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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草丛生，土地贫瘠。如何遏制
地里的杂草生长？有经验的老农告诉
我们，最有效的办法就是种上庄稼。

地里要种庄稼，就得精心翻耕，杂
草的草籽就会被消减；地里有了庄稼，
就得细心呵护，杂草一露头就会被除
掉。待庄稼成为地里的主人，杂草能
够获取的阳光和营养也有限。如此一
来，杂草便不能横生逞威。

人的心灵又何尝不是一片地？如
果把正确的、主流的价值观比作庄稼，
那么错误的、非主流的价值观就是杂
草。在心灵的地里，庄稼不去主导，杂
草就会去主导；庄稼不去扎根，杂草就
会疯长。

哲学家苏格拉底说，一个人为他
物所掌握，像奴隶般地被牵着走。心
灵的杂草野蛮生长，骄傲就会战胜谦

逊，暴躁就会打败冷静，贪婪就会遏抑
节制，虚伪就会压制诚挚，懈怠就会代
替勤勉……人一旦被这些负面的、消
极的“杂草”主宰，其言将离弦走板、其
行将恣意妄为，成为一个让自己都感
到十分陌生的人。

与“给点阳光就灿烂”的杂草相比，
庄稼的萌发生长、开花结果对环境的要
求更高，对条件的需求更多。让健康向
上的主流价值观在心中扎根，需要具备

“久久为功”的韧劲、“检身若不及”的清
醒、“吾日三省吾身”的坚持。倘若一篙
松劲、稍不留神，歪思邪念就会像杂草
一样悄然滋生、迅速蔓延。

《居官日省录》中记载，徐文靖用
两个瓶子分别装黄豆和黑豆。每举一
善念、道一善言、行一善事，就往瓶中
投一粒黄豆，反之则以黑豆投入另一

瓶中。每过一段时间，他就将瓶中豆
子倒出来，深刻检查和反省自己。渐
渐地，黄豆多了，黑豆少了。正是坚持
不懈地“查豆”，他去除了心中杂草，并
且“终身如是，虽贵不辍”。

修身修心是每个人毕生的课业，
共产党人尤需如此。党员干部的心系
着坚持真理、系着服务群众、系着规范
用权，一旦杂草蔓延，忠诚品质就难以
纯粹、干净作风就难以坚守、担当精神
就难以持久。“风成于上，俗化于下”，
把心田当作“示范田”，将马克思主义
信仰、共产主义信念的秧苗培植好，才
能操守坚定、邪不加身，产生强大的凝
聚力感召力。

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在心
田里种庄稼、除杂草，用功多者所得必
多，用力勤者收效必巨，党的老一辈革

命家和优秀典型为我们立起了标杆、
作出了示范。周恩来长征途中不忘参
加党小组生活，朱德主动要求并认真
完成所在党小组分配的任务。焦裕禄
同志去世后，人们在他的枕下发现了
两本书：一本是《毛泽东选集》，一本是

《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时刻不放松对
自己的要求，加强自我修炼、自我约
束、自我塑造，使他们保持了党性坚
强、信念坚定、意志坚固。

相比过去，如今思想杂草滋生的种
类更多、危害更大。根本固者，华实必
茂；源流深者，光澜必章。只要党员干
部坚持用党的理论武装头脑、用党章党
规引领思想，就能在成功和顺境时不骄
傲不急躁，在困难和逆境时不消沉不动
摇，以“金刚不坏之身”迎接各种考验、
赢得各种挑战。 据《人民日报》

种上庄稼最能除杂草

狸猫换太子的故事，元代有杂剧
《金水桥陈琳抱妆盒》，清代有小说
《七侠五义》，现今有三十集电视连续
剧《狸猫换太子传奇》，加上历代传说
绵延不绝，故而家喻户晓，妇孺皆知。

