大妹
子，这猫我买了，把那喂猫的破碗脏
碗赏给我吧，让它也随猫去吧，它可
是猫的饭碗啊！婆子说道，这碗我不
能给你，它是我祖上留下的传家宝，
虽然又破又脏，但它宝贵着哪，祖上
的东西我不能随便送人，我不能忘了
老祖宗。说完，弯腰端起那碗转身回

屋去了。老郭抱着猫在那里愣了半
天，再无一人理他。那碗羊肉泡馍早
已端在了桌上，似乎没有了热气，老郭
哪有心思去吃啊！只好抱着猫悻悻然退
到了湖边，呆若木鸡地坐在一块石头
上，想着心思等着儿子。

这时，两位看样子是当地人的中
年妇女走到了他面前，见他抱着猫这
般模样，偷偷地相互笑了起来。老郭
问，姑娘，笑什么？一个妇女说，笑
你买了这只猫。老郭问，你咋知道这
猫是我买的？那个妇女笑着说，不但
是你买的，而且还是高价买的。老郭
一听又愣住了。妇女接着说，是你相
中了那个喂猫的碗，就先高价买了
这猫，后要求把那喂猫的碗送给
你，对吧？老郭忙点了点头。妇女
又说，那碗是她家的传家宝，很主
贵，她会送给你吗？再说，她若把
碗送给了你，以后还咋卖猫呢？她
家后院养了好几只猫哪。看你是个
来钓鱼的，用你们的行话说，她是
用碗来钓鱼的，你是以买猫的名义
来钓鱼的，对不对老先生？说完，
那两个妇女捂着嘴笑着走了，老郭
隐约听见她俩说，想讨便宜的人，
一定会吃大亏……

老 郭 的 脸 一 下 子 可 红 了 。 他
慢慢地放开了胳膊，那猫从他的
怀里跳了下来，钻进了漫无边际
的庄稼地……

♣ 史留昌

钓 鱼

雍正十一年，张廷玉的儿子张若
霭科举考试考取了第三名，这不论放
到谁家，都是个天大喜事。可张廷玉
却坚拒不受，对雍正说：“此虽喜事，
但也可能是家族丑事，请皇上怜惜微
臣名节，请皇上速将犬子降到二甲！”
雍正不解，张廷玉解释说：“科举是寒
门子弟的晋升之路，张家已非寒门，
不宜和寒门子弟争夺鼎甲。其次，
臣和鄂尔泰兄弟同僚多年，如今犬
子在他门下中了鼎甲，天下何人不
疑我张廷玉！恐怕到放榜时，老臣
早已名节尽毁，遭天下读书人唾
骂。”雍正觉得有理，便把张若霭降
成了第四名。

这就叫避嫌。也叫瓜田李下，
意指正人君子要主动远离一些容易
引起争议的人和事，避免引发嫌疑猜
测。即所谓“经瓜田不蹑履，过李园
不正冠”。古时道德君子都很重视此
事，不肯轻涉瓜田李下，诚如 《北
史·袁聿修传》 所言：“瓜田李下，
古人所慎。愿得此心，不贻厚责。”

避嫌，是君子之风，守住了这
一条，就不愧为正人君子；也是为
官之道，把住了这一关，方可做清
官廉吏。咸丰六年，沈葆贞先被任
命杭州知府，那是很多人求之不得
的肥缺。他却拒绝说，祖上曾在杭
州居住多年，那里有不少近亲故
旧，容易以情干权，避嫌起见，请
改任他地，最后去了贫困落后且正
兵荒马乱的江西广信。这里不仅条
件艰苦，生活困难，还要守城拒
敌，恶战不断。但他经住了考验，
战胜了险恶，表现了才具，彰显了
气节，最终成了一代名臣。

或曰，清者自清，浊者自浊，
身正不怕影子斜，只要自己光明磊
落，就没有必要刻意避嫌。可是，世
界是复杂的，有些事情只要搅进去
了，就很难再说清楚，所以，还是
远离瓜田李下为好。清华老校长梅
贻琦在西南联大时期，千辛万苦向
教育部要来一笔学生补助金。按规
定，他家四个孩子都有资格申请，

可是他却不准任何一个沾边，就是
为了避嫌，不让人说闲话。其实，那
个时候他的家用相当拮据，早已捉襟
见肘，寅吃卯粮。可他宁肯举债，变
卖家产，或让夫人提篮小卖补贴家
用，也不涉“瓜田李下”之地。

避嫌，往小里说，事关个人名
节、声誉；往大里说，则事关所在团
体、政府、国家公信力，不可小视。
彭德怀元帅就很把这当回事，不肯稍
有苟且。1951年 10月中旬，彭德怀
夫人浦安修到东北公干，任务结束
后，负责人特意安排她到朝鲜看看
彭总。一路颠簸，还遇到敌机轰
炸，浦安修头部受伤。见到彭总
后，他十分严肃地问：“你来干什
么？司令员老婆来了，一百万志愿
军指战员的家属会怎么想？”看到浦
安修流下委屈的泪水，头上还缠着白
纱布，他缓了一下口气说：“住两天就
赶快回去吧。”深明大义的浦安修，什
么也没说，两天后就回国了。

