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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关雎鸠（篆刻） 袁斌

本报今天推出《语林指瑕》专栏，顾名思义，“语林”
即语与字的总和；“指瑕”，即纠错。即通过咬文和嚼
字，为规范使用母语求是而存真。

汉语科学严密，是世界文明的骄傲。然而汉字浩
繁，音、形、义各别，故而呈现出复杂现象。人们在具体
实践中，由于诸多原因，造成了误读、误写和误解，致使

有“无错不成书”的感慨，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警觉。
有感于此，本报设此专栏，意在补智者千虑之失

而断疑，矫天下用字之淆而解惑。勘误纠谬，为求
一“是”。敬畏汉字，是我们的初心；善待汉语，是我
们的责任。专栏既设，虚位以待，企盼海内真知灼见
之大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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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蒲松龄的《聊斋志异》
中，有《邑人》篇，中有句云：

“（乡人的家里人）呼邻问之，则
市肉方归。言其片数斤数，毫
发不爽。”毫发不爽，形容一点
点细微之处都不会出现差错。

这里的“毫发”，到底应怎
样解释？

《辞源》解释是“毫发：毛发，犹言些
许。”并引用汉王充《论衡·齐世》例：“方今
圣朝承光武、袭孝明，有浸鄷溢美之化，无
细小毫发之亏”。此处将“毫发”解释为

“毛发”。《现代汉语词典》谓：“毫发，毫
毛和头发，比喻极小的数量（多用于否定
式）：~不爽。”上海教育出版社的《成语词
典》解释“毫发不爽”也是如此解释“毫发”
的：“毫：细毛；发：头发；爽：差错，失误。

形容一点也不差。”
上述辞书中，释

“毫发”为毫毛和头发，

大约是有些望文生义，并不正确。
此处的“毫发”，实际上是指我国古代

长度计量单位。“发”是简体字，繁体字为
“髪”（而不是另一个“發”）。

汉代贾谊《新书·六术》：“是故立一毫
以为度始，十毫为髪，十髪为氂（lí 通

“厘”），十氂为分，十分为寸，十寸为尺。”
《说文》云：“十髪为程，十程为分，十分为
寸。”这就是说，一程，也就是一厘。程，是
寸的百分之一，发（髪），是寸的千分之一。

“毫发”的这种意思，诗圣杜甫就用得
极为恰切。《秋兴》八首，是其晚年渐于诗
律细的杰作，他也对《秋兴》自视甚高：“毫

发无遗憾，波澜独老成。”此处的
“毫发”，即是作长度计量单位
的。偏偏地无巧不成书，就如同
史上有传的汉代人直不疑、明代
人满朝荐一样，名与姓结合得很
是有趣。我国现代著名国画家
程十发（髪）的姓名，就是因了程

姓，而巧妙地取名十发（髪），就是取“程”
和“发（髪）的关系。繁体字“發”和“髪”，
简体字虽然都作“发”，但繁体二字所含之
义并不相同。所以程十发的“发”，还原与
繁体字，不能作“發（fā），而应作髪（fà），这
从他的画作签名亦可知晓，之所以取名

“十发（髪）”，就是取十发（髪）为一程之
意。因之，《辞源》《现汉》对“毫”和“发”的
解释，只因望文生义，便陷入了误区，“毫
发”作为一个词，并非是指毫毛和头发，也
并非指极小的数量，而是指细小的长度。
毫发无伤，毫发无损，说的是没有一点伤
损，那“毫发”，绝不能指“毫毛”和“头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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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 发 不 爽毫 发 不 爽

家长与韭菜家长与韭菜 □丁小村

最近一个事件特别引人关注：传闻某教
育机构对 6-10 岁儿童进行“量子波动速读”
训练，据说学会“量子波动速读”的孩子，随
便翻书五六分钟，就能完整阅读几十万字。

