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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孕前， 那时候我106斤，
从没想过要减肥。

产下二宝三个月的时候，
我126斤， 人生中的最高体重，
水肿、 赘肉在我身体上肆意的
侵占。去台湾玩了几天，拍下一
堆照片，竟然都丑得要哭。与朋
友去香港shopping，海港城泡了
好几天， 朋友们衣服买了一大
堆,我却连面对试衣镜的勇气都
没有。

我要减肥，必须减，马上减！
我要跑步,�必须跑，马上跑！
运动后的第一次跑步，就

像拖着不是自己的腿,身体比我
想象的还要虚，5公里的路程中
间停了好几次，喘得厉害。第二
次我依然很吃力， 第三次才有
了改善， 但是跑得比别人还是
要慢得多。

每天等宝宝睡了后， 我就
沿着我家附近的小河边,慢慢的
跑,一点点的提高配速，一点点
的加大里程数。

终于在恢复跑步的第二个
月后，我刷新了一次朋友圈，晒出
5公里配速6分钟， 那种感觉让我
找到了以前的自己。

现在二宝6个月，我从126成
功地刷到今天的102斤。当然，除
了跑步， 还要感谢科学的饮食，以
及做健身教练的朋友给予我的各
种指导，刷到110左右的时候，我开
始配合一些无氧运动，有空就在瑜
伽垫上摸爬滚打，瘦的每一斤都
没有反弹。

我想说的是，运动减肥，带
给我的不仅仅是恢复的身材,更
重要的是心态的改变,马上就30
岁了, 作为一名两个孩子的妈
妈,�对年龄的数字,我很坦然。

■童童

浮石绘

跑步让我对
年龄无所畏惧

非常道

最近，一个叫“陈仙儿”的网友
发帖说，自己和男朋友从大四开始
谈恋爱，现在一年，已经谈婚论嫁
了。男朋友对她很好，有3000元工
资，会为她花3000元。但到上门见
父母的时候，父亲开口就要20万元
彩礼，“他吓傻了，说什么‘不可能’，
他家没那么多钱。咋办呢？”

“陈仙儿”还说：“我觉得我可
能找不到这么在乎我的人了，但
现实问题是，他买不起房，以后可
能会因缺钱变得鸡犬不宁， 所以
还要继续吗？”

这条新闻， 带出了我国一个
古老的婚姻优选制度：彩礼。它在
民间延续已有千年之久， 其意义
不是“父母卖女儿”这么简单的。

当然， 彩礼最直接的意义在
于“它是对男方经济能力的检
验”。因为自古以来，婚姻都是需
要经济基础。如果没有一定的积
累，不但婚后日子难过，连后代的
养育成长都要被拖累。所以，彩礼
制度会起到一定的筛选作用，让
那些经济上没有准备好的人“先

奋斗一下再说”，从而在一定程度
上保证了婚姻的质量。

不过， 彩礼的意义还在于心
理层面。 因为彩礼是一笔不菲的
费用，也是一份沉重的压力。在压
力之下， 人的许多品质会暴露出
来。 有些人会发奋， 有些人会发
火， 这就要看情况了———如果性
格实在不靠谱，抗压能力太差，不
适合结婚，那么在送彩礼前后悔，
也来得及。

“陈仙儿”这一对，面对彩礼
的压力， 就开始暴露出一些特点
了。比如说，男方为谈恋爱，工资
全部“月光”，显然缺乏成熟男人
对于未来的计划。此外，听到彩礼
的第一反应是“吓傻了”，这样不
淡定，估计难以令家长放心。

同样，“陈仙儿”流露“要不要
继续”的犹豫，可见她对自己和男
朋友的感情是信心不足的。

这样的情侣， 被彩礼拦住也
是好事。刚毕业，想法还这么嫩，
急着结婚干吗呢？成熟点再说吧！

■周公子

彩礼是婚姻优选制度

王熙凤说过，“大有大的难
处”， 皇家帝作为天下第一家，自
然难处也最大。

后宫人员多，靠吃“大锅饭”，
无节制地花销， 再厚的底子也受
不了，必须引入“工资”制，在清
朝，那叫宫份。

宫份是多少呢？分不同等级，据
档案记载，皇太后年金二十两、银两
千两，皇后年银一千两。少得可怜。

除了现金，还有实物工资，比
如皇后每年可得大卷江2匹、妆缎
4匹、倭缎4匹等等布料，此外还有
棉花40斤、里貂皮40张、乌拉貂皮
50张等等， 非常具体。 最神奇的
是，皇后每日发猪肉16斤、羊肉一
盘、小牲口2只，连萝卜、白菜给多
少，都有明文规定。

皇后一天能吃这么多东西？其
实不是她一个人吃， 所有服侍她的

人都在吃。清宫御膳房多达百余处，
各宫分头开伙， 皇后食堂每天配给
的食物就这么多，如果不够吃，就算
贵为皇后，也只能减少侍从。

虽然收入低，但皇后除了打点
下人外，没什么花销。妃嫔则不同，
权力不大， 收入又低， 不免会想些
“盘外招”， 比如珍妃就曾利用光绪
的宠信， 私下卖官鬻爵， 据胡思敬
《国闻备乘》记载，珍妃一次收贿赂
多达4万两，因此被囚冷宫。

为什么后宫工资这么低？这
与清袭明制有关， 明代朱元璋起
于草莽，痛恨贪腐，奉行官员低薪
制。清代吏治模仿明朝，所以后宫
工资少得可怜。

然而，事实证明，低薪没能真
正抑制贪腐。

(本文资料引自《北京志·故
宫志》)

谈古今

清朝皇后拿多少钱工资

《王顾左右而言他》出
自《孟子·梁惠王下》：齐宣
王环顾左右的人，把话题扯
到别的事情上去了。齐宣王
显然不善外交辞令,�碰到难
以答复的问题,�只能迴避而
不善于化解。

