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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晋以前的汉字中，是没有

“脸”字的，当时表示“脸”意的字是

“面”“颜”等。

“脸”字最早出现时，也没有

“颜”“面”之意，只是“颜面”上的某

个部位。南朝梁武帝《代苏属国

妇》诗：“帛上看未终，脸下泪如

丝。”其中的“脸”是“睑”的意思，也

就是指眼皮。白居易的《昭君怨》

“眉销残黛脸销红”中，“脸”是“颊”

的意思，是眼下可以施粉的部位。

没有“脸”字以前，“面”就是“脸”。

《说文》曰：“面，颜前也。”今天还在

流传的“面子”“面红耳赤”“不看

僧面看佛面”中的“面”仍是“脸”的

意思。

随着时间的推移，“脸”的范围

越来越大，到了唐代，“脸”和“面”

就基本一致了。岑参的诗句“岸花

仍自羞红脸”中的“脸”已经是现在

脸的意思了。以后更为普遍，一直

到明清之前，“脸”和“面”用法一

致 ，都 是 书 面 用 语 。 也 就 是 说 ，

“面”在当时依然盛行，白居易“犹

抱琵琶半遮面”，崔护“人面桃花相

映红”中的“面”如果换成“脸”，就

大煞风景了。沿袭到现在，“脸”和

“面”范围虽然一致，但我们通常把

“脸”当作口头用语，而把“面”当作

书面用语。

钱穆先生，在八十高龄时，写下回

忆录《师友杂忆》。其中，对30多年前，

西南联大几位教授同挤一室之事，记忆

犹新。

卢沟桥事变后，清华、北大、南开的

师生为避战火，开启了南迁之路。先于

长沙，成立临时大学，文学院暂且落址

在衡阳南岳。

这一天，钱穆登山独游，回来时才

知道宿舍迁移。每四人一室，各人早早

选好室友，安排停当。只有吴宓、闻一

多、沈有鼎三位，因为平日就孤僻寡交，

没人选他们做室友，被“剩”在了一室。

刚好，还余下一张空床，于是，钱穆住了

进来。

小室之中，有一条长桌。一到夜

晚，闻一多就会点燃一盏小灯，勤读《诗

经》《楚辞》。吴宓呢，则在备课、抄笔

记、写纲要，再逐条用红笔勾勒，严谨不

苟。沈有鼎却常常喃喃自语：如此良

夜，不尽情畅谈，却要各自埋头，这是何

必呢？不想，惹来吴宓的“申斥”：你那

么喜欢闲谈，大可去别室找谈友，要不

就赶紧上床睡觉，别来妨碍人！

迁往昆明后，西南联大的学堂校

舍，更是一道难题。汪曾祺先生就曾写

过一篇《斯是陋室》，正是回忆西南联大

简陋的住房条件：

“新校舍大门南向，进了大门是一

条南北大路。这条路是土路，下雨天滑

不留足，摔倒的人很多。教室区在更东

边，土墙，铁皮屋顶……”

