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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在村后堰塘边的哑巴疯了。这日，平
白无故地将围在堰塘一边，正开得鲜艳的一
片夹竹桃砍倒了一大片。要不是村人及时赶
来阻止，剩下那一半也很快就会倒毙在哑巴
的刀下。

看到这一片正开得姹紫嫣红的夹竹桃被
无情砍伐，村人叹惜：这哑巴就是缺少个心
眼！几年前，也不知是村里的哪位好心人将
夹竹桃种在这里，以此将堰塘一分为二：一
边在夏秋酷暑时节供村人洗澡，一边是村中
妇女长年来此洗涤的地方。夹竹桃生性喜

水，不几年，就长得一片茂盛，成为一道天
然屏障。从此，村人多了几分文明，少了几
分尴尬。一到夏秋时节，夹竹桃开得一片鲜
艳，既美化了环境，又遮了羞，一举两得！可
眼前这哑巴，伤天害理，竟做下这缺德事！

当村人赶来，烈日当空下，哑巴正砍得
汗流浃背。他冲大家憨厚一笑，继续挥刀劈
砍。哑巴有些狠，大家都惧怕他手中的镰
刀，只有村长上前阻止。哑巴就煞有介事地
吚吚呀呀比划了一通。村人听不懂哑巴的
“英语”，也看不懂他的手势，一个个莫名

其妙。哑巴见村人不懂，又重新吚吚呀呀了
一遍，比划了一通。见村人还是不懂，哑巴
又是苦笑又是摇头，随后就旁若无人地继续
劈砍。村长犹豫片刻，随后上前夺下哑巴手
上的镰刀，一时气忿，将哑巴的镰刀竟甩到
堰塘中。

村长对哑巴放下狠话：若再砍伐，纯属
破坏！不但叫政府取消哑巴的五保，还会让
派出所对哑巴绳之以法！哑巴既委屈又不
解，面对“穷凶极恶”的村长，摇着头，无
可奈何地悻悻离去。这老哑巴一生架桥修路

做好事，今天是疯了还是鬼摸脑壳了？
第二天，村长一家正准备吃午饭，却不

见留守在家读小学三年级的双胞胎孙女大妮
二妮的踪影。这时，有人跌跌撞撞来报信：
大妮二妮在村后堰塘里溺水了！

村长一家丢魂落魄赶到堰塘边，见大妮
一身湿漉漉地坐在一边嘤嘤哭泣，二妮被哑
巴倒扶着口吐黄水……面对哑巴，村长感激
和悔恨交集，禁不住双眼发潮……再看二
妮，手中还紧紧地攥着一束鲜艳的夹竹桃
花。

一说起马戏，很多人都津津乐道，尤其
是春节期间，一些地方的马戏团在城乡到处
巡回演出，热闹又精彩。但马戏是怎么来
的，很多人却不知。其实，马戏是我国传统
技艺之一，已有两千多年的悠久历史。西汉
桓宽的《盐铁论》中，就有“马戏斗虎”的
记载：“戏弄蒲人杂妇，百兽马戏斗虎”。
这时期，马戏的技艺之一叫做“骗”，《汉
书》注称为“戏马之术”。到唐宋时，马戏
已相当流行。

相传唐玄宗李隆基也在皇宫里训练了一
批御马跳舞，节目丰富多彩，成为马戏团的
雏形。唐玄宗为了把这些马装饰得花团锦
簇，用大量的织锦和珠宝玉器披裹在马身

上，并且特制一张很大的“床”，配以笙箫
管笛，让马在“床”上按音乐节拍霞帔起
舞。这便是杜甫说的“斗鸡初赐锦，舞马即
登床”。唐玄宗还曾要当时名画家曹霸画下
御马跳舞的种种姿态。后来，单纯的在
“床”上让马跳舞逐渐发展为人马共舞，即
人骑在马上做各种表演。