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周
围的人都习惯于含蓄,�明明
是这个意思,�偏偏不直说,�而
是“讲点别的”，希望你去体
会、去揣摩、去领会领导意图。

说真话有那么难吗？直
抒胸襟有那么难吗？

我就常常替别人担心，
你说话的本意万一他人在体
会、揣摩、领会的过程中，出
现了偏差怎么办呢？ 那也比
彼此之间有可能出现的尴尬
强多了， 那可是很没有面子
的事。 我们的同胞可是把面
子看得很重要的， 既要实现
自己的诉求， 又要试探别人
肯不肯给面子， 这就不得不
使用春秋笔法， 以使彼此之

间有可左可右的腾挪空间。
一点也不含蓄， 以至于

露骨，绝对是件不美的事。比
如说约炮， 一看就知道与缠
绵悱恻的爱情无关， 与动物
求偶交配无异。不过，即便这
事符合快餐文化的时代特
征，我也建议不妨含蓄一点，
不如用“交流”一词来替代。
交流是个具有可左可右的腾
挪空间的好词， 完全上得了
台面。 据说男女之间的交流
形式分三个层次， 形而下的
叫只流不交， 形而中的叫只
交不流， 形而上的叫又交又
流。无论怎样，交流一词在原
来的意思里是不含情色的，
我们完全可以根据两个人是
否来电、是否有戏的情况，赋
予它以时代的特色。

含蓄过分便等同于虚
伪与欺骗，比如钓鱼的时候
装着打瞌睡，比如怀着一颗
约炮的心，装模作样地讨论
艺术与人生。 ■浮石

爱燃烧

含蓄是一种美德

网络上流传一个段子，颇
有意思：

新闻发布会上，有日本记
者问：“为什么在抗日战争胜
利70周年的阅兵仪式上使用
的摄像机、照相机等‘长枪短
炮’都是日本生产的？ ”发言人
看了记者一眼， 愣了一下，突
然唱道：“没有枪没有炮，敌人
给我们造”…… 记者席爆发出
雷鸣般的掌声，经久不息。

很显然，这个段子是中国
人制作出来的，事实上，中国
人历来喜欢耍小聪明，做些口
舌之争。刘义庆的《世说新语》
里就记录了很多小聪明的故
事，读来让人唏嘘不已。

据说，孔融十岁的时候，跟
随父亲到洛阳。 那时李膺名气

很大。到他家去的人，都是有才
智、 有名誉的人以及亲戚才去
通报。孔融到了他家门前，对看
门的官吏说：“我是李膺的亲
戚。”进得门来，李膺问：“您和
我有什么亲戚关系?”孔融回答
说：“从前我的祖先孔子曾经拜
您的祖先老子为师， 所以我和
您是世代通好。”

中国人历来讲究出身，孔
融让李膺攀上了老子这个先
祖，对于李膺来说，那是莫大
的荣幸，李膺自然把孔融当成
座上宾，大家都赞扬孔融非常
聪明。不过，太中大夫陈韪听
了之后说：“小的时候很聪明，
长大了未必很有才华。” 这本
是大实话， 不过忠言逆耳，孔
融觉得很没面子， 于是反驳

道：“我猜想您小的时候一定
很聪明吧。”

陈韪的话很快就得到了
印证，孔融任北海太守时毫无
作为， 最后只能投靠曹操，依
附曹操之后，依旧管不住自己
的那张惹祸的嘴，被曹操以不
孝之名给杀了！可怜的孔融至
死都没有明白是小聪明害了
他。

口舌之争到底有没有意
义呢？ 孔夫子说：“巧言令色，
鲜矣仁”。其实，要想赢得别人
的尊重， 不是在口舌上费工
夫，唯有自强才是真理。能言
善辩的蔺相如没有拯救赵国
被秦灭国的命运，我们又何须
在口舌上找民族自尊呢？

■罗日荣

巧言趣事

喜阅读

本版部分文图作者姓
名、地址不详，请与编辑部
联系，以便奉上稿费。

浮石 画家、影视编剧、小说家。以长篇小说《青瓷》知名
中外。

古代“老公”原指父亲
《南北史续世说》中，记载了

一个故事，大意是：高昂兄弟4人，
凶恶残忍。于是，他们的老父亲向
人诉苦，说自己将来死了，恐怕连
“一丘土”都没有。后来，真的死
了，高昂为老爹建了个大墓，对着
墓里头的老爹喊话， 说如今墓这
么气派，该知足了吧！

令人觉得蹊跷的是， 当时高
昂对着老爹喊话， 用的称呼却是
“老公”。 若是用如今的意思来理
解，难免令人啼笑皆非。

可后来， 发现在古人的笔
下，屡屡有这样的用法。原来，
古时候的“老公 ”，并非如今所
指的“老公”之意，而是用来称
呼老爹。

然而， 并非所有的儿子都会
称呼老爹为“老公”。相反，会把老
爹称为“老公”的，少之又少。这是
为何呢？原来，这“老公”二字，尽
管可以用来指老爹， 但却带着不
敬的味道， 有点像现在的不孝子
把父亲称为“老头子”的意思。所
以，在提倡孝道的古代，会用这个
称呼的并不多。但另一种用法，儿
媳称呼公公，有时也会用“老公”
这两个字。

但儿媳一般是在对第三者提
起家里的公公时， 才会用到“老
公”一词。儿媳口中的“老公”，其
实是“老公公”的简称，和儿子说
的“老公”，并非同一个意思。

■郭华悦

惊呆了

装出一副打瞌睡的样子是不是可以使鱼儿更容易上钩一
点呢？ 浮石 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