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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文解字

学习“曾益其所不能”这句文言

时，一个学生提出：“‘曾’字不是曾经

的意思吗？为什么与‘益’字放在一

起就成了增加的意思，而且读音也发

生了变化呢？”这个问题引来许多学

生点头附和，看来有必要把“曾”这个

字给大家解释一下了。

从字形上看，“曾”是“甑”字的

原型，就是带箅子的笼屉。甲骨文

下面的“田”类似后世的箅子，上面

的两条其实是箅子上面升腾的热

气；到了金文，箅子下面加了一个

盛水的锅，到了小篆，下面的锅讹

变为“口”或“曰”，上面的字形也发

生了变化。如同擅长制陶的部落

首领叫“陶”，擅长射箭的部落首领

叫“羿”一样，擅长制造灶具的部落

首领就叫“曾”，后来发展为历史上

的“曾”国。

“曾”这种灶具并非单独使用，而

是放在锅上使用，所以“曾”的本义也

有“增加”的意思。食物最初是放在

火上直接加工的，后来加上锅、又加

上甑，这样食物与火之间就隔了两

层，由此引申出“隔两层的亲属关

系”，曾祖指的就是祖父的父亲，曾孙

指的就是孙子的儿子。

那么，“曾”为什么还有副词的

意思呢？这里的语义关联不太好

解释，为了让学生便于理解，我给

出了一个自己的猜想：“曾”使得食

物可以热通透而不会烤煳烤焦，远

远出乎人们意料，所以人们使用

“曾”的时候往往带着出乎意料的

语气，由此产生表示意外的语气副

词“居然”“竟然”“简直”等。比如，

《信陵君窃符救赵》中“而侯生曾无

一言半辞送我”、《愚公移山》中“曾

不若孀妻弱子”都是这个用法。

知道了“曾”是笼屉的意思就

会明白，如果加热的食物比较少，

用一个“曾”就可以；但如果需要

加热的食物较多，就需要用到多

个“曾”，多个“曾”摞在一起就有

了 层 次 感 。 根 据 音 随 义 转 的 原

则，“曾”与“层”同义同音，甚至被

认为是“层”的通假字。比如，陆

机《园葵》中的“曾云无温夜”、杜甫

《望岳》中的“荡胸生曾云”，都是用

了“层”的意思；类似的用法还有

“曾累”表示层层积累、“曾阴”表示

层层叠叠的阴云等。一层一层叠

摞一定有先有后，最初放上的“曾”

是“原先、过去、以前”，进而引申出

“曾经”这个义项，比如《江南好》的

“风景旧曾谙”、《永遇乐》的“人道

寄奴曾住”等。

“哦……”学生露出恍然大悟

的模样，“原来‘增加’是‘曾’的本

义之一，而‘曾经’才是最后衍生出

来的意思啊！”

