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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行 者者 无无 疆疆

瞬间心情名家走笔

澳门邮政局2007年6月1日发行《成
语故事》邮票，一套4枚，其中小型张为“车
水马龙”。

“车水马龙”这则成语故事出自《后汉
书·明德马皇后纪》。“车水马龙”，即说你家
中红火，来的客人多，且都身份高贵。反义
词则是“门前冷落车马稀”。

明德马皇后，扶风茂陵（今陕西兴平东
南）人，伏波将军马援的小女儿。马氏品行
高尚，仁爱善谏，一生以俭朴自奉，不信巫
祝，侍人和善，约束外家著称，死后谥号明
德，为后汉一代贤后。

她被选入太子宫时只有13岁。公元
57年（中元二年），先武帝病逝，太子刘庄
即位，谓汉明帝。马氏即被封为贵人，三年
后被立为皇后。马氏无子，她代养的儿子
刘炟，天性孝顺淳厚，感恩的本性出于自
然，所以母慈子爱。公元75年（永平十八
年），汉明帝去世，汉章帝刘炟即位，尊马皇
后为皇太后。

西晋傅玄，北地郡泥阳县（今陕西铜川
耀州区）人，评价她：“明德马后，执贞履
素。光崇六行，动遵礼度。作后作母，帝谘
厥谋，国赖内训，家应显祚。”范晔《后汉书》
说她：“坤惟厚载，祁祁皇孋，言观贞淑。媚
兹良哲，承我天禄。班政兰闺，宣礼椒屋。”
明末清初思想家王夫之说她：“称母后之
贤，至明德马后而古今无毕词。”

“车水马龙”引出的故事是：公元76
年，汉章帝想给几个舅舅封爵，太后不允
许。恰好第二年夏天，大旱成灾，议事之人
认为是没有封外戚的缘故，为此上奏，认为
应该依从以前的典章制度。太后下诏说：

“所有议论事情的人都是想要献媚讨好我
来求得好处而已。昔日汉成帝时曾给王太
后的五个弟弟同一天封侯，那时黄雾弥漫，

并没有听说有时雨的瑞应。另外田蚡、窦
婴这些外戚，倚仗着尊宠和高贵，恣意横
行，遭受倾败覆灭之祸，这已经是为世人广
为传说的。所以明帝在世时就对外戚的事
情小心提防，不让他们占据重要的地位。
在给自己的儿子封国时，只让他们拥有楚、
淮阳等封国的一半大小，常常说：‘我的儿
子不应当和先帝的儿子一样’。现在有关
官员为什么想要拿现在的外戚比先帝的外
戚呢！我是天下之母，但身着粗帛，吃饭不
求甘美，身边的侍从人员也穿着普通布帛
的衣服，没有香囊之类的饰物，这是想以自
己的行动来给下面的人做表率。本以为外
戚们看到此种情况，应当忧心自诫，可他们
只是笑着说太后一向喜好俭朴。以前在过
濯龙园时，看到来问候起居的外戚们，携带
的仆从众多，可说是车如流水，马如游龙，
奴仆穿着绿色臂衣，衣领衣袖色泽正白，回
头看看给我赶车的御者，比他们差远了。
故意不对他们表示谴责愤怒，只是断绝他
们一年的费用而已，希望以此默默地让他
们内心感到惭愧，而他们却还是松懈懒惰，
没有忧国忘家的想法。了解大臣没有谁能
比得上君主，何况是亲属呢？我怎么可以
上负先帝的意旨，下损我马氏祖先的德行，
而重蹈西京败亡之祸呀！”坚决不允许给外
戚封爵。

汉章帝看到太后的诏书悲伤感叹，又
重新请求说：“汉朝兴起之时，舅氏亲族封
侯，犹如皇子封王一样。太后诚心保持谦
虚，怎能让儿臣偏偏不对三位舅舅加以恩
赏呢？况且担任卫尉的舅父年纪已大，另
两位担任校尉的舅舅也是身患重病，如果
出现不可讳言的情况，将使臣长怀刻骨铭
心的遗憾。应趁着他们都健在的好时机给
予封赏，而不可拖延。”