“量子波动速读”培训学费少则一两万，多则
五六万，却很受家长欢迎。

说起来荒诞不经：这种违背常识的骗
局，不但有人信，还有人踊跃买单。

现在幼儿园孩子和小学生的家长，多半
都是 80、90 后，他们大多受过基本的本科教
育，很多还是硕士博士，能交得起高昂的培
训费，他们都属于中产阶级。争先恐后当韭
菜，这也是一个很奇妙的事。

对孩子教育的重视，是中产阶层最重要
的一个标志。他们中多数人是靠考上大学、
就读名校，从社会底层奔向中产阶层，因此
他们更相信良好的教育对孩子人生的意
义。也因为这个原因，他们往往病急乱投
医，并不在乎当韭菜。这可能也是一种时代
的荒诞。

这个“量子波动速读”，可能已经超出了
常人的理解范围了。听上去多少有些科幻
的味道，很“硬”，但也很空。科学是打破迷
信的，所以人要学知识，要讲科学。但科学
也造就新迷信，比如科幻般的“量子波动速
读法”。我相信多数年轻的父母都听说过量
子力学，但并不懂得量子波动速读，对于不
懂的事他们更迷信，因为它建立在貌似科学
的概念上。

这种打着“科技”名义的骗术，实在并不
罕见，不过换了一种方式而已。伪科学往往
以“科学”的面目出现，越是相信“科学”的
人，越容易上当。

有一对年轻的夫妇，他们的孩子出生后，
要给孩子起个大名。孩子外公外婆起的，他
们不想用；孩子爷爷奶奶起的，他们也不想
要；他们自己也想不出一个喜欢的名字。

最后他们花了上千块钱去找一个“起名
大师”。大师要了生辰八字，排了八八六十
四卦，讲了五行八阵，最后给他们起了一个
很普通的名字。

在我看来，这名字实在不值一说，并不
比孩子的爷爷奶奶、外公外婆起的高明多
少。但他们乐呵呵地给孩子用了这个名字：
因 为 起 名 大 师 给 他 们 了 一 套 完 整 的“ 道
理”。五行缺水，八字有命，六十四卦有卦
象，五千年来只一人……

听起来很科学，很哲学，很神叨，很吓人。
我笑他们：亏你俩还是大学本科生，一个

理学硕士加一个经济学学士，竟然拜倒在一
位“起名大师”座下，乐呵呵地交了智商税。

孩子上了幼儿园，他们又去找一位“心
算大师”。据说这位大师教出来的孩子，比
计算器还厉害。我说这个不必了吧，我们爷
爷辈很多人没读过书，也能算账，你觉得让
孩子这么早学这种奇妙的“心算大法”真的
有意义吗？实际上到了孩子三年级，一般的
四则运算对他们来说小菜一碟。曾经有人
做过实验，小学四年级才学算术，一年就把
小学四年的算术课学完，这很难吗？

但他们相信孩子是数学天才，我不好扫
他们的兴，因为一个4岁的孩子，你无论如何
也看不出他的数学天才或者别的什么天
才。天才是要经过检验的，有十岁的天才，
也有八十岁的天才。

“心算大师”不能发现你孩子的天才，但
能叫你相信你孩子是天才。

他们当然不信我这一套：他们花了几千
把孩子送给心算大师，果然，孩子幼儿园大
班的时候，就能熟背加法表和四则运算口诀
了。每次吃饭他们都会让孩子表演，大家夸
孩子是天才的时候，他们十分得意。到了上
小学二年级，每一个孩子都会这些了，这个
精彩的天才表演就结束了。

我笑：孩子的智商依然是那么多，不过
你们的智商却打了折扣。

到了小学二年级，他们又兴冲冲地把孩子
送到一位“国学大师”那里。我说，学什么呢？
他们说，《弟子规》《三字经》《论语》……等等。
我说，孩子听得懂么？他们说，听不懂背下来
总是有用的。我无语了，我也会背《三字经》，
但到现在我也没理解《三字经》的现实意义。

国学大师忽悠他们：“孩子学了《弟子
规》，就不会这么脾气暴躁了，会很有礼貌，
懂得孝道。孩子学了论语，就会懂人生意
义，知道学习了。”

