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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您找保姆
1、赵女士：54岁，性格好，有耐心，干净，有多年伺候老人的经验，对老人好，找一份长

期住家照雇生活自理或不自理老人的工作。
2、郭女士：47岁，厨艺好，找一份给单位或家庭做两顿饭的工作。
3、徐女士：44岁，家常菜做的好，找一份给家庭做上午一顿或下午一顿饭的工作。
4、黄女士：45岁，专业保洁，找一份给家庭一周去一次或几次的保洁工作，擦玻璃，打

扫家均可。
5、刘女士：48岁，有多年看小孩的经验，有健康证，育英师证，找一份10小时或24小时

看小孩的工作。
有以上需求的请来电鑫旺保姆公司，小周，电话13171052438，6683263，15849392619。
地址：呼伦南路金地商城十字路口往南20米路西，一团火超市旁。

人生如果有所作为，就

一定会把优越改写成优秀；

人生如果大有作为，就一定

能把优势转变为优胜。

如果名不副实，则会名

存实亡；只有名副其实，才

会不负盛名。故此，人生要

想踏踏实实走过，就决不能

虚有其表和徒有虚名。

人生阅历，不知有难

是错，即错在无知，如若知

难而退则更是错上加错，

即错在无志。

人生无畏，让人敬畏，

故倍加珍惜；人生无为，让

人难为，故倍觉惋惜。

有些事，想做的不一

定是能做的，故事前务必

想到；有些事，能做的不一

定是该做的，故事前必须

想好。

做事，如果邪门歪道，

是因为心术不正；做人，如

果邪不压正，是因为品行

不端。

做人真实，脚踏实地，

待人诚实，实事求是，得到

的回报一定是真心和诚意。

坦然的人心境平和，

故给人的感觉亲和；坦荡

的人胸怀豁亮，故给人的

感觉敞亮。

比荣誉更重要的是声

誉，比名望更重要的是声

望。故真正的名人，最在乎

的不是名声，而是名节。

一路前行，当身处十

字路口时，要警惕步入歧

途，而当置身三岔路口时，

则要提防误入迷途。

醉生梦死，生和死的

选择只是一念之差；舍生

忘死，生和死的诀择只在

一念之间。

假设是：三个人，如果

同心；两个人，如果合力；

一个人，绝对渺小；而相

反，三个人，如果争斗；两

个人，如果抗衡；一个人，

就是力量。 文/巴特尔

思念
有人说，对别人的思念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越来

越淡。然而我想说，对于至爱的亲人的思念恰恰与之
相反。

记得父亲在生病前，虽然年近80岁，但是身体状
况良好，日常生活非常有规律。可是在一次常规体检
中却发现身体出了状况，当时我们决定把父亲送到北
京最权威的医院检查医治。然而，父亲怕给儿女们增
添麻烦，经过做思想工作后，父亲同意去北京治疗。在
北京住院治疗期间，父亲始终以顽强的毅力和病魔做
着斗争，母亲和弟弟全家以及妹夫等人在北京陪伴治
疗。

为了让父亲开心，我们全家也准备开车去北京探
望。在准备出发的一周前我特意写了《我的军人父
亲》，后来文章发表了。当时恰巧是八一建军节，很及
时的把这份礼物送给了父亲。不善表达的父亲看到这
份礼物很是高兴，看着父亲高兴的样子，我更觉得这
篇文章写得很有意义。在我的记忆里父亲最高兴的事
情就是儿女学业有成，努力工作。记得1993年8月弟弟
被清华大学录取后，父亲的老战友们还调侃父亲说，
他是“精神上的百万富翁”。生活中的父亲，特别注重
精神层面的修养。这与父亲年轻时从事文秘工作，一
生爱看书是分不开的。正直善良，豁达沉稳的父亲也
给儿女们做出了很好的榜样。在父亲有生之年，看到
儿女孙辈都很努力的学习、工作，给了父亲最好的安
慰，让他愉悦的度过了他的晚年生活。

时光匆匆，父亲离开我们己有两年多的时间
了，可我一直觉得他还在，只是见不到了。我经常翻
看照片，感觉他就在身边，逝去并非离去，只是无法
真切的感触到曾经的那份温暖，可心底却真实的知
道，那种被疼爱的感觉从没离去。父爱如山，怀念永
远。 文/吴托雅

《漫画之王：陈福财正传》

作者：（新加坡）刘敬贤

译者：黄天怡

版本：鹿书/武汉大学

出版社

“漫画大师陈福财”是一
个十分陌生的名字，但刘敬
贤用漫画的方式重新呈现了
他的一生。这部图像小说以
陈福财的传记讲述了新加坡
的建国史。因为画出来的漫
画并不吸引人，陈福财身边
的朋友逐渐放弃这项事业。
他的父母也建议他找个正式
工作，结婚，过上正常的日
子。但陈福财选择沿着这条
路继续走下去。故事结束后，
我们会发现所谓的“漫画家
陈福财”在历史上并不存在，
完全是作者用戏仿的资料和
图像虚构出来的人物。

迢迢牵牛星，皎皎河
汉女。

纤纤擢素手，札札弄
机杼。

终日不成章，泣涕零
如雨；

河汉清且浅，相去复
几许！

盈盈一水间，脉脉不
得语。

这首诗选自《古诗十
九首》，借传说中牛郎织女
的故事，抒发了男女之间
因爱情受到挫折而痛苦忧
伤的心情。

先说说牛郎织女的故
事：据说在很久之前，有一
个孩子叫牛郎，父母双亡，
只好靠哥嫂照看。可嫂子
对他很不好，给他吃剩饭，
穿破衣裳。一次，嫂子给他
出了个难题：“你放的是九
头牛，回来时必须给我领
回十头牛来，否则你就永
远不要回这个家！”嫂子说
这话的意思就是撵他出
去，不想让他再回来。可
是，牛郎遇到一位高人，告
诉他在山上的某一个地
方，有一头没人要的生了