太后回答说：“我反复考虑过此事，想
使之两全其美。难道只是想要获得谦让之
名声，而使皇帝受到不对外戚施恩封爵的
嫌疑吗！昔日窦太后想要封王皇后的哥哥
王信为侯，丞相条侯（周亚夫）说受汉高祖
之约规定，没有军功的，不是刘氏家族不能
封侯。今天我马氏家族对国家没有功劳，
怎么能与阴氏、郭氏这些中兴之时的皇后
等同呢？常常看到富贵的人家，官禄爵位
重叠，犹如再度结实的树，它的根必受损
伤。况且人们之所以愿意封侯的原因，无
非是想上奉祖宗祭祀，下求温饱罢了。现
在外戚家祭祀所用的是接受四方贡献的珍
品，衣食则承蒙有皇家府藏的余资，这难道
还不够，而必须要得到一县之封吗？我考
虑这件事已经是深思熟虑，不要再有怀
疑。所谓至孝的品行，应以安慰双亲为上。
现在国家多次遭受变异之灾，粮价上涨数
倍，使人昼夜忧虑惶恐，坐卧不安，而要先去
营谋给外戚封侯，违背了慈母的拳拳之心
呀！我一向刚直性急，有胸中之气，不可不
顺。若是阴阳之气调和，边境清静无争，然
后再行皇帝的志向。我将口含饴糖，逗弄小
孙子，安度晚年，不能再关心国政了。”

这一段记载中除过“车水马龙”，而“含
饴弄孙”也被后世传为成语故事，饴：麦芽
糖。含着糖逗小孙子玩。形容晚年生活的
乐趣。而她的兄弟国舅爷马廖等人不得已，
在接受了封爵后又辞退爵位回家了。可见
明德马皇后为政清明，对自己亲戚之严厉。

王夫之也有：“读其诏，若将使人涕
下……允矣其为‘哲妇’矣”的感慨。

东汉明德马皇后还被称为中国第一位
女史家。她为东汉皇帝显宗所编撰的《显
宗起居注》是历史上最早的专门记录皇帝
日常言行的著作，也为后世开创了“起居

注”这一史书体例。这比班昭补写《汉书》
还早了二十多年。

最后，需要说的就是明德皇后的父亲
马援。马援不仅是一代名将，更是一位传
奇式的人物。马援有许多经典名句流传后
世，如：丈夫为志，穷当益坚，老当益壮。男
儿要当死于边野，以马革裹尸还葬耳。都
是他激励自己的话。这些话也被后人奉为
成语典故，例如：“马革裹尸”“穷当益坚，
老当益壮”，其他的还有：“开诚相见”“不
修边幅”“不分轩轾”等。而他的《诫子侄
书》更是为人处世的宝典，其中的“刻鹄不
成尚类鹜者也”“画虎不成反类狗者也”，
也被精炼为成语“画虎类犬”“刻鹄类鹜”。

自古陕西扶风以班马世家而名世。班
即修《汉书》的班彪、班固、班昭父子两代，
还有“投笔从戎”立功西域封侯的班超。马
就是马援、明德马皇后，以及东汉时期著名
经学家马融、东汉末太傅马日磾、三国名将
马超等。诗仙李白有诗赞曰：“ 扶风豪士
天下奇，意气相倾山可移。”

提起封建时代的后妃，我对她们一直
没有什么好印象。什么吕后、武则天、慈
禧，以及妲己、赵飞燕、杨玉环。或阴险毒
辣，淫乱后宫，或营私结党，扰乱朝纲，或贪
脏枉法，祸国殃民。然而，从成语故事“车
水马龙”中认识了明德马皇后，才发现后妃
中也有贤慧有德，深明大义的人物。

她当皇后时常身穿粗帛，衣裙都不加
边，创下了皇后着布衣的范例；她当太后时
遵循“警戒贪得”的古训，不肯滥封亲戚，一
下打破了官场规距的“一人得道，鸡犬升
天”，在今天仍具积极的社会意义。《续列女
传》称赞她：“在家则可为众女师范，在国则
可为母后表仪。”堪称封建社会少有的贤德
帝后。

