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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语释义：
“南州冠冕”：南方人才中杰出的人。在以前用

来称赞有才识的人。冠冕，帽子，比喻首位，第一。

成语典故：
三国时期，刘备有一个重要的谋士叫庞统。庞

统年轻的时候外表显得很迟钝，因此没有人看中
他。当时有一位名叫司马德操的贤士，学识广博，非
常善于识别人才，受到世人的敬重。有一次，十八岁
的庞统去拜访司马德操，当庞统来到司马德操家的
时候，司马德操正在桑园里采摘桑叶，他们两人就在
桑树下交谈起来。司马德操发现无论是国家大事还
是诗书字画，面前这个青年竟然无所不知，更令人惊
讶的是，无所不晓的庞统还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司马
德操对庞统大为赞叹，称他是南方士人中的第一
人。正是由于司马德操的称赞，庞统的名声开始渐
渐被世人知晓。

冠是什么呢？
冠在古代是帽子的一种，后来渐渐有了引申意

义，成为“第一、首位”的代名词。司马德操称赞庞统
为“冠冕”也是这个意思。我们今天戴的帽子，有些
是为了在骄阳如火的夏日里遮阳，或是在天寒地冻
的隆冬里保暖，有时候甚至更多成为扮美或耍酷的
装饰用品。而在古代，帽子更多是礼仪、尊卑、身份
的象征。今天我们宣称自己是“衣冠上国，礼仪之
邦”，可见冠在华夏文化中意义非凡。

在古代，可不是人人都能戴帽子，帽子是贵族才
能拥有的，在一开始就是官僚统治阶层的标志，象征
统帅万民的权力和尊贵无比的地位，因此还形成一
戴冠冕制度。最初皇帝戴的叫“冕”，士大夫戴的叫

“冠”，以此来标志地位和权力的大小，直到魏晋南北
朝时期，冠冕才在文人雅士当中流行。

冠还是礼仪的象征，古代男子到了二十岁，便要
进行加冠礼，表示成年了。古人非常重视冠礼，认为

冠礼是一切礼仪的开始，也是表示这名男子有了参
与政事、保家卫国、祭祀的权利。

关于冠的文物
男子成年束发戴冠，女子成年则束发戴笄

（jī），在古代，普通女子是不戴帽子的。古代能
佩戴帽子的女性，不是皇后贵妃就是贵族妇女，帽
子是她们特权和地位的象征。皇后戴的冠叫“凤
冠”，凤冠是皇后出席各种重大场合戴的专属礼
帽，这顶高贵奢华的九龙九凤冠便来自明朝孝端
皇后。

1957年，考古学家们在北京昌平县明神宗万
历帝定陵中发掘出四顶皇后凤冠，这件九龙九凤
冠便是其中一顶，现在收藏在中国国家博物馆
中。这项凤冠用繁复精美的装饰尽显皇后崇高的
地位，冠的正面上层有九条金龙，用金丝编成；中
层是用翠鸟羽毛粘贴而成的八只凤鸟，这种工艺
名叫点翠，只是因为翠鸟濒危，如今这种工艺已经
被禁止使用；下层绕着三排珠串饰。冠的背面上
还立着一只凤鸟，凤冠下部两边还有六扇像翅膀
一样的装饰，叫博鬓。凤冠上共点缀着各色没有
加工过的宝石和精美珍珠，所以皇后也不好当啊，
这顶凤冠差不多五斤重，在隆重的场合里头上戴
着这么重的帽子，还要注意维持皇后的威严和风
度，脖子是多么难受呀。

稚子金盆脱晓冰，
彩丝穿取当银铮（Zhēng）。
敲成玉磬(qìng)穿林响，
忽作玻璃碎地声。
【赏析】
杨万里是南宋著名诗人，自名书室为“诚

斋”，世称诚斋先生，一生创作了两万多首诗，
流传下来的有四千多首。他在师法前人的基
础上，创造了独具风格的“诚斋体”。他善于
捕捉饶有情味的生活场景，用幽默诙谐、平易
浅近的语言表达出来。这首诗撷取了儿童平
日的一个生活片段，描绘了一幅清新可人、富
有童真童趣的稚子弄冰图。

冬天水结成冰，晶莹剔透，小孩子往往作
为玩物。你看，一个孩子晨起，看到金盆中的
水结成了完整的一块冰，感觉很好玩，于是想
法子将冰完整取下，穿个小洞，再用彩色的丝
线系起来，做成了一个银铮（类似锣一样的乐
器）。孩子把冰铮提在手中，边走边敲，声音
像玉磬一样清脆悦耳，穿林而过，响久才绝。
但铮毕竟是冰做的，质脆易碎，一不小心劲儿
用大了，冰铮碎裂开来，如水玉一般散落在地
上。诗人采用叙述和白描的方法，直写孩子
的动作行为，没有写其表情、心理，但他做铮
时的专心，敲铮时的开心，铮碎时的失望，都
可以想见。 （雨果）