避嫌，如果仅是个人的事，倒是

相对容易一些，问题是往往要和骨
肉至亲纠缠一起，这就需要得到他
们的理解和支持，甚至做出牺牲，否
则很难坚持下去。1968 年，周恩来的
侄 女 周 秉 建 到 内 蒙 古 牧 区 插 队 ，
1970年参军。周恩来知道后，竭力劝
阻她说，虽说你参军合乎正当手续，
难道这里边就没有我的因素吗？越
是领导干部子弟，越要从严要求。所
以，她只短暂当过 3 个月兵，就被伯
父劝告继续回牧区插队。由是而联
想，周恩来被人们世代敬重，严于自
律避嫌也是原因之一啊。

这些努力避嫌者，在诸多达观
善变者眼里，似乎有些做作，偏执，
矫枉过正，但如果没有他们固执的
坚守，没有他们“不近人情”的“迂
腐”，吏治的混乱，滥权的严重，民
心的丧失，风气的败坏，都是可想
而知的。一想到这里，就格外怀念
那些能避嫌、敢牺牲的先贤君子，
景 仰 其 高 风 亮 节 ，敬 佩 其 襟 怀 境
界！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

♣ 陈鲁民

避 嫌知 味

♣贾国勇

醋熘土豆丝

家门口有家叫“烙馍卷菜”的小
饭馆，除了鱼香肉丝价格稍贵外，地
皮菜炒鸡蛋、酸辣绿豆芽、醋熘土豆
丝、蒜蓉泼菠菜、大葱烧腐竹等这些
大众化的菜肴，价格非常平民化。
在这儿吃的时间长了，和大老李成
了朋友，看到我进饭馆，不待吩咐，
就冲着坐在柜台里面的老板娘喊上
了：“烙馍五张，醋熘土豆丝一盘！”

总有一只烙烙馍的铁鏊子架在
饭馆门前。铁鏊子下面烧着旺旺的
柴火，一位农妇模样的女人麻利地用
擀面杖擀着面皮，顺手揭起放到身边
的铁鏊子上；随着一根油光发亮的竹
篾子翻动，面皮在铁鏊子上面慢慢地
由白变黄，紧接着出现了细碎的灼
花，变成了烙馍。坐在铁鏊子边的厨
娘挥舞着竹篾子，烙馍在竹篾子上打
了个滚，便稳稳地落在了柜台上的馍
筐内。客来客往，筐里的烙馍不停地
被人端出去，也不停地被厨娘放进
来，周而复始，从不见筐底儿。

汤桶照例放在柜台边，上面盖着
不锈钢的桶盖儿，有热气儿不停地从
里面蹿了出来，袅袅升腾。掀开桶盖
儿，一股香甜的玉米味道扑鼻而来。
定下神来细看时，可以看到桶里面是
黄澄澄的玉米糁粥。不知道在炉火
上熬了多长时间，已经把玉米糁儿熬
得如胶般黏稠，举勺从粥桶里舀起，
勺上的粥挂垂了好长，如冬天悬挂在
屋檐上的冰挂。在这里吃饭，无论玉
米糁粥多么好喝，却是照例不收钱
的，喝完了一碗自去粥桶里舀来，店
主人绝不会拿眼乜人。

由于是熟客，就有了到后厨溜
达的资格，也了解到了醋熘土豆丝
的做法。后厨里面有一只大海盆，
里面泡着很多剥去了皮的土豆，用
手搅动盆中水，土豆犹如一个个正
在洗澡的白白胖胖的孩子，在水中
浮起浮落，非常可爱。有客人报了
醋熘土豆丝，厨师便从海盆中捞了
一只土豆出来，先是“刷、刷、刷”四
五刀，把土豆切成了薄薄的片儿，用
手向前一推，那些土豆片便列队开
来，平躺在菜案上。这个时候只见
厨师手中的菜刀如敲击鼓点般急
骤，上下飞舞，根本看不清菜刀下的
物什。也就是三五秒，刀停了下来，
整整齐齐的土豆丝已经摆在刀背
上，被厨师顺势送进了翻滚着水花
的锅中。待锅中的水花再起时，厨
师用笊篱捞出了焯过水的土豆丝，
放进灶台边的凉水中。

在家里吃醋溜土豆丝，总感觉
土豆丝发黏发软，不如饭馆里的土
豆丝清脆爽口，总让人百思不得其
解。其实，做土豆丝时，要准备一盆和
室内温度差别很大的凉水。把焯好的
土豆丝从热水中捞出放进凉水，受凉
水刺激，发黏发软的土豆丝就发生了
物理变化，变得清脆爽口了。