到国学大师那里学了两年，我问他们，
有什么效果没有？他们说，有啊，好得很。
然后把孩子叫来，规规矩矩站在我面前行古
礼，给我背诵《弟子规》和《论语》。我赶紧表
扬：“乖得很，好厉害！我都不会背《论语》
呢。”但是我心里在嘀咕：他真的懂论语吗？
到了三十岁的时候他们还记得吗？当同龄
人拿出平板电脑翻出《论语》的时候，他会不
会觉得自己傻了？

当然这对父母是不会信我的。他们信心
满满地说：“背了总是会有用的。”我只好问

他们一句：“你们背过《论语》吗？你们还记
得吗？你们读懂过《论语》吗？能给孩子讲
讲吗？”

到了小学六年级，他们突然迷上了一种
培养天才的某某教育法。于是夫妻缴了巨
额学费，轮番上阵去听课。培训班把这种

“教育法”讲得天花乱坠，就好像他们明天就
能制造一个天才出来。夫妻俩打了鸡血般，
回家对孩子按照神奇的教育法来施教。

孩子烦透了，天天发脾气。为了考上名
校，他们夫妻俩天天给孩子打鸡血，孩子总
算有了一点动力，在他们的折腾中，做无数
的考卷，听无数的网课……

我说：“孩子的天性呢？给孩子一点点
空间吧。”他们说：“考不上名校怎么办？就
算交钱也没人要，宁愿在培训班多花点儿
钱，也不要让孩子进不了名校啊。”

他们相信钱能做到一切，这是智商问
题吗？

进了名校他们依然心有不甘，小时候的
一个“天才”孩子呀，从小到大我们都是当天
才培养的啊，怎么到中学就跟不上了呢？怎
么就拿不到班级前十名了呢？他们夫妻俩
忧心忡忡，十分不甘心，也比以往更加恐
惧。他们买了号称让孩子更有乐趣的“学习
机”，他们上了号称“把孩子送进清华”的网
络培训班，他们给孩子买了打鸡血的《你也
能读清华》之类的励志书……最后他们的孩
子虽然还算是学霸，但依然进不了班级前
十，他们于是开始埋怨老师、憎恶学校，觉得

这所名校把他们的孩子给耽误了……
我说：“能不能有点儿平常心？”
不！他们早已经习惯了“不平常”。把

自己当作成功人士，把孩子当成天才。他们
花了那么多钱，费了那么多心，不就是觉得
自己比别人更厉害么？不就是觉得自己的
孩子生来是天才么？

高中毕业了他们的孩子填报高考志愿，
他们又花了几万块钱去请“报志愿专家”：号
称以大数据为依据，以最新的信息为基础，
让孩子上最有前途的专业，让孩子“擦边”进
名校……他们对此毫不置疑，终于在报志愿
专家们的指导下，把孩子送进了一所名校。
有媒体评论：这是被收割最后一茬韭菜了。

他们夫妻俩送孩子去大学，回来时十分
不乐。我问他们，他们说，这大学还是名牌
大学呢，怎么这样子呢。学校在郊区路远不
说，学校根本不管外地家长送孩子不方便，
打个车都那么难；接待人员态度生硬，辅导
员打着官腔，问个事儿也匆匆忙忙回复一
下，根本不能体会到我们家长心里多焦虑；
孩子第一次在外生活多紧张，环境陌生，学
校也不多关心关心……诸如此类，让他们觉
得有些沮丧。

我说：“你们这是觉得自己身为学霸的
父母，在大学受到了怠慢，是吧？”

没等他们回答，我又说，可你们要知道，
在那所名校里边，单今年就进去了一万多

“学霸”呢。
他们无语，觉得我说的有些道理，但也

很扫兴。
我打心眼里没有嘲笑他们的意思：我只

是觉得，他们交的智商税太多了。
我替中国的家长们心疼。在这些荒诞

的神话与鬼话下，“教育”两个字，把他们变
成了韭菜，被收割了一茬
又一茬。 笔走龙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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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湿漉漉的长安飞奔到长
春。起飞时，长安的深秋，细雨霏
霏，淅淅沥沥下个不停，感觉是老
天着急驱散夏日遗留不多的余热。