故事说的是，宋真宗第一个皇后
病逝，刘妃和李妃几乎同时怀孕，为
争当皇后，刘妃与太监郭槐合谋，在
李妃分娩时，将一剥皮狸猫换走了刚
出世的孩子，并教唆宫女勒死孩子。
宫女不忍，将孩子交付太监陈琳，送
给八贤王抚养。宋真宗因李妃生下
妖物，把她打入冷宫。刘妃生下儿子
后，梦想成真，当上了皇后。然而，刘
皇后的儿子后来不幸夭折，宋真宗遂
将八贤王之子，即被换走的孩子收为
养子，并立为太子。太子渐长，有一
次竟意外与李妃相见，使刘皇后惊恐
万状，她向宋真宗进谗言，迫使宋真
宗将李妃赐死。太监们又设法救出
李妃，送往陈州，恰与在此放粮的包
拯巧遇。包拯获知实情后，经过一系
列的侦察和审讯，终于破获了这一惊
天大案，故事最后以刘皇后自缢、李
妃与已经登上皇位的宋仁宗母子大
团圆为结局。

案件不是包拯所审

故事很精彩，然与史实出入较
多，有许多想象和拼凑的成分。最为
可笑的是，与史料稍稍对照一下就能
发现，案件审理之时，即历史上刘后
过世、宋仁宗亲政的明道二年（1033
年），包拯刚中进士不久，而且因为父
母年高，朝廷任命他为大理评事、建
昌（今江西永修）知县的职务，他都辞

不赴任，一直在家侍奉双亲。直到景
祐三年（1036 年），包拯才出来做官，
担任天长（今安徽天长市）知县这样
一个小官，根本没有机会和能力去审
理这样一个大案。不过故事与历史
的巧合是，宋仁宗的确不是刘后所
生，他的母亲也的确姓李。

宋真宗原配郭皇后去世后，安排
自己最宠爱的刘妃当皇后。宋真宗
与刘皇后未生子，也无其他子嗣，在
刘皇后的周旋下，宋真宗与一李姓侍
女生下一子，由刘皇后恭亲抚养，拉
扯成人，这就是后来的宋仁宗。宋真
宗临终前传位给十三岁的宋仁宗，因
为皇帝年少，故遗诏封刘皇后为皇太
后，“军国重事，权取处分”。从此，刘
太后垂帘听政，时间长达十一年，临
终前还政于宋仁宗。

刘后并非阴险毒辣

历史上的刘后并非阴险毒辣之
人，反而仁慈善良，顾全大局，颇能善
待宋仁宗生母李氏，把她由侍女晋升
为宸妃，死后按皇后规格厚葬。待宋
仁宗如同己出，尤其注重对他的教
育，忙于政务的同时，请来天下名儒
为他讲习经史，培养他的学养和德
操。宋仁宗对刘太后也十分孝顺，刘
太后病重，他大赦天下，为她祈福。
刘太后生日，他越制率百官给她拜
寿，做到了一个儿子对母亲孝顺的极
致，可谓母慈子孝。

明道二年（1033年），65岁的刘太
后因病去世，宋仁宗顺利接班，从此
亲政。

据光明网

夏天酷热难耐，又热又渴时，可
能很多的人会倾向于喝一些冰水，去
痛快一下，但是却感觉到更渴了，这
是怎么回事呢？

其实不少年轻人口渴爱喝冰水，
认为解暑止渴，但其实是越喝越渴！
因为冰水解渴只是心理作用，身体为
了维持一定温度，会释放更多热能来
平衡因喝冰水降低的体温。

为什么喝热水更解渴

但你又说了，为什么人喝了热水
之后更加舒服呢？从分子结构来看，
水在煮沸以后，其密度、黏度、导电性、
化学活动性、比热等特性都有所改
变。本身并不牢固的分子结构瓦解为
单分子，而单分子的运动，即所谓布朗
运动，比分子结合体的运动更快。因
此，热水在进入人体后可以迅速被吸
收，迅速渗入细胞，使因不断出汗而缺
水的机体能更及时地得到水分的补
充，并可以更积极地促进细胞的物理
化学活动，加快机体的新陈代谢。