（柴海军）

“曾”竟然是笼屉
甲骨文 金文 篆文 隶书 楷书

溪口溪口，， 的开端的开端
□林庆扬

弦歌

远方为好
□张志锋

物语

别小看家门口那条小路，它

是能通向任意远方的。

关于远方，小时候没有任

何概念，最多也就把从家门前

到村口的那段距离当作是远方

了。上学之前一直在村子里慢

慢长大，好像从未独自一人走

出过村口；上学之后也从未对

远方有太多想法，根本不关心

村外是什么样子，甚至觉得村

子头顶的那块天和那块天底下

的这个村就是整个世界。长大

之后才知道村外还有村、天外

还有天，开始好奇村外究竟有

多远、多大，除了专属于我们村

的那块天，更远地方的天会是

什么样子。

后来，经常听大人说某某

去大城市上学了、某某去大地

方工作了……我也开始向往远

方。尤其在上高中的时候，向

往远方的城市、远方的大学，总

感觉有一种渴望在牵引着我，

使我整天不知疲惫地埋头于一

本 本 书 和 一 沓 沓 复 习 资 料 之

中。没完没了的考试、参差不

齐的分数、上下窜动的名次，最

后总算上了个大学。我想，大

学对于高中的我来说，就是再

美好不过的远方了。

上了大学后的远方又会落

到哪里呢？这时的远方是美好

的理想、淡淡的思忆、甜美的爱

情，这些都是整日洒落心头的远

方。未来就深藏于远方，我们苦

心挣扎、虔心眺望，有时还幻想

着穿越未来，去瞧瞧时空那头是

何等美好。总想比较一番，因为

我们心间早已草拟了一份远方

的美好。

其实，随着年华流逝，过往

已不知何时开始潜藏起来，成了

另外一个远方。无情的岁月渐

行渐远、渐远渐美。记忆的尘埃

已经变得有些模糊，而真实的当

下却常以无奈和孤寂的心境为

伴。这时，模糊的过往就会显得

美好、可爱，让我们醉沉沉地去

思量、去回味。

偶拾清闲，常被一些熟悉的

景物所吸引，不止一遍地回忆：

春天，碧柳依依，少年浅笑；夏

天，村巷悠长，商贩叫卖；秋天，

漫坡酸枣，遍地昏黄；冬天，踏雪

寻踪，围炉夜话……

命运的给予或拿走总是那

么不经意。亲人远去变成了一

种执念，尤其是他们刚走的那几

年，寄于梦中、封于口中，只可在

意念中回溯——而意念与过往

总有一种藕断丝连的牵挂。也

许，时间只是依附于物变的存

在，若万物永持一态，也就谈不

上时间这一概念，更不会有与时

间相搭配的词汇字眼了。

在这无时不变的时光里，谁

都不免生出几许遗憾。一生穷

极不可得取的，反而于己而言是

至美至好的。我们走在自己独

一无二的人生路上，会通过努力

获得许多起初很在乎的东西，同

时也会在有意无意间失去或放

弃一些东西——当然，这些获得

和失去不过是人生中的各式填

充物而已。我们每个人都有一

生的终极远方，当我们即将抵达

这个终极远方时，所有的一切都

显得那么美好却又那么虚无，这

时才会真切感受生命弥足珍贵

的特质。

远 方 为 好 ，是 的 ，谁 都 有

心中的远方，那是一个很美的

地方。

（作者单位系湖北医药学院）

溪口，福建省莆田市涵江区的一

个小村庄。正如它的名字所示，一条

静静的小溪从这里穿流而过，滋养着

两岸一代又一代的溪口人。30 多年

前，刚走出大学校门的我，在溪口开始

了自己的教学生涯。

那是一个艳阳高照、荔枝飘香的

日子，一辆莆田土产的三轮农用摩托

车载着我和简单的行囊，在土石筑成

的村道上颠簸前行。爬过一座古老的

石拱桥，一幢白墙红瓦的双层农舍迎

面而来，这在当时是相当好的房子

了。房前的院子里一架丝瓜长得正

欢，绿色的叶子衬着黄色的花朵，看上

去生机盎然。又经过了两座小桥，便

来到我的“新家”，那条静静的小溪就

从家门前缓缓流过。

“新家”落户在爱国华侨程文铸的

故居，是一座双层砖木结构的建筑，典

型的莆田传统“四目厅”（中间一个大

厅，大厅左右两边一前一后各两个房

间）。我与另一位教师共用一间不到

12 平米的“后房”，靠北面的一扇窗户

