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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秋天里的第一个节
日，七夕总会被浸染上“多情
自古伤离别” 的凄美色彩。历
代文人雅士，留下了大量咏叹
牛郎、织女悲欢离合及七夕风
俗的诗文。

《诗经·大东》中最早记录
了牛郎、织女的情事：“维天有
汉，监亦有光。跂彼织女，终日
七襄。虽则七襄，不成报章。睆
彼牵牛，不以服箱。”诗中的牛
郎、 织女分隔于天河两岸，终
日辛勤劳作，使人不难感觉到
那份相望而不能相聚的幽怨
之情。三国时期的曹丕在《燕
歌行》中也说：“星汉两流夜未
央，牵牛织女遥相望，尔独何
辜限河梁？” 都表达出了对这
两位有情人因长期被天河所
阻隔所产生的那份哀婉同情。

自古以来，心灵手巧的女
性都备受人们赞赏，南朝皇帝
梁简文帝有咏诵穿针乞巧之

句：“针欹疑月暗， 缕散恨风
来。”（《七夕穿针》）“疑月”、
“恨风” 表现了穿针女想尽快
将彩线穿入针孔的急切心情。

南朝梁时的诗人刘遵、刘
孝威也各有《七夕穿针》诗一
首：“步月如有意， 情来不自
禁。 向花抽一缕， 举袖弄双
针。”“缕乱恐风来， 衫轻羞指
现。 故穿双眼针， 持缝合欢
扇。” 前诗写穿针女子于花前
月下， 以穿双针争强斗巧。后
诗中的女子于七夕穿针则不
仅乞巧，更重要的是向织女祈
求爱情的幸福，当她“故穿双
眼针”时，她既怀有对爱情的
美好憧憬，又“恐风来”缕乱，
穿针不顺，给她“合欢”的美梦
投上一层暗影。诗人借助具有
特征的事物， 以暗示的手法，
推开了穿针女的心灵之窗，让
人们看到了她们七夕穿针的
内心隐秘。 ■翟杰

满大街红黄绿蓝的自行
车方阵，使人陡然想起上世纪
“自行车年代”。那时候中国自
行车之多，堪称世界之最。

自行车最早据说是清初
一位叫黄履庄的中国发明家
发明的。《清朝野史大观》 说：
“黄履庄所制双轮小车一辆，
长三尺余，可坐一人，不须推
挽，能自行。行时，以手挽轴旁
曲拐，则复行如初，随住随挽
日足行八十里。”

但通行的说法， 自行车为
法国人首创。18世纪末，一个法
国人雨后在街上漫步， 一辆四
轮马车疾驰而过， 溅了他一身
泥水，车宽路窄，他躲不及。他
心里忽然划过吉光片羽： 把四
轮马车从头至尾切掉一半，将
四个车轮变成前后两轮， 将会
是怎样一部车？不久，世界上第
一辆自行车诞生了， 后经俄国
人、德国人不断完善，最终成型。

自行车很快风行于欧洲，
几乎在同时，也漂洋过海来到
中国。不过，那时它是中国上
层人物的玩具。

溥仪大婚时，堂弟溥佳进
献一辆自行车。溥仪是位顽主，
见了这从未见过的新奇玩意儿，
兴奋异常，就开始练习骑起来。

此后自行车在民间流行。
自行车的大普及，则是在1949
年以后，中国迅速成为“自行
车王国”。

国产自行车的佼佼者，首
推上海的永久、凤凰，天津的
飞鸽名头也很响。 不论哪一
款，自行车是“三转一响”家当
中最闪亮的一员。有车族对自
己的“私家车”爱惜备至，下班
回家，手脸不洗，饭不忙吃，头
一件事， 便是把车架在门口，
用棉纱将龙头、车杠、钢圈、足
踏、 叽里旮旯擦抹得纤尘不