可是喝凉水后暂时温度是降下来
了，但是由于机体因为体温的降低，会

加速血液循环来升温，最终的结果是
凉水喝的越多，体温反而越容易升
高。而喝热水，提高体温，排泄汗液，
直接通过汗液分挥发驱走热气。

准确说是喝温水更好

1、温水暖肠胃，冷水比较刺激，
对有肠胃问题的人不好。但水太热
了也不好，经常吃太热食物的人易得
食道癌的。

2、喝温水有利于血液循环，特别
是夏天，运动后出了一身汗，千万不
要喝太多冷水。

3、温水的营养价值最高。不要
小看，水也是有营养的哦。在温水
中，含氧量最高，对人体最有利！

据生活百科网

我养过两只狗。
一只是朋友送的黑背德牧，系出

名门，血统高贵，仪表不凡。品种的
因袭分量和朋友的一片情谊，使我不
敢轻忽怠慢，顿顿都以上好的骨肉款
待，有时还喂羊汤、牛奶。

如此悉心维护，犹恐失其身份、
屈其美好。日宠夜呵下来，渐渐的，
它除了精肉细骨一概不食，包括龙骨
和猪皮。

到后来，甚至连超市买来的高价
狗粮它都懒得睇一眼，给我感觉，它
一时自珍为娇生惯养的千金，一时像
足了崖岸自高的贵胄，一时摆弄成满
腔愁郁的怨妇。

以至于无论怎么着紧它，我都分
明能从它慵懒冷漠的眼神里，看到它
深彻的不满和沉沉的怨气。

另外一只是自发跟我回家的流
浪土狗。

那时我在部队，家里不开伙，吃
食堂。条件差，只能粗生陋养，想起
了给他从食堂带点剩菜剩饭，想不起
就任他自生自灭。

日子长了，我发现，我慢待的其
实不是贱种卑物，不是杂草闲花，而
是“朋友”。

这位朋友，需要的仅仅是一碗粗
粝的糙米饭，掺上一点点碎菜和残
汤，若哪天加上一段排骨或一只鱼
头，就能叫它乐得心头开花，尾巴都
能笑出声。

它皮肤有病，生相丑陋，我平常
懒得理它，可它从不计较，一看到我，
总是神采奕奕，欢欢喜喜围着我转；
一见我要走，总是恋恋不舍，送我一
程又一程。

两只狗，前者是官家小姐多怨
怼，身在福中不知福；后者是残羹冷
炙漫销魂，知音见采唱阳春。

说白了，其中的道理很简单：粗
茶淡饭出滋味，穷奢极欲总空虚。

联想到自己，外人看来可能觉得
我名利双收，风光无限，其实在这个
光鲜形象之后，我却时常感到乏力沮
丧。

因为这时代与我的愿望是有距
离的，物质过分泛滥臃肿，过分强大，
情感过于复杂纠结，过于虚假。

真相在习惯性被歪曲、掩盖，公理
和常识在逃之夭夭，恍然间一切都像
被物质这团势不可当的大雪球滚了进
去，裹成良莠间杂的一大团脏。

而这样的脏雪球，在这个季节
里，满山遍野都是，动辄就能引发几
场极具摧毁力的大雪崩。

我时常想，我们至深的需要其实
很简单，冬天有阳光，夏日有轻风，粗
茶淡饭，容膝小斋。

但总有人，太多的人，带动更多
的人，喜欢把生活搞得花团锦簇，冬
日渴望骄阳似火，夏天奢求西伯利亚
的寒风，渴了要琼浆玉液，饿了要珍
馐百种，而且想到做到，决不姑息迁
就。