在上世纪80年代进行的第二次全国文物
普查中，在白城市五个县（市、区）境内相继查
明了一些旧石器时期原始野生动物遗迹，而与
之相伴的人类遗迹确没有发现。1998年在镇
赉县白沙滩大坎子发现了旧石器晚期古人类
遗迹，这一发现说明早在旧石器晚期白城这片
土地上就有人类活动。

此前在洮北区油脂化工厂、白城飞机场、
果树场、侯家乡金宝屯、平安镇等地相继发现
了猛犸象象牙和猛犸象臼齿化石，五家户砂石
场出土的披毛犀头骨化石；在洮南市向阳乡联
合村发现原始野牛头骨化石；在通榆县什花道
乡、新兴乡西太村相继发现猛犸象臼齿化石和
野牛头骨化石；在镇赉县的丹岱乡白沙滩、大
屯镇茨勒营子等地又出土了原始野牛、披毛犀
和猛犸象臼齿化石等。1998年8月，白城百年
不遇的特大洪水冲毁了洮南市幸福乡水库的
堤坝。在堤坝下，由洪水冲击形成的一个15米
多深的深坑处，冲出了大量的原始野牛、披毛
犀、猛犸象等原始野生动物的骨骸，据当时赶
到现场的吉林省自然博物馆的研究人员讲，这
是一处大型的原始人食用后骨骸的堆积。这
些属于地质时代更新世晚期或人类历史的旧
石器晚期，距今约两万余年。这些披毛犀、猛
犸象，作为生存在松嫩平原上的动物种群，被
认为是旧石器晚期与人类共存的指示性动
物。所谓的指示性动物，一般讲，有这种动物，
就应该有与其相伴的人类。可以说，这些化石
为我们了解和认识当时人类生存的自然条件
与环境提供了依据。可惜的是，当时发现的这
些两万多年前的大型野生动物化石，大都是在
修建水利工程和其他基本建设项目中发现的，
因为没有当时发现或出土时埋葬的地层层位

和与之相伴的人类使用的工具及人骨等遗存，
所以，不得不说是一个遗憾。

1998年春，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教
授陈全家率领吉林大学考古专业师生对位于
镇赉县丹岱乡嫩江左岸的白沙滩进行考古调
查时，在被江水冲击形成的高出江面20多米的
大坎子的地方，采集到了散布在地面上的人类
使用的石器制品和与之相伴的大型野生动物
遗骨。为了进一步揭示这处遗址的真实属性，
1999年春，陈全家教授又与长春科技大学地质
系的两位教师，对该遗址进行了复查。

这处被当地人俗称为“大坎子”的断崖位
于嫩江二级阶地，长约２公里，高出嫩江水平
面约 30米，岗地最高海拔 157 米左右，最低
130米左右。暴露的地层最厚处可达20余米，
一般在16米左右。自上而下分为七层。在最
下部的地七层，距地表20米处，发现披毛犀等
动物化石，在第五层发现有猛犸象和披毛犀等

动物化石。在第三层发现有哺乳动物化石。
同时还采集了大量的与之相伴的人类加工的
石器制品，具体可分为五种。原材料有角岩、
玛瑙、碧玉、霏细岩、流纹岩、蛋白石、硅质岩、
玄武岩和凝灰岩；石核可分为石片石核和石叶
石核两种；石片均为锤击石片，可分为完整和
断片两种；工具类型主要分为实用工具和使用
工具。使用工具有刮削器、尖刃器、锛状器、修
边雕刻器、舌型器等，此外，还有打击制作石器
时崩下的断块及残次品等。这些石器及野生
动物化石为我们认定白城远古人类活动提供
了依据。陈全家教授指出：“根据动物灭绝种
属数量和细石器的器物组合及加工技术分析，
认为文化年代相当于地质年代的晚更新世晚
期之末期，文化年代为旧石器末期或新、旧石
器时代的过渡时期”。“从石制品的表面未见水
冲磨的任何痕迹，以及存有大量的小石叶，最
小者仅1.5克等研究表明，它属于原地埋藏类

型。从石制品存有较多初级石核、石叶石核和
砸击石核，以及大量的石片，尤其是修理工具
时被剥落大量废片的存在看，该地点性质可能
是石制品加工场”。“该地点与其他细石器遗存
比较，有些器型见于旧石器时代晚期的地点，
但也有部分器形见于中石器时代”。

