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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迪生
被人抄袭不生气

爱迪生从小就非常
聪明， 很有创新头脑。9
岁时， 爱迪生就进入了
路易波尔德中学读书，
他在那时候就拥有了许
多小发明， 并且还根据
自己的小发明写了不少
论文。

可是， 当时的爱迪
生还太小， 所以他的小
发明并没有得到大人们
的重视， 不过他的发明
和论文却成了同学们抄
袭的香饽饽。 甚至还有
两个同学拿着他的发明
和论文， 在他们父亲的
帮助下申请到了专利。
爱迪生的很多好朋友就
替他不值。可没想到，爱
迪生却完全不把这当成
一回事。 那些同学们不
无好奇地问：“他们可是
抄袭了你的发明和论文
呀， 难道你不应该追究
吗？”

“是的，他们抄袭的
确实是我的成果， 可这
正说明了他们其实远远
比不上我， 我又何必要
对一些远远比不上我的
人去浪费时间呢？ 所以
与其是花时间去和他们
计较， 不如我多努力做
好自己想做的事情，越
多人抄我， 说明我越是
走在人们的前面， 这难
道不是一件值得开心的
事情吗？”爱迪生说。

就在他把所有的精
力用来埋头苦干的努力
中，几十年后，爱迪生终
于成为了一个伟大的科
学家， 让全世界人都永
远地记住了他。

■李克军

红尘混迹总有事，成败得失许多愁。最爱空山无人处，一泓泉水随便流。

如今，提起长沙的时尚之
地，人们几乎众口一词———五
一商圈。 而在我的心目中，20
世纪80年代乃至90年代的水
风井确是名副其实的长沙时
尚之地。水风井，有水，有风，
还有井， 多么好听的名字。咯
是城北的一个地名，它位于蔡
锷路与中山路的交会处 。

我记得20世纪90年代那
个时候， 到水风井去理个发
（美其名曰：做头发）是非常时
髦的事情，当然那个做头发的
价格也是很高的。做头发的师
傅一般都操着广式普通话，他
们是否来自香港与广东，那就
不得而知哒。那个时候 ，香港
娱乐圈的“四大天王” 风头正
盛， 他们的穿着与打扮便自然
而然地成哒一些人模仿的对
象。于是乎，从水风井走出哒不
少的“张学友”、“黎明”、“刘德
华”、“郭富城”（排名不分先后）。

头发做好哒，一套抖冲的
西装那硬是少不了的。而水风
井一带风格迥异的西服店（也
有人称之为洋服店），便是满
哥们的“衣柜”。咯些店子的西
服既有国际大品牌 ， 又有国
内传统老字号，想要私人定制
也不在话下。话说回来 ，一身
抖冲的西装配上一双球鞋，那
是极绊式样的 ， 非得配上一

双真牛皮鞋不可 。 而眼前的
国营中山路百货大楼里面琳
琅满目的皮鞋会使你心花怒
放的。

可你千万不要以为，水风
井只是男人的世界，中山路百
货大楼对面的三角花园服装
市场那是名副其实的女人世
界。更妙的是咯里还有店子售
卖花草树木。

光“伺候”植物还不过瘾
的话咧，水风井附近的教育街
宠物市场的猫猫、狗狗、兔兔
……也许会带给你更多的欢
乐。教育街的一家饮食店做的
口味虾当时很有名气 。 那时
的食客们都知道： 品尝口味
虾，南有南门口，北有教育街，
南北相辉映。

逛累哒、买够哒、想歇气，
可以坐下来品尝一下美食。水
风井沙利文的鸡蛋糕、华南饮
食店的绿豆沙、无名小吃店的
红烧猪脚都是不错的选择。若
行有余力，再到银宫电影院看
一场最新上映的片子，那就更
韵味哒。

时过境迁，今天水风井街
道两旁的店铺依然林立，但是
门可罗雀， 看起来既觉得清
闲，又觉得落寞。尽管如此，也
冇得办法撼动时尚水风井在
我心中的地位。 ■黄显耀

法国著名作家大仲马的
儿子小仲马，希望自己能像父
亲一样， 成为一名大作家。于
是，他不停地投稿，但屡遭退
稿。大仲马知道后说：“以后寄
稿时，附带说明一句，就说你
是大仲马的儿子，也许稿件就
能被采用。”小仲马一听，立即
反驳道：“我不想依靠你成名。
如果坐在你的肩头摘苹果，摘
下来的果子也没什么味道。”

这之后，小仲马爱上了巴
黎名妓玛丽·杜普莱， 依据她

的身世，写出了长篇小说《茶
花女》，后又改为剧本上演，轰
动了整个巴黎。小仲马因此一
举成名，步入世界文坛。

从此以后，大仲马与小仲
马这对父子作家，都深受读者
喜爱。

有一天，大仲马问正在凝
神创作的小仲马，成功的滋味
如何？

小仲马笑着回答：“那当
然是自己亲手摘下的果子最
甜！” ■钱浩宇

长沙策

时尚水风井

讲故事

亲手摘下的果子最甜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沈
从文和汪曾祺都曾是独树一
帜的大家。可是，鲜有人知道，
他们却都曾有个相同的“癖
好”———逃学。