人们学会了极端地展览生存，极
端地催肥生活，极端地优待皮囊。

殊不知，这是极端地遗忘了幸福
之根不系于身体，而是系于身体里的
一个特殊器官，一个独立于消化系
统、呼吸系统、内分泌系统和感官系
统之外的部件——灵魂。

它是如此一尘不染，可又是如此
易惹尘埃。于是常常出现这种可笑
的现象：—边是极端地享受，—边是
极端地痛苦。

我的德牧就是这样，在高规格
的款待中学会了痛苦，而那只丑陋
土狗在剩饭剩菜里尝到了甜蜜，尝
到了主人的温情和爱，并感念在心，

知恩图报。
人自然是比狗高等，我们读书，

我们思考，我们感悟，但我们有些感
悟却并不如一只狗的情感自觉。

其实，很多感悟并不需要我们主
动去感去悟，而只要照搬套用即可，
比如如何获得幸福的问题，先哲早给
我们立下公式，留下警言。

有个说法，叫“过犹不及”，也有
个成语，叫“欲壑难填”。

确实，欲望是个永远无法满足的
东西，如多米诺骨牌，动一牵百，一生
二，二生三，有始无终。

可静下来想，你不难发现，很多
欲望是无用的，只会让自己的生活变
得复杂、脆弱，复杂的叫你惘然，脆弱
的叫你惶然。

当代人精于图谋，却疏于思考，
很多问题我们是不问的，因为生活节
奏太快，没时间去问。

我们总是在不停地往前冲，以为
前面有很多好东西在等着我们，其实
很多好东西是在我们身后：家在我们
身后，老朋友在我们身后，美好单纯
的友情在我们身后。

印度有句谚语说的好：请慢点
走，等一等身后的灵魂。

所以，我总告诫自己，要经常停
下来，想一想灵魂在哪里，可别把它
丢了。

灵魂丢了，空了，我们能拿消化
系统去感受温暖，能拿神经系统去感
受幸福吗？

据“中国共产党”微信公众号

1.曹植七步成诗，嘲讽骨肉相残

曹植少年时就很聪明，能出口成章，
下笔千言，深受他父亲魏王曹操的宠爱。

曹操多次想立他为太子，继承王位，
后来，听信谗言，让曹丕当了自己的继承
人。

曹丕当了皇帝以后，怕曹植日后势
力壮大，威胁自己的宝座，便派人把曹植
抓到洛阳来，想找个借口杀掉，以除后
患。

见面后，曹丕限曹植七步之内，吟诗
一首，以“兄弟”为题，诗中不许出现“兄
弟”二字，但又要表现出“兄弟”关系，如
能做到，可免一死，否则决不宽恕。

曹植听了非常痛心，刚走七步，诗已
做成：

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
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曹植的这首诗，用萁豆相煎来比喻

骨肉相残，讽刺曹丕对他的迫害。比喻
形象贴切，含义深刻感人，千古流传。

2.史青叫板曹植，五步成诗

七步诗广泛流传，世人称道。到了
唐代，有位青年不服气了。

这位青年名叫史青，据《全唐诗》载：
“史青，零陵人，聪敏强记。”

唐玄宗李隆基开元初年，史青上书
皇帝李隆基称自己做诗更厉害，他说：

“子建 (曹植)七步，臣五步之内可塞明
诏。”

李隆基见后，十分惊奇，当即下旨相
召，以验其实。在金殿之上，李隆基以

“除夕”为题，命史青做诗。史青未出五
步，即吟诗云：

今岁今宵尽，明年明日催。
寒随一夜去，春逐五更来。
气色空中改，容颜暗里摧。
风光人不觉，已入后园梅。

诗人在诗中形象地阐明了时光如
流、时不我待的紧迫感，使人顿生珍惜时
间、活在当下之感慨。

皇帝和满朝文武大臣听罢，大为惊
讶，爱才的李隆基当即授史青以左监内
吏之职。

3.书法家信手拈来三步诗

据《旧唐书》记载，某日，大书法家
柳公权陪文宗在未央宫里闲聊，恰逢皇
帝刚把一批御寒棉衣送给了边关将士，
文宗便要柳公权做首诗歌颂一下这项
政绩。

柳公权三步之内竟口占一首五言绝
句，诗云：

去岁虽无战，今年未得归。
皇恩何以报，春日得春衣。

全诗条理清晰，音韵酣浓。文宗听
罢，大为惊讶，想不到身边这位大书法

家，居然还是位诗坛奇才!

4.名相七岁三步做诗

宋朝名相寇准 19岁时进士及第，后
官至宰相。名相寇准同时也是一位诗坛
奇才，从小就有“神童”的美誉。

史料记载，寇准七岁时，一天，父母
在家中摆宴，宾朋满座。酒至三巡，有
人向主人提议：“闻令郎善诗，请即席吟
一首。”

寇准请客人出题。因此地离华山不
远，客人即以“华山”为题，让小寇准吟
诗。小寇准三步未出，一首绝句已脱口
而成：

只有天在上，更无山与齐。
举头红日近，回首白云低。

全诗仅仅20个字，便将华山之险雄、
峭拔之形象道出，让在场的人惊叹不已。

据“古文观止”微信公众号

史上最著名的四首速成诗，令人叹为观止！

幸福就在我们身后

史海拾贝

“狸猫换太子”历史真相：

案件并非包拯所审

夏天为什么喝热水比喝凉水更解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