采光。就在狭小阴暗的房间里，我们

备课、刻蜡版、改作业、与学生聊天，忙

得不亦乐乎。

上课是在距离住处不远的另一

户侨属房子里。新盖不久的双层砖

石楼房坐北朝南，左右各有一排厢

房，中间是一个铺着红砖的院子。虽

然不如程氏祖屋大，但已经用上了钢

筋水泥，在保留传统建筑外观的同

时，又体现了时代的特征。这座楼上

下两层的大厅就是教室，课桌椅把大

厅塞得满满当当，讲课时背几乎贴着

黑板。在这间简陋的教室里，我们一

边津津有味地教书育人，一边品尝着

人生的酸甜苦辣。

生活条件自然是比较艰苦的，不

过这里的生活也别有一番乐趣。

门前的小溪，荔林夹岸；岸边平

畴沃野，广阔无边。一座古老的石桥

横卧溪上，石栏石板古朴自然。桥头

是一株古榕，须三四人方可合抱。近

处古桥古树相映成趣，远处青山叠嶂

起伏连绵。课余闲暇，或漫步河边，

或斜躺树上，看蓝天白云，听蝉鸣鸟

叫，倒也悠然自在。傍晚时分，与学

生结伴走在乡间小路，但见炊烟袅

袅、老牛暮归、孩童嬉闹，落日余晖映

得河面波光粼粼，洁白的水鸭排着整

齐的方阵在水中畅游，晒在路边的麦

秸散发着太阳的味道。月光皎洁的

晚上，远山近屋犹如剪影，蛙鸣犬吠

让乡间显得更加宁静。轻轻地落脚

在月光染白的路上，真是什么都可以

想，也什么都可以不想，只管静静地

享受月色。

四季的景色也很美。

春日，时而烟雨朦胧，时而阳光明

媚。油菜花和芥菜花绽开了一片金

黄，田野里的秧苗鹅黄嫩绿。棋盘般

整齐的水田里，犁田的牛、插秧的人，

还有一行行笔直的秧苗，构成了一幅

闽中水乡特有的水彩画。

夏日，挺拔的黄麻支起了一片片

南方的青纱帐，米黄色的牵牛花似乎

在吹奏欢乐的成长之歌，荔枝树缀满

了红艳艳的果子，给村里带来几分喜

庆的色彩。人们划船采收荔枝，船在

水中缓缓而行，箩筐里的荔枝渐渐堆

成小山，挂满汗珠的脸庞笑意盈盈。

秋日 ，天更蓝 ，水更绿了 ，沉甸

甸 的 稻 穗 给 大 地 披 上 了 金 黄 的 外

套，门前墙角的菊花也五彩缤纷地

开了起来。

冬日，房间里还是又暗又冷，干脆

到室外享受暖暖的阳光。走在窄窄的

田埂上，看绿油油的麦苗在风中起舞，

那么整齐、那么柔美，连绵不断，此起

彼伏。直到此时，我对“麦浪”的比喻

才有了真切的认识。

难忘的还有小学操场上的露天

电影。裹着厚厚的衣服，挤坐在学生

和 村 民 之 中 ，在 星 空 下 给 眼 睛“ 加

餐”。等到提着凳子回到宿舍时，脸

颊是冰冷的，心里却像夜空一样清

朗、喜悦。除了看电影，村里还时常

有莆仙戏演出，每当鼓乐响起，总有

学生跑去观看。我想，这戏剧活化石

得以流传至今，多亏有这些热爱乡土

文化的“后生仔”啊。

岁月像溪水一样不停流过。一年

以后，学校终于有了自己的校舍，我告

别溪口搬到了杨梅山下，但溪口却一

直留在我的记忆中。逢年过节，莆仙

戏悠扬婉转的旋律，是否依旧在村中

回荡？小溪荔林，是否依然清绿如

初？老榕古桥，是否安然无恙？还有

白墙褐瓦的程氏古厝，是否依然期待

着莘莘学子踏上求学的旅途？

几年前，与当年的学生一起回到

阔别 30 多年的溪口。小河依旧，古厝

安好，古桥坚固，古榕枝繁叶茂。流连

于当年的校舍，令人无限欣慰也感慨

万端。昔日的平畴沃野早已杳无踪

影，取而代之的是现代化的厂房和村

民新建的新颖别致的楼房。起初略有

遗憾，但转念一想，国家日新月异，人

们安居乐业，溪口这条小溪也一定会

迎来水清岸绿的又一春。

从溪口到杨梅山下，曾经是一个

梦想；从杨梅山到溪口，曾经也是一个

梦想，一个过了30多年才圆了的梦想。

（作者单位系福建莆田学院）

早早就把台历翻到了11月，我是

多么迫切地等待冬天的到来啊。

不管是北风呼啸，还是雪花飘洒，

当冬天的扉页悄然展现在人间时，我

都是欢喜的。一直喜欢冬天，因为冬

天有岁月的温暖。

记得高三的冬季，天天在题海中