安史之乱时，唐玄宗西逃四川，皇宫马
戏团的舞马四散一空，流落各地。当时有个
将军叫田承嗣，招兵买马进行平乱，有一些
舞马也被买了进来，与战马混杂在一起。有
一天，当这位田将军点兵响炮检阅，军乐齐
奏时，那些混杂在战马中的舞马便闻声而
舞。田将军以为是怪马在作祟，于出征不

利，怒令马夫打马，结果这些舞马都被打死
了。等到唐玄宗李隆基归来时，所剩舞马已
为民间组社结团流传到各地演出。至清朝
时，马戏已盛行于民间，大的成团，小的为
班，闯江湖，跑马卖艺的比比皆是。

到了宋代，马戏技艺更为成熟，表演技
巧精湛高超。在当时的东京汴梁（今河南开
封）给皇帝表演马戏时，就有引马、立马、
骗马、跳马、倒立、拖马、镫里藏身、赶马
等多种多样的马上功夫。而清代的马戏又有
新的创造。咸丰皇帝每到正月十五日，都要
观看马戏表演。此时，马戏表演者大显身
手：“有一足立鞍镫而驰者；有扳马鞍前行
而并马驰者；有两人对面驰来各在马上互换

者；有甲腾出乙雇马上戴甲于首而驰者，曲
尽马上之奇。”做“中国皮影”。后来马戏
传到了英国和德国，在欧洲曾轰动一时。

晚清小说家曾朴在《孽海花》一书中，
曾描写过走马卖艺的情景：“在两条绳上，
串出种种把戏，有时疾走，有时缓行，有时
似穿花蝴蝶，有时似倒挂鹦哥；一会竖蜻
蜓，一会翻筋斗。一壁婀娜地走着，一壁啭
着娇喉，靡曼地唱起来。”

延至今日，马戏不仅保留了许多传统节
目，还发展了独站双马、马上倒立、马钻火
圈、马下插旗等多种精彩的节目，并成为各
种驯兽表演的统称。

燕子去了又来，杨柳枯了再青，桃花谢了又开。但是
时间就像河水，只能流去不能回。

不可荒废每一天，人生要有规划，只有这样，你才能
有一个美好的未来。

记得海伦·凯勒曾经提过这样的问题：假如你的眼睛
明天将要失明，那么，你今天要看看什么？这使我感到，
作为健康的人，不能迟疑，应珍惜每一天流过的时光，要
在这一天留下生命的痕迹。

有一句话说得好：“抛弃了时间的人，与此同时时间
也抛弃了他。”古代《名贤集》中：“人生稀有七十余，
多少风光不同在。长江一去无回浪，人老何曾再少年。”
因为我们无法知道自己将会在哪一天消失，但我们活着的
时候，要尽量过好每一天。

那么就珍惜自己拥有的每一天，用自己的爱去温暖别
人，这样就算我们死了，也是有价值的。

日语班里来了一位老者。“您是给孩子报名的吗？”
登记员问他。老人回答说：“不，我自己。”登记员愕
然。老人解释说：“儿子在日本找了个媳妇，他们每次回
来，说话叽里咕噜，我听着着急，我想同他们交流。”
“您今年高寿？”“六十八。”“你想听懂他们的话，最
少要学两年。可你两年后都七十了！”老人笑吟吟地反
问：“姑娘，你以为我如果不学，两年后就六十六了
吗？”

陈忠实曾经说过：无论往后生命历程中遇到怎样的挫
折、怎样的委屈，不要动摇，不必辩解，走你自己的路
吧！因为任何动摇包括辩解，都会耗费心力，耗费时间，
耗费生命，不要耽搁自己的行程。

不要荒废每一天，美丽的日子就在你自己手里。也
许，有时候你的思想会撒野，默默念一遍自己的目标，自
己对未来的定位。路要靠自己一点一点地走出来，就是在
自己最落寞的时候，也要相信那句话：此时的自己走到了
锅底，无论向哪个方向走都是向上的。

人生不是一张船票，可以退可以换；人生如一枚铜
钱，每个人想怎么花就怎么花，但只能用一次。不要荒废
每一天，用你有限的生命，走向尽可能遥远的地方，面对
时光的流失，不再是一种叹息，而是欣慰。这样，时光属
于你，生命也真正属于你了。