当时，梅贻琦校长租了个大院，给

清华大学的教授们住。在由两层谷仓

改造的房子里，挤挤挨挨住满了人家。

楼上住着任之恭与赵访熊两家，楼下住

着杨业治与吴达元两户。谷仓的地板，

缝隙很大，不隔音，甚至楼上一扫地，楼

下就尘灰飞天。于是，楼上楼下就有了

这样的喊话：吴太太，快把你的东西盖

起来，我要扫地了！

陋室简居，非但没有生出苦怨，反

倒添了不少这样的日常小趣。

差不多同时，华罗庚一家也挤在昆

明城外二十多里的两间小厢楼里，“食

于斯，寝于斯，读书于斯，做研究于斯”。

晚上，一灯如豆。说是灯，其实不

过是一个破香烟罐子，上面放上一个油

盏，再摘些棉花做灯芯。为了节省点

油，那棉芯捻得极小极细。牛，靠着墙

擦痒痒，擦得地动山摇，危楼欲倒。猪

和马，关在同一个圈里，有时候，马不慎

踩在了猪身上，发出连连尖叫。而华罗

庚，就在这混乱之中作息。

因为日军飞机的轰炸，金岳霖、朱

自清、陈岱孙、陈福田、李继侗在昆明的

临时居所皆被炸毁，于是，共同搬进了

唐家花园戏楼。这里临时租给西南联

大，作为单身教师的宿舍。不足二十平

方米的包厢里，却住着5位教授，每个人

只能占用一张单人床、一张小书桌。每

天上午，金岳霖除了上课，就是雷打不

动的研读写作。几个人一合计，把屋里

最清静的一个角落，划出一块可以容纳

小床和小书桌的地方，作为金岳霖的领

地，尽量不去侵扰。可以惺惺相惜至

此，实在令人叹服！

那西南联大的“陋室”里，同住的，

何止君子，还有谦恭、坚强与希望……

扇子在我国

已有 3000 多年历

史，不过扇子起初

并不是用来纳凉

的，而是用来彰显

身 份 与 地 位 的 。

古代皇帝、后妃及

达官贵人出行时，

多以成双的仪仗

扇来表示高贵的

社会地位。古代

文人墨客无论走到哪里，都

喜欢手握一把扇子，显示自

己高雅、有品位。

因“扇”与“善”谐音，故

古人常用扇子象征善行。上

至达官贵族，下至黎民百姓，

都喜欢在房间里挂一幅大的

扇面画，或开一面扇形窗，祈

祷善心、善行永驻，吉祥安

康。扇子还是儒雅智慧的象

征。诸葛亮手执鹅毛扇，运

筹帷幄。纪晓岚摇扇吟诗作

对，口吐莲花。

扇子本是夏天用来挥风

取凉的，秋天就没用了，所以

古诗里常用秋扇

比喻弃妇。汉代

宫廷女诗人班婕

妤失宠于汉武帝

时，写下了《怨歌

行》：“ 新 裂 齐 纨

素，皎洁如霜雪。

裁为合欢扇，团圆

似明月。出入君

怀 袖 ，动 摇 微 风

发。常恐秋节至，

凉飙夺炎热。弃捐箧笥中，

恩情中道绝。”诗人以扇作

喻，道出了宫廷妇女悲惨的

命运。唐代杜牧的《秋夕》：

“银烛秋光冷画屏，轻罗小扇

扑流萤。天阶夜色凉如水，

卧看牵牛织女星。”描绘的是

一个失意宫女的孤独生活和

凄凉心情。王昌龄的《长信

秋词》：“奉帚平明金殿开，且

将团扇暂徘徊。玉颜不及寒

鸦色，犹带昭阳日影来。”诗

人将团扇与失宠的宫女联系

在一起，委婉地表达了宫女

内心的怨愤和惆怅。

范仲淹两岁丧父，母亲

带他改嫁到一户姓朱的有

钱人家。他一直以为自己

就是朱家的子孙。直到 20

岁那年，他劝朱家的两个同

辈兄弟不要铺张浪费，人家

非但不听，还嘲笑他：“吾自

用朱家钱，何预汝事？”