奋战，被压得喘不过气来。我抵触、愤

怒，但就是不敢明目张胆地反抗。一

天下午放学，天很阴沉，我的心情也很

压抑。推开家门，母亲笑盈盈地接过

我的书包说道：“今天我们吃火锅。”看

着一桌子的美味佳肴，我却一点食欲

也没有。此刻的自己，感觉就与寒冬

一样冰冷，特别渴望有一壶慰藉心灵

的暖酒可以痛饮一场。

这时，父亲从书房走出来，慢慢地

吟着诗：“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

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瞬间，这首

诗温暖着我冰冷的心房，我仿佛看到：

新酿的米酒色绿香浓，小小泥炉烧得

殷红。天快黑时，大雪将至，白居易向

挚友刘十九发出邀请：“能否一顾寒

舍，与我共饮一杯暖酒？”

父亲走进厨房，端出一碗冒着

热气的雪梨菊花茶递给我，笑着问

道 ：“ 能 饮 一 碗 无 ？”那 一 刻 ，我 笑

了。父亲说：“喝一碗暖茶，沉淀一

下那颗烦躁的心。冬天已到，万物

始藏，待到初春，势不可当。”外面，

天暗了下来，我吃着火锅，喝着暖暖

的菊花茶，内心涌出一股新的力量，

温暖无比。

工作之后，加入“北漂”一族，第一

年的冬天是在北方度过的。很清楚地

记得那一天，天很冷，我一个人窝在员

工宿舍，思念着家乡和亲人。这时，有

人敲窗户，一张小纸条递到我眼前：

“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

我想，这是世界上最浪漫的邀请

函了吧？

穿好大衣，来到同事的家。坐在

炕上，喝着她自家酿制的米酒，吃着香

喷喷的饺子，啃着羊蹄子，身心变得暖

和起来。天快黑时，竟然下起了大

雪。第一次见到雪的我跑出屋门，在

院子里张开双臂，仰着头让雪花飘在

脸上、身上，大声地朝着苍茫大地喊

道：“冬日，可爱！冬日，可爱！”

同事站在屋檐下，静静地看着我

笑。她说：“你大概不知道‘冬日可

爱’是一个成语吧？它出自《左传》，

形容人像冬天的太阳，令人感到温

暖。”此刻，雪在下，我却感觉同事就

是那个温暖的太阳。即使多年以后，

每到冬天，我仍然会想起她这个“暖

阳”。我们在微信上互送温暖，友情

依旧。

后来，因我太想家了，就回到父母

身边生活。如今，每一年的冬天，我都

喜欢待在家人身边。看着父亲守在滚

烫的小火炉旁，一边暖着酒一边吟着

诗；吃着母亲煮的粗茶淡饭，连菜汁都

要喝个精光；陪着爱人喝点小酒，弹着

吉他，和弦轻唱……冬天的生活，温

馨、惬意，身心俱醉。

冬天，本来就很平淡，但在平淡的

日子里能享受到一点摸得着、看得见

的小惊喜，享受一份悠然自得的小心

情，也确实是一种美好。

（作者单位系广东省广州市荔湾

区东沙博雅实验学校）

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
□唐荣花

人生边上

我的
画廊

“我的画廊”栏目长期征集一线教师原创书法、绘画类作
品，请自选10幅作品，将作品拍照后发送至投稿邮箱。发送作
品的同时，请注明作者姓名、地址、工作单位、个人简介、联系方
式等资料（所有内容请打包上传）。

拍照要求：拍摄清晰，无阴影和明显褶皱，可对作品进行电
脑修图调色，但不能添加水印和边框等修饰。

邮箱：2606193792@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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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香满卷》 山东省寿光世纪学校 张惠芳

梦梦想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