染，然后才小心推进家，靠壁
放好，满室生辉。

“私家车”一般不外借，想
借车的人也难以启齿，除非急
用万不得已， 才腆着脸告借，
主人把车钥匙从裤兜里扣扣
索索地掏出来，交给你，那是
天大的人情。

不怪人吝惜，家里有这么
一头不吃草的毛驴， 买米，买
炭，驮病人上医院，送孩子上
学，全指它哩。

谈恋爱，自行车也会给自
己加分。 骑车与女子见面，谈
得好， 就把女朋友捎上啦，美
女坐在车屁股上，臂弯勾着男
人的腰，车铃串串飞，心里甜
蜜蜜，长发得意地飘起。

不独中国， 老外对自行车
从来就不离不弃。网上浏览，爱
骑车的，光是名人就为数不少。

爱因斯坦说：“我是在骑
车的时候想到相对论的。”黑
白二色的光影也留下了具有
永恒魅力的奥丽黛·赫本和风
情万种的玛丽莲·梦露骑车的
玉照。诙谐幽默到可爱的憨豆
先生，甚至把自行车带到他的
电影里， 自行车成为他的道
具。政要骑车更为常见，强悍
的普京、 喜欢运动的奥巴马，
皆是骑车好手。

自行车是人类最好的发
明之一，中国资本的大手笔让
自行车更加辉煌。

似乎遗传了上代、上上代
人的基因，如今的年轻人也偏
爱自行车。他们聪明，无师自
通，把我们当年学车的几个必
须的步骤：推车、滑行、偏腿上
车，全免了，跨上就疾驰如飞。

今天交通这么便捷，仍要
选择骑自行车者，就因为它是
自行车。

■苗连贵

三脚猫，是现代汉语里常用的
一个语汇， 用来形容技艺不到家，
水平不高，蹩脚。那三脚猫究竟是
只什么“猫”呢？

备选答案一，动物猫。此说最
早出自元末明初陶宗仪的《南村辍
耕集》：“张明善作北乐府《水仙子》
讥时云……说英雄，谁英雄；五眼
鸡，岐山鸣凤；两头蛇，南阳卧龙；
三脚猫，渭水非熊。”这里拿三脚猫
跟非熊对比。非熊即飞熊，是渭水
垂钓的姜尚姜子牙的号，文中讽刺
只有三只腿的猫， 却被人当成飞
熊。再结合五眼鸡跟凤凰，两头蛇
跟卧龙，这不是十分滑稽吗？无独
有偶， 明人郎瑛在《七修类稿》记
载：“嘉靖间，南京神乐观有三脚猫
一头，极善捕鼠，而走不成步。”捕
鼠乃猫的专职，三脚猫本职技能很
不错，却走不成步，所以“俗以事不
尽善者，谓之三脚猫”。

备选答案二，植物茅。此说认
为，三脚猫乃“三顾茅”之讹。成语
三顾茅庐大家都熟悉，“三顾茅”隐
了一“庐”字，“庐”与“路”字之音相
似，路者路道也。上海话“略懂门
径”谓之“有点路道”，做事有手腕，
亦言“有路道”，“三顾茅”就是说其
人颇有“路道”。

备选答案三，既非动物，也非
植物， 而是船锚。 此说也出自上
海。相传清光绪年间，有一武林高
手经常在上海十六铺江边卖艺。
他十八般兵器无所不精， 最后一
招即提举起江边的铁锚当做武器
表演。艺人走后，许多人即上前试
提铁锚，但均败下阵来。铁锚有三
只脚，于是，人们便戏称某种技艺
懂而不精的人为“三脚铁锚”，后
简称为“三脚锚”。再后来，三脚锚
讹传为“三脚猫”了。

■古傲狂生

讲故事

自行车进行曲

谈古今

悠悠七夕情 王波是来自宁夏乡村的
90后小伙子。2010年， 他考入
郑州大学法学院，读大二的时
候，王波对汽车知识产生了兴
趣。有一次，他在网络浏览时
发现， 全国各地的汽车4S店，
关于同一款同配置的汽车，报
价均不一样，有的差价高达几
万元。