出生于湘西凤凰的沈从
文，6岁那年被父亲送入到私
塾。但生性顽皮好动的沈从文
一点也不喜欢私塾的呆板与
严厉，他便时常逃出去玩。可好
景不长，不久，沈从文的逃学被
父亲发现了。他一咬牙，决定把
沈从文“转学”———送入到另一
家私塾。有趣的是，表哥也在这
所学校， 而且表哥逃学的伎俩
远在沈从文之上。 在这段逃学
的岁月里， 沈从文欣喜若狂地
亲近着大自然，尽情“饱览”着

人情世故。正是这种宝贵的“阅
读”社会“大书”经历，为他以后
的文学创作， 增添了汩汩流淌
的灵感和才情。

无独有偶，作为沈从文在
西南联大时的学生，汪曾祺逃
学的胆量， 比起自己的师长
来， 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当
时，西南联大的系主任是朱自
清，他的课，汪曾祺也照逃不
误。除此，汪曾祺还经常逃过
闻一多的课。 闻一多从不点
名，到了期末考试，还给这个
经常逃课的汪曾祺打了最高
分。有一次，一位学生请汪曾
祺代笔， 文章交给闻一多后，
闻大悦，连赞：“比汪曾祺写得
还要好！” ■刘小兵

大师们的“逃学”趣事

老树画画

我们常感生活之平平， 似乎每
日的生活轨迹好如一条笔直的单行
线。其实不然，转折的机会及其光亮
即在日里，甚至，就在此刻。

这或许是我读罢《朝圣》一书后
的最大体会。 书中记录着当代最具
影响力的作家保罗·柯艾略朝圣之
旅最完整、真实的过程。他踏上圣地
亚哥之旅时， 目标异常明确———找
到他的剑，可他的寻找却毫无方向。
他的向导在其旅途中未述及丝毫关
于其剑之方位的信息， 而是向他传
授种种灵操， 让他认识自己的魔鬼
以致最后战胜它，让他感受到博爱。
最终， 他找到了一个比他的剑更重
要的秘密———他拿剑来做什么———
也正是于此时遇及他人生的最大转
折，明晰了自己生活的意义。

保罗遇及心灵上的转折， 以协
助他找到他宝贵的剑， 也便是遇及
生活上的转折。此类心灵上的转折，
是由追求物质到追求精神境界的转
变；而促使他发生此类转变的，便是
他那似乎平淡无奇的旅途中的一草
一木， 而他的转折亦是现于风起风
息之间。

自然， 转折实则可不像个尖锐
的直角， 我更想将其比作一道圆
弧———圆弧的拐弯并非一处的影
响，而是关乎弧上每一点的转折。

如何来诠释这类理解呢？转折并
非与生活中某一具体时刻骤然现身，
而是生活中的每分每秒不断相互影
响、不断积累，至时机成熟时方才现
身。这便使我想起那位西安的“卖肉
诗人”。这位特别的诗人因参加《中国

诗词大会》而迅速走红，此前他只是一
名默默工作而无名的卖肉商人，忽而
遇见他人生中的一大转折———成为
人们都有所耳闻的诗人。这般转折并
非只发生于一瞬，这转折或是始于他
尝试着在平日里作出诗篇，或是更早
些，始于他将他的热情与热血毫无保
留地投入诗词海洋。一日日的积累，是
他终在世人面前展露他积蓄已久的
光芒。

有转折的风景是美丽的。 犹如
山峰曲曲折折的奇伟， 都是转折造
就的，更有那“山重水复疑无路，柳
暗花明又一村”带来的惊喜与顿悟，
这就是转折的妙处。 人生其实也是
在转转折折、折折转转间，不断完整
而又丰富。

人永远不知道在下一个转弯处
等待你的是什么，你只能转过去，然
后看见命运给我们安排下无数的惊
喜、挫折、高潮、低谷，也顺带安排下
无数的转折。每转折一次，你的生命
轨迹就有了变化，每转折一次，你的
人生感悟会升华。

人生的每个转折点都会对今后
影响很大。 每条准备要走的路都没
有不跋涉的理由———早已经抓不住
岁月如凤凰般的凤翼， 只抓住温暖
的羽毛。手掌上映着火光，仿佛就是
转折每次都会深深地刻印在人生的
路上。

转折即在日里， 即在此刻———
若你仍是不察， 便请于生活里用心
去感受，去投入。

此刻，你看到了那转折的星光否？
■长沙市南雅中学高402班刘雨欣

在古代鸡为吉祥的象征。 在古
时候，鸡是一种野生飞禽，它的名字
叫“吉”， 它们的外貌是头带红冠，
身披彩羽，后有金色的雉尾，据传和
凤凰是一个家族， 后来变化成鸡，
成了家家户户饲养的家禽。

在古代贴“鸡”窗花是一种风俗。
周亮工《书影》：“岁时记正月一日贴画
鸡。今都门剪一插首，中州画以悬堂
中，贵人尤好画大鸡元日张之，盖北
地呼吉为鸡，俗云室上大吉也，可发

一笑。”鸡“吉”谐音，因此鸡在民俗生
活中作为吉祥如意的象征。

如剪纸《鸡吃梨》的寓意是“大
吉大利”。《公鸡牡丹》意思是“吉祥
富贵”。如果剪一只红公鸡和鸡冠花
在一起，以“冠”谐音“官”字。这幅剪
纸画的喻意就是祝愿对方“官上加
官 ,�飞黄腾达。” 如果在一幅窗花
中，剪的是一只大公鸡,�身后紧跟着
五只小雏鸡,�其口彩便是 “五子登
科”。 ■孙丽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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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折

古代春节中的“鸡”窗花

非常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