知道了身世以后，范仲

淹不齿于寄人篱下，背上书

箱离家出走。范仲淹单枪

匹马来到当时的南京应天

府，也就是现在的河南商

丘，凭借优异成绩考进应天

府的府学。那一年，他 23

岁。

范仲淹在商丘官学昼夜

苦读，学到打瞌睡，就用冰冷

的井水来提神。他脱离了朱家的供养，

所以衣食拮据，生活上十分节俭。根据

宋人笔记《东轩笔录》记载，范仲淹自做

自吃，一天只吃两顿饭：每天睡前熬一

锅粥，第二天早上，粥会凝结，他切成四

块，用布包起来，带到应天府学，上午吃

两块，傍晚再吃两块。冷粥寡淡无味，

他只能用咸菜疙瘩下饭，天天如此。

范仲淹的故事非常励志，现在我

们来估算一下，范仲淹这个自费生在

应天府学就读时能花多少生活费。

前面说过，范仲淹每天只吃两顿

冷粥，用咸菜疙瘩下饭。那时候，他二

十岁挂零，正是能吃的时候，按照宋朝

成年男子的正常饭量，每天大约要吃

掉两升米，把咸菜算进去，总共相当于

三升米。

北宋中叶正常年份，一升米售价

三文钱，三升米就是九文钱，一个月三

十天，吃饭这方面的开支总共不到三

百文。拙著《君子爱财：古代名人的经

济生活》考证过北宋中叶铜钱的综合

购买力，一文钱相当于现在人民币八

毛，三百文就是两百多元。如果不考

虑其他开销的话，范仲淹每月生活费

最多两三百元就够了。

当然，范仲淹除了吃饭，还要穿

衣、看病、购买纸笔。这些开支过于琐

碎，很难统计，不过我们可以间接推

算。查宋神宗在位时建康（今南京市）

府学的补贴标准，每名“上舍生”（在籍

学生当中成绩最优异的）每月可以领

到三百文的生活补贴，每名“内舍生”

（在籍学生当中成绩中等的）每月可以

领到两百文的生活补贴。如果范仲淹

想按“内舍生”的标准去生活，只需要

在每月两百多文的饮食开销之外再加

上两百文钱，总共也就是四百多文而

已，折合人民币大约四百块钱。

俗话讲：女大不可留，留来留去结冤

仇。长沙丈母娘怕女儿嫁出去后受穷，她

们择婿曾经有着种种稀奇古怪的“地域歧

视”。

在城里，丈母娘就不愿把女儿嫁到白

沙街和潮宗街去。长沙民谣说：“有女莫

嫁白沙街，一年四季穿油鞋。”或者说：“有

女莫嫁潮宗街，一年四季穿套鞋。”

为什么妹坨（长沙方言中指女孩子）

嫁到这两条街去要穿油鞋和套鞋？

当年，长沙城区没有引进自来水，这

两条街是长沙市民挑水必经的要道，一天

到晚满街湿漉，因此需要常穿油鞋或套鞋

用来避水。其实，1951年自来水就开始引

进了长沙城区，而当年长沙城内能够穿到

套鞋者，人数寥寥，挑水夫更不可能穿套

鞋了，因此这句民谣也慢慢失去了参考价

值。

其实，比这两条街更不让丈母娘放心

嫁女的地方多的是。

长沙曾流行这样一首著名歌谣：“养

女莫嫁洞井铺，三年磨烂九条裤。养女莫

嫁郝家湾，二四八月吃两餐。养女莫嫁杨梅河，饭

少萝卜白菜多。养女莫嫁黎家托，提起篮子捡蚌

壳。养女莫嫁杉木港，一夜到头睡半晚。养女莫

嫁解家山，一顿稀饭一顿干。”

也许，有人要问，为什么嫁到洞井铺就非得要

磨烂裤；杉木港的老倌（年纪比较大的男性）为何

只能与堂客（老婆）睡半晚……原因其实可以让民

间歌谣一一为君道来：“有女莫嫁洞井铺，三年磨

烂九条裤。天亮断黑打草鞋，锅有米煮灶有柴。”

原来，在过去，洞井铺的女人们要把草鞋压在

屁股下面用手搓草绳，手要磨粗，裤要磨烂。

杉木港今属长沙市芙蓉区东岸乡，即浏阳河

东面，这里曾经流传过这样的歌谣：“有女莫嫁杉

木港，一夜夫妻睡半晚。清早卖菜起五更，穷人血

汗地主吞。寒冬腊月山风起，十有九家无饥米。

卖完小菜兑回来，驼背鸡胸压出来。”

在旧社会，这里就是长沙作（种）小菜的城市

“菜篮子”。

不过，做人要有长远的眼光才好。如今的洞

井铺、杉木港、杨梅河……以上列举种种不能嫁女

的地方，因为城市的发展和扩建，现在都富得流油

了。

闲话

解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