陈全家教授在镇赉白沙滩大坎子的这一
发现，揭开了白城市撤地设市以来考古历史上
新的一页，把白城市有人类活动的历史又一次
提到了一万多年以前。

2005年 9月 27日，在引嫩入白水利枢纽
工程施工中，在陈全家教授发现的大坎子遗址
南800米处，当施工挖掘至距地表21米处时，
一具完整的猛犸象头骨化石呈现在考古人员
及施工人员面前，经过考古人员的仔细排查清
理，在猛犸象头骨化石出土地点的左侧同一层
位上又出土一件完整的刮削器。这次出土的
动物化石及石器虽然只有两件，着实令文博工
作者兴奋不已，它不仅证明了大坎子遗址考古
学年代，在某种程度上又将白城有人类的历史
向前推进了一步。同时，可以说镇赉县丹岱乡
白沙滩是目前发现的白城大地上最早的古人
类遗址。同时也可以肯定地说，在白城这片土
地，在嫩江、洮儿河、霍林河流经的大地下面，
还深深地埋葬着许多远古文化遗存，这还有待
于去发现、去揭示、去研究。

一写就错的汉字，你能对几个？

你挖的是“墙脚”，
不是“墙角”；“谈笑风
生”千万别写成“谈笑
风声”；“甘拜下风”可
不是“甘败下风”；“川
流不息”不是“穿流不
息”……

在写作的过程中，
哪些字词让你纠结不
已？甚至区分到让你怀
疑人生？下面整理了一
些容易写错的一些汉
字，赶紧收藏起来，别
再当“别字生”啦！

（三）

“南州冠冕”里的“冠”
●傅丹婷

稚 子 弄 冰
●［宋］杨万里

白城的旧石器时期遗址
●宋德辉

百发百中：
形容射箭或射击
非常准，每次都
命中目标。也比
喻做事有充分把
握，办事成功，决
不落空。

《战国策·西
周策》：“楚有养
由基者，善射，去
柳叶百步而射
之，百发百中。”

林森/图文

成语故事

百 发 百 中

图为白城市出土的旧石器晚期披毛犀头
骨化石。

图为白沙滩大坎子遗址出土的部分旧石器
晚期石器制品。

诗词鉴赏■■

我看我说

■ ■

为依法保障胜诉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依法打击拒执违法犯罪行为。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刑事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以及最高人民法院相关司法解释的规
定，本院发布如下公告：

一、凡在白城市两级法院已立案执行而未履行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的被执行人，自公
告发布之日起两个月内立即主动履行义务或与申请执行人达成执行和解并保证履行。

二、凡未履行法律义务的被执行人，本院将按照相关法律规定，采取纳入失信被执行
人名单、限制不动产交易、限制出入境、限制贷款、限制购买飞机票、高铁票及动车票等
联合惩戒措施，并在媒体上曝光。

三、凡拒不履行人民法院生效判决、裁定的被执行人，本院将依法对个人处以最高
10万元、对单位处以最高100万元的罚款，并对个人或单位的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
人、实际控制人司法拘留。涉嫌犯罪的，将移送公安机关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四、对拒不履行法律义务的被执行人中的中共党员、民主党派人士、公职人员、人大
代表、政协委员等，本院将向有关部门提出联合惩戒的司法建议。

本院严厉敦促所有未履行或未完全履行义务的被执行人，立即主动履行法律义务，否
则必将受到法律的制裁。

特此公告
白城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8年5月14日

白城市中级人民法院
关于敦促被执行人主动履行义务的公告

据说，2015年出版的张佳玮
译文白对照版《浮生六记》，如今
销量已突破百万册。须知，这本书
预期读者是文艺青年，而不是中
小学生。火爆的销量后面，凸显了
一个令人堪忧的现实：成年人对
古文的阅读能力在加速退化。

《浮生六记》是清朝人沈复
的自传体散文。作者并不是大
文人，只不过是以游幕经商为生
的老百姓。他笔下写的大都是
生活琐事，夫妻过从，游玩笔记，
自然天成，妙趣横生，没有斧凿
的痕迹。文章用词精炼，但还属
于生活化的古文。

小时候，我看过《聊斋志异》

的儿童版白话文。不算翻译，倒像
是故事。看得人津津有味，时而兴
奋，时而毛骨悚然，大呼过瘾。上
了初中再翻开看，失望和扫兴弥
漫了我的小心脏。我在书店里看
到好多文白对照的《聊斋志异》版
本，至今没有一个版本翻译的白
话文令我满意。就《聊斋志异》而
论，做些注解，引导人们阅读，才
是上上之选。文言文再怎么翻译，
都像是古董的仿制品，缺少原来
精致和蕴藉的意味和神韵。