夹竹桃
□舒平

小小说

“马戏”道古
□汪志

“狗年”到了，我来谈谈涉及“狗”字
的语句———

狗也叫犬，是最常见的家畜。因此，人
们对它从头到尾都有话说：一、“狗头军
师”，指喜欢给别人出一些并不高明的主意
的人。二、“狗眼看人低”，说的是自视甚
高的人往往过低估计别人的能力。三、“狗
嘴吐不出象牙”，比喻坏人嘴里讲不出好
话。四、“犬牙交错”，形容两者之间像狗
的牙齿一样参差不齐，也形容局面错综复
杂。五、“狼心狗肺”，形容心肠恶毒或忘
恩负义。六、“狗胆包天”，指一个人毫无
顾忌地胡作非为。七、“狗尾续貂”，比喻
把不够好的东西接到好的东西后面，显得很
不相称。

上述的“狗尾续貂”、“狼心狗肺”，

是狗和其他动物相连的语句。此外还有：
一、“狗苟蝇营”，也说“蝇营狗苟”，形
容一个人不顾廉耻，到处钻营，像苍蝇一样
到处乱飞，像狗一样苟且偷生。二、“狐朋
狗友”，也说“狐朋狗党”，指勾结在一起
的品行不好、不务正业的人。三、“狗捉耗
子——— 多管闲事”，说的是有的人去插手处
理别人职责范围内的事，滥用职权。四、
“画鬼容易画犬难”，因为鬼是虚拟之物，
可以随意画，犬是现实世界中常见之物，要
画得像比较难。五、“画虎不成反类犬”，
比喻模仿得不到位，弄得不伦不类。

也许因为狗与人的关系密切，所以有一
些两者皆有的语句：一、“狗仗人势”，指
依仗有势力的人去欺负、威吓对方。二、
“人模狗样”，形容举止、形象较差的人装

出一本正经的样子。三、“狗咬吕洞宾———
不识好人心”，指不感谢好心好意帮助自己
的人，相反给以抱怨或伤害。

正因为狗与人的关系密切，所以人们对
它从里到外都有话说：一、“狗血淋头”，
形象骂得很厉害，像是在对方的头上喷了狗
血一样。二、“狗皮膏药”，比喻表里不
一，用来骗人的物品。三、“狗急跳墙”，
比喻走投无路时不惜冒险行动。四、“桀犬
吠尧”，比喻走狗一心为其主子效劳，不惜
伤害好人。

另有很多涉“狗”字的语句：一、“白
衣苍狗”，也说“白云苍狗”。此语出自杜
甫的《可叹》一诗，“天上浮云似白衣，斯
须改变如苍狗”，后来用来此喻世事变幻无
常。二、“狗猛酒酸”。此语出自《韩非

子·外储说右上》，说的是宋国有一个酒店
虽然物美价廉，但销售不畅，原因在于所养
的狗太凶，使人害怕。后人用来比喻权臣当
道，阻塞贤路。三、“打落水狗”，比喻彻
底打垮已经失败了的坏人。四、“丧家之
犬”，比喻失去了靠山，到处乱窜，无处投
奔的人。五、“三六九，嫌死狗”，说的是
三岁、六岁、九岁时的孩子是非常调皮捣蛋
的，惹得狗都讨嫌他们。七、“金窝银窝不
如自己的狗窝”，说的是有些人（因出差或
旅游、访友）到外地，虽然宾馆的条件很
好，但总感觉不如在自己家里住得舒服……

