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几天前，我转乘一辆公交车，
突然听到后座一个女孩的声音：
“现在呀，是个看脸的时代。”另一
个女孩也随声附和：“是呀， 现在
呀，长得好看才是最重要的，能力
不算什么。”

看脸的时代， 明星中因为很
多人长得漂亮才出人头地， 但如
果她们即使长得漂亮， 歌唱得走

调，演戏记不住台词，主持一上台
就哆嗦， 即使再漂亮的脸蛋也只
能是个花瓶。 明星中长得不漂亮
而成名的人大有人在。 成龙你说
他长得漂亮吗？ 周星驰长得漂亮
吗？还有，黄渤、王宝强长得漂亮
吗？ 他们都是通过自己的能力而
取得成功的人， 但每个人都对他
们深怀敬畏。 ■刘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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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古今

古代中秋节， 有没有
“放假”一说？中秋节起源
于汉代， 到唐被定为全国
性的节日， 要放专门的中
秋假，一般是玩3天。此后，
在漫长的岁月里演变成为
重要的民俗节日。 唐开元
年间的《唐六典》中记载，
八月十五有三天假期。

当然， 说到古人的休
假，多指古代官员的休假。
士农工商是没有专人给他
们放假的，虽然到宋朝，有
些假日是全国皆休， 但这
毕竟是少数。

从古至今， 中国各朝
官吏的节假日制度很不相
同， 名目和天数自然也不
完全一致。汉代以前，官吏
的休假往往跟节令和时令
庆贺活动有关， 大型祭祀
日即为官吏的休假之时，
这时几乎所有人都要参与
祭祀事务，饮食宴乐，官府
也不办公。到汉代，官吏的
休假制度走上正轨， 特殊
节日也可休假，当时，每年
的夏至和冬至都有固定天
数的假期。

唐代官员休假时间种
类比汉时要多， 对不同节
日放假天数的规定也要细
致许多。今人乐道的元宵、
清明、端午、七夕、重阳节，
都有假， 而中秋节更可以
休假三天。

在宋代， 公共休假制
度的体系设置和休假规
定， 可谓在中国的休假史
上“登峰造极”。宋人庞元
英所著《文昌杂录》 里提
到， 宋代的节假日一年有
76天，但在《文昌杂录》所
录的节日里面， 并无中秋
放假的记载。 到南宋宋宁
宗时， 法典《庆元条法事
类》“假宁格”规定，中秋有
一天假。

元代立朝之后， 节假
日被大幅删减， 元世祖在
1264年颁布的公假规定，
总共有16天节假日， 但中
秋并不在其中。 明代的公
假进一步紧缩， 大部分传
统节假日都被取消， 清代
延续明代的休假制度，中
秋、 端午等传统节日也无
专门休假安排。

著名民俗专家袁庭栋
则介绍说，在我国古代，元
明清三代基本上都不兴中
秋放假。在元代，官员的节
假日有些缩减， 很大程度
上减少的是节气的假日，
放假的天数也略有缩减。

到了明代， 只剩下元
正、 元宵和冬至这三个重
要节日才有假放： 元正五
天，元宵十天，冬至三天，
其余节日都不放假了。而
清代， 延续了明代的放假
规定。 除此之外， 别无假
期。 ■孙继兰

晚饭后突然停电了， 我黑
暗中找出煤油灯， 那是入住新
房时母亲送的， 据说有人丁火
旺之意。 许是煤油灯长时间不
用的缘故，半天也亮不起来。而
我的思绪， 却早已随着这昏暗
的灯光飞回到了童年……

煤油灯， 是我孩童时代常
见之物， 每家每户必备的照明
灯具。那个年代，村子还没有通
电，人们都用煤油灯来照明。每
当夜幕降临， 一盏煤油灯就发
挥了它的功能。餐桌上，在它暗
黄的光晕里， 一家人有滋有味
地吃饭。 记得有一次我正吃晚
饭时， 从嘴里吃出一根细细的
头发。母亲看了看，不好意思地
说：“可能是煮菜时不小心掉到
里面去了。”言毕，母亲将头发
放到煤油灯上面， 一股头发烧
焦的味道就传遍了全屋。

每年春节，按照习俗，除夕
到元宵，每天夜里都要点亮煤油
灯。新春佳节，我们小孩没有那
么早睡觉，但乡村也没有太多的
游戏好玩。感到寡味时，我们就
在村巷随便走着，数村子里有多
少盏灯亮，谁家的灯最亮，到最
后，也没有得出结果。因为家家
户户的煤油灯， 隔着毛玻璃窗
子，透出的光，都是一圈圈晕黄，
一般的亮，瞧着，有一股暖流在
心中涌动。睡觉前，躺在床上，盯
着那晕黄的火焰，缓缓地，眼前
闪现一朵花儿，沉沉进入梦乡。