我对翻译的白话文，很有抵
触情绪。再厉害的文学大家，也
会把原文的那种气势和风骨糟
蹋了。记得一位教授给北大中

文系学生演讲时说：你们要读古
文原著，和庄子对话，和屈原对
话，和司马迁对话。这样，你才
能掌握传统文化的精髓。

在这个碎片化阅读的时代，
很多人已经很难静下心来读一
本名著，更别说去读古人的作
品。我们被手机、电脑上海量的
垃圾信息所淹没；被乌七八糟的
奇闻怪事、明星八卦所迷惑；被
纯粹搞笑娱乐的段子和视频所
吸引。渐渐地，我们丧失了阅读
能力和思考能力，如同肠胃塞满
了垃圾食品，却对五谷杂粮和有
机蔬菜不屑一顾。

《论衡·谢短篇》云：“夫知今
不知古，谓之盲瞽。”当你从娱乐
视频、明星八卦等文字垃圾里抬
起头来，发现自己读不懂《三国
演义》时，真该读点古文洗涤阅
读的肠胃了。否则，你会成为一
个古文的白痴，一个知识严重断
层的古文盲。

盛夏的午后，一股灼热总会冲破层
层防御抵达眼中、心里。此时，静胜于
动。于是，“车站是乱得不能再乱，成千
上万的人都在说话。”现代著名作家阿
城的作品《棋王》那朴实得不能再朴实、
直白得不能再直白的开头语一下就吸
引了我……

在阿城的文字中，流动着滋润人性
的溪流。有时如丝绸般平滑、细腻，有
时又似山涧般湍急。它总是给予读者
力量，是有生命的。

好的文学作品绝对是经得起时代
与光阴考验的，阿城与共和国同龄，出
生于北京。其作品中浓缩了那段特殊
历史时期的气息，文字朴素而又泛着生
活的醇香，如同跳跃回放的音符，发出
了震撼人心的旋律，让人真切地感受到
一种温度。在《棋王》中，作者通篇采用
第一人称的写法，令人读之有种亲切
感。阿城笔下的王一生，从最初只求果

腹的“棋呆子”，到最后成为作者、读者
心中的“棋王”，除了其棋艺的精湛，更
源于他心灵的纯净、理想的纯粹。最打
动我的是，当知青倪斌为给他创造参赛
资格，献出家传的棋具时，他断然拒绝
参赛说：“我反正是不赛了，被人做了交
易，倒像是我占了便宜。我下得赢下不
赢是我自己的事，这样赛，被人戳脊梁
骨。”这种处事之态与时下有些不择手
段、急功近利成明显的对比。

阿城描述王一生的文字看似平白，
但却蕴藏着渐读渐浓的敬重。所以，才
有了王一生与县赛出的冠、亚、季军等棋
手展开的九局连环车轮大战！只需看
作者对观棋时的描述：“我心里忽然有一

种很古的东西涌上来，喉咙紧紧地往上
走。读过的书，有的近了，有的远了，模
糊了。平时十分佩服的项羽、刘邦都在
目瞪口呆，倒是尸横遍野的那些黑脸士
兵，从地下爬起来，哑了喉咙，慢慢移
动。一个樵夫，提了斧在野唱。忽然又
仿佛见了呆子的母亲，用一双弱手一张
一张地折书页。”这种落差悬殊的穿越对
比，烘托着说不出的悲壮士气。又恰到
好处的用短短两句话，点出王一生心中
有着不负母亲生前期许的愿望……

当与王一生隔空对阵的冠军老者
坐不住阵而来时，作者写道，“王一生孤
身一人坐在大屋子中央，瞪眼看着我
们，双手支在膝上，铁铸一个细树桩，似

无所见，似无所闻。高高的一盏电灯，
暗暗地照在他脸上，眼睛深陷进去，黑
黑的似俯视大千世界，茫茫宇宙。那生
命像聚在一个乱发中，久久不散，又慢
慢弥漫开来，灼得人脸热。”文章这段写
出了禅味，此时的王一生已然入定，这
可能就是作者及“棋王”所独具的境界。

读到最后，猛然想起之前作者已然
在看似直平、朴素的文字中埋下了深奥
的人世、世事之哲理。急翻回作品前
部，就是王一生那位深藏民间棋艺高师
的传授：“若对手盛，则以柔化之。可要
在化的同时，造在克势。柔不是弱，是
容、是收、是含。含而化之，让对手入你
的势。这势要你造，需无为而无不为”
这段文字，细品起来还蛮有嚼头。大道
理往往蕴藏在小事中。在本人看来，
《棋王》写得真实而有劲道，朴素而感
人，不仅源于作者的深厚功底，更因他
深悟生活中最真实的美与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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