最后要说到“摇尾乞怜”一语。其中虽
然没有“狗”“犬”二字，但它描摹了狗对
主人讨好的状态，形容用谄媚的言行来求得
他人的欢心。

不要荒废每一日
□孙丽丽

涉及“狗”字的语句
□赵世琤

一只匆匆赶路的鸟无意中把一泡带着种子的排泄粪便
丢在岩隙间。不久，种子萌芽生根了，并慢慢地爬上岩
缝，长成一棵枝干虬劲的树。它所依赖的，仅是随风飘来
的薄得像纸一样的一层泥土。一年又一年，树的根须像寻
找娘亲的孩子，爬过夏季炙热冬天铁冷的岩石，抵达岩缝
中任何藏着一点泥土的地方。泥土像慈祥的老母，尽管家
徒四壁，却依旧用博大的情怀，给远道而来的游子做一顿
丰盛的大餐，心甘情愿地让儿女从自己贫瘠的身上汲取营
养。根须在这片泥土中补足养料后，又向另一片泥土伸
延。直到有一天树木把根须扎满岩体，成了顶天立地的汉
子。就这样，泥土把自己的力量化成了树的坚强，成为大
自然一幅惊心动魄的杰作。

泥土所富有的力量，令常年陪伴它的人也常常始料不
及，它会让能量在最需要的时候爆发，给无奈的生活以希
翼。一位傍山而居的农夫，在一场洪水中毁掉了所有的土
地，他望着满坡砾石伤心欲绝。这时，他看见了一株长在
石缝中的高粱，它像一位执着的精灵，挺立在山洪肆虐过
的山野中，碧绿的叶片伸展着，仿佛要拥抱整个世界。老
农被这株高粱惊呆了，他根本不曾在那个地方点播过种子
呀！多少年来，他耕种的一直是坦荡如砥的大田，他喜欢
大田里一垄一垄成片的庄稼，对石缝里那么一点点可怜的
泥土从来不屑一顾，更不会在那里下一粒种子。然而，偏
偏就是这株在石缝中无意长出的高粱，给了农夫以昭示。
他被这个昭示兴奋着，快乐地把一把把种子在空中高高地
扬起，像挥写着一个个祈盼，让种子从空中落下的一瞬
间，在砾石上跳跃着，到石缝中去寻找接纳它们的泥土。
几天后，那些石缝中星星点点的泥土在砾石滩上捧出了绿
油油的庄稼。

天地玄黄。当农夫在秋天收获成熟的高粱时，他激动
了，用嶙峋的手指从石缝中抠出一捧泥土，孩子般地哭
了。他双膝跪在砾石上，虔诚地给那些泥土磕了响头，说
自己种了一辈子的地，却从没想到过泥土，总是认为种瓜
结瓜种豆结豆，那是泥土应该的；更看不起那些藏在石缝
中东一碟子西一碗的泥土了，总认为那是派不上用场、上
不了台面的杂碎。他现在明白了，一捧泥土与一片广袤的
泥土一样的伟大啊！

一副对联写道：“随分耕锄收地利，他时饱暖谢苍
天”。这是发自腑肺的对泥土的感恩，说清了泥土生长五
谷、茶果、供给油棉，是人类的衣食父母，是泥土对人的
恩赐。

一位住在城里的老人，多年远离泥土，但他深知泥土
的力量，退休后，他每天带着工具到马路上、楼道里收集
通过多种渠道带来的泥土。他把这些泥土装到花盆里，种
上各种花草。他的做法渐渐被这个城市的人们所知，于
是，人们悄然形成了一股收集泥土热。当那些泥土在这个
城市的阳台上、花圃里安家落户，由泥土供养的红花绿草
就装点了整个城市，使大街小巷流溢着由泥土升华出来的
芳香。这些乘着风儿或沾附在行人、车辆上走进城市的泥
土，莫非也像浪迹天涯的游子一样寻找自己的梦想？抑或
如一位乡下老母亲想念城里的儿女，用这种方式来探望？

一捧泥土能长出五谷，同样也可收获花香。谁能说得
清泥土里蕴藏的力量呢！

泥土的力量
□孙成凤

数九和风吹暖渠，
青岚柳岸碧扶苏。
烟堤古渡呼童妪，
画舫新篷吟老夫。
乌桕枝头凭霞起，
红帆桅上任云舒。
灵河落寂七十载，
今日从头惊世殊。

南渠复航
□欣安子

 2018 年 1 月 9 日，兴安县灵渠南渠恢复通
航一期工程试航成功。 （欣安子 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