上初中那会儿，我迷上了武
侠小说，那时虽然村子里通电了，
但电费昂贵， 家里不许夜里长时
间开灯，也是在煤油灯的陪伴下，
我才能在夜里“遨游江湖”……

煤油灯的火光终于亮起来
了，房子也变得亮堂了许多，就
在此时电来了， 节能灯将屋子
照得通亮。相比之下，煤油灯顿
时相形见绌，立马暗淡了下去，
我吹灭了煤油灯， 又将它放回
了原处。时代的变迁，经常使用
煤油灯的日子已然远去， 可是
它留给我们的记忆却永远不会
消失。 ■梁敏

季羡林的父亲弟兄两人，只
有他一个男孩。 为了让侄子接受
更好的教育，1917年， 叔叔将6岁
的季羡林接到济南学习生活。

7岁时， 季羡林上了一师附
小， 地点在当时的南城门内升官
街西头， 而他和叔叔家住在南关
佛山街。 季羡林每天要从东头走
到西头上学。

几天后， 季羡林就对周边环
境熟悉起来。 在上学路上一个名
叫新桥的地方， 有一处炒卖五香
花生米的小铺子。铺子虽小，名声

却极大。这里的五香花生米，济南
本地俗称长果仁，又咸又香、味道
极好，远近驰名。季羡林也经常到
这里买着吃。

这一天，不知为什么，季羡林
突发奇想，用自己从早点费中积攒
起来的一些零花钱买了半斤五香
花生米，接着再用纸分装成若干个
小包，带到学校里向班里的同学兜
售。同学们早就听说新桥花生米的
大名，纷纷抢购，一眨眼儿工夫，销
售一空， 季羡林赚到了一些小钱，
乐得高兴了好几天。 ■姜炳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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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庐于林下，寄身在空山。黄叶落窗外，白云过门前。

仰视英雄
很远的时候
他们只是一个故事
一个悲惨的
或者幸运故事的主人公
想像着他们
地狱天使
像鹰一样穿越在炮弹的缝隙
也像鹰一样怒吼
捣毁眼前的一切罪恶
从而赢得了飞虎的美名

时光已经过去很久
又一次关注
他们已经凤毛麟角
却站在人民大会堂
接受习总书记的奖章
他们年事已高
却绽放出绚丽的颜色
把这枚奖章
紧紧地抱在怀里
无论白天还是黑夜
无论走到世界任何地方

最让我觉得荣幸的事情
我做梦也没想到的事情
竟然在今天发生了
我和他们在一起
一起游橘子洲头
一起看岳麓书院
一起数岳麓山上的红叶
一起感受湘江水的温度
一起品尝家乡的味道
英雄
记忆中的泪水
仰视中的丰碑
和英雄站在一起
那是湖南人的风釆

■林力博

古代中秋
怎样休假

乐见闻 和平之光
醮一抺晩霞
把山峦染成血色
画一道彩虹
让正义之翼展翅翱翔

掬一捧山泉
把民族的耻辱涤清
掘一抔沃土
播下复兴的种子

和平之光
映亮千山万水
和平之光
映亮千家万户

掬一捧山泉
把爱情浇注
掘一抔沃土
让梦想放飞

和平之光
映亮百姓的幸福
和平之光
映亮人类的希望

■林力博

那是我刚到美国的一个下
午，一天，对异国他乡倍感好奇的
我在外散步，路过一所中学，此时
正值放学时段，学生们陆续走出大
门。不远处，一个男孩映入我的眼
帘，他手里提着婴儿篮，漫不经心
地与小伙伴们边走边聊。我顿时觉
得很诧异：“一个男孩怎么会带一
个婴儿篮去上学？”我加快脚步，走
到他的身后，见篮子里原来是一个
塑胶娃娃，一团疑云油然而生！

回家的时候， 见邻居家的男
主人用背袋背着孩子正在打理花
园，脸上笑呵呵的，嘴上不停地在

和孩子逗乐。 只见孩子两只小脚
丫不停摆动，乐不可支。此情此景
疑惑又一次升级！

回家后， 我便向女儿提及刚
才的见闻。 女儿的一番话使我茅
塞顿开。她说：“美国从中学开始，
就会设立一些关于生活上的课
程，比如说怎么做饭，怎么使用洗
衣机、微波炉，怎么带小孩等等。
这个男孩带的婴儿篮是上课用
的。 至于背着孩子干活， 这很正
常， 美国男人是非常顾家的！”我
这才明白，原来这些“奶爸”们都
是从小“训练”出来的。 ■舒玲玲

赏诗会

讲故事

远去的煤油灯

财视野

季羡林卖花生米

从小“训练”出来的美国“奶爸”

别说这是看脸的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