在焯土豆丝的同时，厨师就已
经在炒菜锅里添加好了植物油，还
不能忘了放些花椒、姜丝和葱花、蒜
末、辣椒丝。待锅里的油“滋滋”地
响起来，植物油的香味就飘逸出来，
在鼻翼间萦绕。厨师用笊篱把土豆
丝从凉水中捞出来，放进滚烫的油
中。热油遇到土豆丝带进来的凉
水，先是发出一阵暴风骤雨般的“哗
哗哗”声，很快，炒菜锅内就冒出了
旺盛的火苗，让人感到恐怖。厨师
却不慌不忙，先是浇上半勺的老陈
醋，紧接着，顺手抄起炒菜锅长长的
木柄，朝前一伸，向后一拉，土豆丝
就在炒菜锅中打起滚，如是三番，待
锅中的火熄灭，厨师已经把土豆丝
盛放在菜盘中了。

一盘颜色鲜亮、味道爽口的醋
熘土豆丝就这样诞生了！

人与自然

♣曹春雷

春天是个动词

老瓦窑（国画） 沈克明

春天是活泼泼的，当它从日历里走出
来后，天地为之生动。

你看啊，春天催动下，万物萌发，沉睡了
一个冬天的大地，渐渐苏醒过来。这时你到
田野去，踩在泥土上，就会感觉脚下不再是
硬邦邦的，而是软软的，像踩在沙发上一样。

如果你身后有只狗跟着，它可能就会
被这松软所吸引，忍不住在泥土上打个滚
儿。你可能也想打个滚儿，但看看远处有
人，还是把这突如其来的兴致掐灭了。

草还是枯黄着，但若你俯下身去，拨
开一丛草，你就会发现，草芽儿已经拱出
地面，嫩黄嫩绿的，害羞地和你打招呼。
阳光实在是暖，你找块青石躺下来，想眯
一小觉，你可能会听到簌簌的声音，似有
似无，那不是别的，一定是周围的草们在
纷纷破土而出。

不要坐在一片泥土之上太久，因为你
坐着坐着，可能会觉得屁股突然痒，像被
人搔了一下，你站起来，低头去看，就会发
现，原来是一棵或几棵草，刚萌发出来，以
这种方式在抱怨你阻挡它的生长。

如果你兴奋地脱了鞋，赤脚在地上走，
想亲近一下泥土。恰好这时有一场细细的
春雨飘下，那么你的脚心可能就会痒，那是
刚出土的草芽儿在向你示威。如果不是
草，那么可能会是脚底的蚂蚁或别的虫子，
在抗议你的踩踏。这些虫子们，在冬天时
蛰伏在地下，这时又开始活动起来。

春天的大地，没有哪一株草是懒惰
的，没有哪一只虫子是萎靡的。

暖阳之下，如果你忍不住，想为春天
唱个赞歌。那么，就唱吧，空中有鸟儿飞
过时，一定会为你伴奏几声。冬天时的天
空，是寂寞的，很少见到鸟的踪影。即便
是见到，那些鸟也是沉默的，它们大都封
闭了自己的喉咙，大概是怕一张嘴，那些
叫声就会被冻结在空中。如今，春天来
了，它们想唱就唱。

农人这时走在田野上，也会哼上一首
小曲儿。蹲在地头上，打量一下久别的田
地，盘算一下今年该种些啥。

河流解冻了，流水潺潺，鸭子们红掌拨
清波，呱呱叫几声，庆祝自己收复失去一个
冬天的领地。青蛙从泥洞里醒来，一下子跳
进水里去，激起一圈圈涟漪。柳树吐露一个
个细小的眉眼，等待春风一点一点裁剪。

山也朗润起来，“春山澹冶而如笑”，
满山灿烂的迎春花，就是它最美的笑声。
这时去爬山，心会比那些花朵还明媚。

春天，蓬勃了人间，染绿了天地。春
天，是一个最美丽的动词。

该书是备受海内外关注的华语
作家盛可以另一部探讨中国女性问
题的长篇小说。作家敏感地从生育
角度切入女性身体自主的抗争历程，
并继续深入关照了女性自我意识的
渐次觉醒。小说铺写了三代女性的
家庭和婚姻生活，有全身心奉献给家
庭的，也有拼尽全力要逃离的，有坚
持不要生育的，也有费尽心思想要再
生育的……在她们看待生育问题的
纷纭想法中，子宫这一最初生命的繁
衍地，却在几十年的社会生活中，扮
演着极其复杂和深微的功能。

女性的生存困境体现在日常生
活的诸多层面，但其中最为敏感的也

是最为重要的却是女性独有的子宫
所带来的生育能力。子宫这片具有
生长力量象征的原始息壤是造物者
赐予女性的一片福地，也是女性不断
与自我与社会角色发生纠缠的最深
根源，也是加诸在女性身上的沉重负
担。这不单单体现在传统农业社会，
子宫孕育生命繁衍后代是女性的唯
一的价值，在社会生活的不断变迁
中，子宫也成为女性维系情感关系、
婚姻与家庭地位的重要保证，是社会
角色辨认的关键指标。《息壤》可以说
是一部中国女性生育状况的调查书，
也是一部中国女性意识觉醒的见证
报告。

《息壤》：一份中国女性的生育报告

祖孙情祖孙情（（摄摄 影影））周文静周文静

♣ 萱 齐

新书架

史海钩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