落地之时，映入眼帘的是绝美
的斑斓色彩和湛蓝如洗的天空，何
尝不是一种美的相遇。只有在东
北这辽阔的田野，才能遇到苍穹深
远的蔚蓝。

落日挥洒了万丈金线，万亩良
田显得那么恬静。金色的稻穗铺
满这片肥沃的黑土地，自然用全部
的爱意，献上珍藏之礼，或许也是
大地给赤诚的农人最幸福的回
馈。记得上一次到长春，她如婉约
的姑娘，羞涩而欲盖弥彰，下点小
雨，我没有看清她的真实面目。

这一次，不期而遇，明朗的天
空，展现出最真实的东北。原来，长
春也会遇到深秋。空气里弥漫着清

甜的稻花香，再看一望无际的玉米与高粱，争宠秋天，用
自己的方式述说着生命轨迹，慰藉着懂它的光景，静静
地想着收获，这一切自然宛如一幅运笔静美的工笔画。

在北大仓，偶遇落日余晖，秋意盎然，眼前的画面
犹如电影预览。金黄浸染的稻田，层林尽染的丘陵，路
边流金的白桦，炊烟袅袅的村舍，显得那么自然和谐。
时光匆匆，错过何尝不是一种惋惜，仔细想想，我们的
视线几乎整天受限在高楼丛林中，当纵横阡陌的丰收
田野对视觉冲击之时，这或许更需要心灵与自然的沟
通和对话，那些让我们很熟稔的诗句又浮现脑海。美
丽无处不在，就看你能否发现和融入。

大片金黄的稻田，形成大地的纹理；铺天盖地的杨
柳，一片金黄灿烂；染成黄色的平原与湛蓝的湖水相映
成趣。游走在充满民俗风情的东北乡村小镇，恍惚我
在异国他乡。在东北平原的高速公路上驰骋，好风景
尽在路上，洁白的白桦林、金灿灿的树叶，人在画中游，
别有一种恬静的节奏，这的确是一种享受与快乐。

阳光柔美，天空蔚蓝，更让人萌生惬意，易疲倦、易
打盹，如一只大猫一样，懒得理会周边任何的动静，奔
赴一场绝美的视觉色彩盛宴。这不仅具有很强的观赏
性，而且让多少游子找到了乡愁。

来到东北，怎能错过品尝一顿地道的美食。盛一
碗圆溜溜的大米饭，粒粒分明，嚼之满嘴浓郁的自然香
气，绵软香甜富有弹性，再就一盘酸菜炖五花肉，“就这
个 feel 倍儿爽”！朋友们都说，东北菜传承了东北人的
性格，豪爽！

稻花香里醉萧然，农家唯美秋景染，让人不由惊叹
大自然的鬼斧神工。记得唐代诗人杜牧一曲“霜叶红于
二月花”，描写深秋山中景色的绝句诗篇，画面鲜明优
美。我最欣赏的白桦林，那挺拔的树干，斑驳的树影，金
黄的树叶，飘零的落英。远观山上金秋一片，红的黄的
绿的，各种颜色都有，浩浩荡荡，晕染在蓝天之下，分外
艳丽，显示着大自然生命的轮回和无穷的生命力。

中国自古就有崇尚“耕读传家”的家风家训。昼
出耕田夜织麻，村庄儿女各当家。上溯三代，都是地
地道道的农民，我们都曾忙不迭地奔向外面的世界，
客居漂泊在不同的城市，寻找生命存在的最高价值。
所以，看到这一望无际的金色繁华
自然有它的心旷神怡，也有另外一
番滋味，未尝不是逆行的补偿。

屐痕处处

儿时的春夏秋季，在樊川上空时常见
到大雁排成“人”“之”或“一”字形扑闪着
双翅在头顶上飞翔，飞过潏河、水渠、树
林、河滩，偶尔从菜棚、瓜棚或村舍旁飞
过，时常发出阵鸣声，可能是呼唤伴侣或
鸟语交流。如今，很少看到群雁飞翔而过
带来的雁鸣声，往昔的群雁已成为一种美
好的记忆。