病的老黄牛。牛郎按照高
人告诉的方向找到了那头
牛，他领了回去。嫂子当然
无话可说。在他的悉心照
料下，老黄牛的病很快好
了。原来老黄牛是被打下
凡间的金牛星。

一次，牛郎在树林间
湖水旁放牛，看到一群仙
女从空中飘然而下，她们
脱去衣服跳到湖里嬉戏洗
澡。这时，牛郎突然听到老
牛在说话：“牛郎，你把最
后上来的那个仙女挂在树
上的衣裳藏起来，待会儿
向你要衣服的那个仙女就
是你的媳妇。”牛郎按照老
牛的话做了，于是，他与织
女结为夫妻，后来还生了
一儿一女。原来这个仙女
名叫织女，是王母娘娘的
外甥女。王母娘娘得知后
非常生气，要把她带回天
界处理。

王母娘娘的决定，老
牛知道了，就告诉牛郎：

“我死后，你把我的皮披上
就可以腾云驾雾。”不久，
天神抓到了织女，带着她
飞向天空。牛郎情急之下

想到了老牛生前对他说的
话。于是就披上老牛的皮
追赶。眼看就要追上了，不
料王母娘娘拔下头上的银
簪，那银簪立刻变成了一
条银河，拦住了去路。

后来，天上的喜鹊被
他们的爱情感动了，就化
作“鹊桥”，让牛郎织女相
会。王母娘娘也有所感动，
准许他们每年农历七月初
七，可在鹊桥相会。

据说，从此，每年七夕
牛郎就把他们的两个孩子
放在筐中用扁担挑起，上
天与织女团聚。这就是中
国“情人节”的来历。

这里要说明的是，牛
郎织女的故事《诗经》中就
有所反映；上面讲的故事，
是后人加工的。

现在，我们解释这首
诗的部分词语：1.迢（tiáo）
迢：遥远的样子。2.皎皎：明
亮的样子。3.牵牛星：河鼓
三星之一，隔银河和织女
星相对，俗称“牛郎星”，是
天鹰星座的主星，在银河
东。4.河汉女：指织女星。河
汉，即银河。5.擢（zhuó）：
抽，这里是伸出的意思。6.
杼（zhù）：织布机上的梭

子。7.章：指布帛上的纹理，
这里指整幅的布帛。8. 去：
距离。9.盈盈：满溢或充盈
的意思。10.复几许：又能有
多远。11.脉（mò）脉：含情
相视的样子。

试用白话文翻译这首
诗。

那遥远的牵牛星呀，
还有那皎洁的织女星。

织女伸出纤细洁白的
双手，只听得，织布机铮铮
而鸣。

因为想着牛郎，整天
也织不出多少，而泪水如
雨，洒个不停。

他们隔着清清浅浅的
银河呀，相距不远而音信
不通。

他们在盈盈银河的两
边，脉脉含情相望，却无语
无声。

最后，欣赏这首诗。
第一点：用词独具匠

心。
例如开头两句。写牵

牛星用的词是“迢迢”，而
写“河汉女”，即织女星，却
用“皎皎”。有人说，这是互
文：理由是牵牛星也皎皎，
织女星也迢迢。我们觉得
不妥。因为作者用“皎皎”

形容的是“河汉女”呀！形
容女子用“皎皎”，恰好表
现女性之美。这正是作者
的匠心所在。

还有，就一般情况而
言，写了“牵牛星”，对应的
该是“织女星”，可作者却
分明写的是“河汉女”。这
样写的好处有二：一是避
免了单调；二是用了拟人
的修辞手法，把织女星写
活了；同时，为后面写“纤
纤素手”与“弄机杼”事先
做好了铺垫。

又如后面两句“纤纤
擢素手”与“札札弄机杼”
也是经过考虑的。这是对
仗，即用的是对偶的修辞
手法：“纤纤”对“札札”，是
形容词对形容词；“擢”对

“弄”，是动词对动词；而
“素手”对“机杼”，则是名
词对名词。

第二点：作者善于运
用“绿叶衬红花”的写法。

从“纤纤擢素手”到
“泣涕零如雨”，这四句全
是具体写织女星的相思表
现，不曾有一句写牵牛星
的相思情景。很明显，作者
写织女星时，用的笔墨最
多，真是浓墨重彩。打个比

方，这里的织女星好像一
朵红花，而牵牛星却好像
绿叶在她的周围映衬着。
这样写至少有3个好处：一
是省去不少笔墨；二是从
织女星身上可以想到牵牛
星的心情与表现；三是给
读者留下欣赏的空间。开
个玩笑：作者如此写，牵牛
星看了也肯定会拍案叫绝
的。

第三点：运用对比的
写法，显示弦外之音。

“河汉清且浅，相去复
几许！盈盈一水间，脉脉不
得语。”这4句用相距之近
来对比相见之遥遥无期。
你看，银河既清且浅，牵牛
星与织女星相隔并不远，
却只能相视，连句话都说
不上。而“盈盈”之水与“脉
脉”之情这个对比，又会引
起读者的种种思考：是谁
如此残酷，让牵牛星与织
女星遭受如此折磨呢？读
者显然不会真的怪罪什么
王母娘娘，他们会想到人
间的某些高高在上的人
们，是他们剥夺了人们在
爱情以及其他方面的自
由。恐怕这就是这首诗的
弦外之音！ 文/李淑章

《迢迢牵牛星》赏析
◎◎淑章谈古诗词

思露花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