王波觉得这里面藏着商
机， 如果能帮顾客们还价，让
顾客们省钱，然后从中收取适
当的佣金，这样，顾客和销售
方以及自己就都能有利可图，
岂不是皆大欢喜吗？王波在郑
州一次国际车展上小试牛刀。
王波和顾客在购车前就签定
协议， 只要低于某个价格，就
算是客户临时放弃购买也必
须要支付相应的佣金。赚到了

人生的第一桶金后，每逢有车
展，王波就带人参加，发传单、
送小广告， 业务量越来越大，
名声也越来越响。到两年后大
学毕业， 他已经是个十足的
“百万富翁”。毕业后，王波就
在郑州市区租了办公室，成立
了自己的“还价公司”，并且聘
请了好几名业务员组建了自
己的团队，一边继续开展汽车
砍价业务， 一边牵线搭桥，帮
助一些汽车销售公司寻找便
宜车源。

现在，王波的个人事业已
经非常稳定，不仅在郑州置办
了自己的两套房产，而且公司
也拓展了经营范围，不仅从事
购车还价服务，还做起了二手
车销售业务， 年经营额在500
万元以上。 ■陈亦权

野有苋菜，芃芃道旁。采采以归，焯之候凉。糖盐姜醋，略点生
抽。两个馒头，一碗稀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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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看见

老李办了个养鸡厂，鸡是
在城郊山上放养的， 原汁原
味，可就是打不开销路。他为
此打了许多广告，却丝毫不奏
效。一天，他心事重重在鸡厂
附近转悠，蓦然间，几口池塘
映入眼帘， 正是这几口池塘，
让他紧锁的眉头松开了，他的
嘴脸浮现出一丝难得的笑意。

翌日，当地晚报醒目的地
方出现了一则标题式广告，广
告说， 某休闲农庄有鱼塘若
干，欢迎垂钓爱好者光临，100
元钱一天随便钓，对钓不到鱼

的人，鱼塘主愿赔鸡两只。
这则广告出现后，前来钓

鱼的人络绎不绝，而且，所有没
钓到鱼的钓客都高高兴兴地提
着两只鸡走了。 一传十， 十传
百。 很快， 老李的鸡赔了个精
光。后来有人问老李，你的鸡都
赔光了，你的鱼塘还开放吗？老
李一笑：鸡没了，当然只有暂停
营业了。别人哪里知道，老李那
几口池塘除了野鱼， 根本就没
放养什么鱼来着， 他只是为着
销售自己鸡厂的鸡才来这么一
招的。 ■程应峰

营销之门

帮人还价赚大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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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道

公司涨薪， 同时进入公司的
紫君和薇薇， 她们的月薪都涨了
800元。紫君十分高兴，说：“原以
为能有500元加薪就不错了，没想
到加了800元，老板真好！”紫君知
恩图报， 勤奋工作， 业绩一路飙
升，半年以后老板又为她加了薪。
薇薇却有几分失望和不快， 她抱
怨说：“原以为这次加薪最少也能
加上千把块， 没想到才加了800
元，老板真抠门！”自此以后，薇薇
一直牢骚满腹、无心工作，致使屡
屡出现差错，不到半年，她就被老
板炒了“鱿鱼”。

殊不知，期望值与幸福感成反
比。期望值越高，幸福感越低。一个
人的快乐与苦恼， 常常不在于事
物的本身， 而在于我们自己对事
物抱有的希望。紫君期望值不高，
加薪超过自己的预期， 自然心花
怒放；薇薇总是张扬欲望，放大期
望值，当现实与理想发生落差时，
自然就会纠结、不快、愤怒。

■陈洪娟

不妨放低期望值

“三脚猫”
是只什么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