每年秋季天气转凉，燕子、大雁等候鸟
开始向南迁徙，一夜之间，分布在屋檐下的
鸟雀不知不觉地统一飞走，是谁在发号施
令，如此行动迅速，让人难以琢磨……

在西伯利亚的森林、草原、江河湖海，
成千上万的大雁、天鹅等，沿着一定的路线
飞向中华大地生存，气温高、水生物多的南
方是鸟群们的理想栖息地。在河南三门
峡，西安渭河及周边河流也有少量分布。

我时常纳闷：南迁的鸟雀是如何南迁
的？如何组织一起南迁飞翔的？飞到哪
里？吃些什么？……

鸟雀是一种非常聪明的动物，因生活
环境的改变它们会评估自身体能，可根据

气候、环境、气流等因素，选择最适的飞
行阵形和自身位置。而集群飞行能帮助
它们及时发现捕食者，减少捕食压力，靠
群体的力量来提高生存力。

每年春秋两季，鸟雀迁徙的壮阔图
景往往成为天空中一道美景。全球约有
1万种鸟，有近 4000种鸟有迁徙行为，每
到迁徙季节，它们会沿着全球 8-9条迁徙
路线飞翔。很多鸟经过中国，飞往菲律
宾、澳大利亚等地，有的群体经历一场艰
辛的跨越全球之旅。

在迁徙的鸟雀中大多数是水鸟，冬季
河湖结冰水鸟无食可捕，只能迁徙到南方生
存。迁徙时群鸟为减少体能、防止猛禽捕食
常采用“人”“一”“之”字形飞翔。如丹顶鹤
家庭关系很紧密，常以家庭为单位成“一”

字形迁徙，大鹤在前小鹤在后。白鹭的家
庭不如丹顶鹤那样稳定，飞行时阵列也不
规则。不同的鸟雀，迁徙习惯也不同。

迁徙的鸟一般体型较大，排成“一”字
形可有效减少空气阻力、节省体能；有时
也会交替飞翔，体壮年长有经验的鸟会领
飞。鸟在飞行时，翼尖处会形成空气漩
涡产生翼尖力，会形成一种升力，后面的
鸟可利用升力节省体能。要求鸟与鸟保
持适当的位置和距离，调整好翅膀的拍
打节奏，确保借助这股上升气流飞行。

体型越大的鸟，飞行集群越小，因为
它们个体应对外来侵害的能力更强，集
群不求大。如大雁、天鹅迁徙时，集群往
往是“一”字形和“人”字形；而体型越小
的鸟集群越大，因为大集群能更安全地

飞翔，形状也不规则。
成群结队的飞行是迁徙时鸟群最安

全的选择。鸟群中椋鸟最喜欢群体行
动，椋鸟在繁殖后易形成大群，虫子食物
多时其集群会更大。集群鸟可提高防御
能力，群体越大，单只伤害的几率越小。

鸟雀迁徙排万难，万水千山只等
闲。迁徙对鸟是重大的考验，迁徙时要
翻山越岭，过田野草原、村庄城镇，更重
要的是遭遇大风、雨雪冰霜等恶劣天气，
再就是饥饿和猛禽的侵袭。迁徙时雌雄
鸟各有分工，雄鸟保护防御，雌鸟保护幼
鸟。为了生存，鸟群也会合纵连横、相互
加盟，以防御天敌。

壮丽好河山，八水绕长安；环境大改
变，鸟雀竟相返。近年来，人们爱鸟护鸟
的理念不断增强，在城乡、田野，尤其是
在秦岭明珠各水库、池塘、河流及渭河流
域，秋冬来此越冬的鸟雀不断增加，人为
的投食吸引着成群的鸟雀飞翔在河湖、
水库和城乡上空，形成一道靓丽的景观，
装扮着美丽的古城西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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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叟乘兴塞外行，

长策铁骥驭金风。

早发日出骊山坳，

夕看贺兰落霞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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