我第一次在《陕西交通报》（以下简称
《陕交报》）发表文章是在2009年，那一年
我刚进入办公室工作不久，负责政务信息
发布工作，恰逢收费车道推行服务质量电
子评价系统，我就报着试一试的心态给
《陕交报》投了稿，没想到被采用了。自
此，我与《陕交报》就结下了不解之缘。

刚开始，因为工作经验不足，我所在单
位的上稿率并不高，一年大概能有4篇左右
被《陕交报》采用。为了能够增加上稿率，我
认真研究每个版面的征稿方向，学习稿件
写法，不断调整写作思路，丰富信息素材，
组织采编信息，经过不懈的努力，单位年
上稿量可以稳定保持在十几篇左右，最高
的时候一年能有23篇稿件被采用。每当
有一篇信息被编辑采用，我就感到自己的
工作得到了一份肯定。《陕交报》的这份支
持和鼓励陪伴我度过了许多个苦敲键盘、
闷头写稿、约稿编审的日子。凭借信息工
作取得的成绩，我荣获了省交通运输厅

“优秀信息员”称号，而我在《陕交报》发表
的《浅议如何加强基层思想政治工作》，也帮
助我顺利通过了政工师的申报。

这些年，我还有幸在单位组织的信息
员培训中，参与过《陕交报》编辑的多次授
课，我写的文章也有幸得到过点评。在摄
影知识培训中，郭少言编辑提到的“摄影
是做减法”的理论，让我深受启发。可以
说《陕交报》像一位良师，它拓展了我的思
路，让我不拘泥于自己的一亩三分地，能
够看到行业的巨大变迁和兄弟单位的先
进经验。它督促着我看到差距、不断进
步，不忘初心、坚持写作，努力提高自己，
向更好的方向迈进。

2012年，我关注到《陕交报》月末版的
征稿启事，于是，我又多了一位生活中的
挚友。由于月末版每月的主题不同，就让
人在等待的时候多了份期待，不知道这个
月的选题是否是自己接触过的领域，是否
是自己喜欢的话题，是否有自己能下笔一

书的机会。这种感觉有点类似于拆盲盒，
跃跃欲试又心怀忐忑。这些年，从游记、
诗文到摄影作品，我记录生活点滴的文章
先后有十余篇被月末版采用。每当看到
自己写的文字被印成了铅字，就有种油然
而生的满足感和成就感。

2019年9月，我以书写姥爷生平的文
章向月末版投稿，期间郭编辑积极与我沟
通照片的事宜，十分负责。后来这篇名为
《一位老干部的平凡人生》的文章被月末
版采用，刊发之后，我的妹妹读给眼睛已
经看不清的姥爷听，老人家十分感动。
2020年8月，姥爷弥留之际，还拉着我的
手对我说，我写的那篇文章让他心里十分
高兴，他说这话的时候，虽十分虚弱却心
情愉悦。此后不久，姥爷就撒手人寰，永
远地离开了我们。我在悲痛的同时，也心
怀庆幸与感激，感谢《陕交报》能让老人家
还在世的时候听到后辈对他一生的尊重
和敬爱，得到许多慰藉。

除了自己向月末版投稿，我还积极发
动身边爱看电影、醉心写作、喜爱汉服及
对中草药有研究的同事投稿，这些稿件均
被采用。年深日久，《陕交报》月末版已经
成为了我的一位老朋友，它会认真倾听我
们这些普通员工的生活琐记和点滴感悟，
包容着各种不那么完美的表达方式，为我
们搭建一个抒发情感的港湾。在这里，我
们可以卸下疲惫，谈谈工作以外自己感兴
趣的话题，讲讲自己心中的诗与远方。

我个人非常喜欢袁枚的一句诗“苔花
如米小，也学牡丹开”。感谢《陕西交通
报》，给了我这朵小小苔花能够开放的平
台，感谢十余年来给予的肯定与鼓励，感
谢你让我还能静下心来看报写作，在这个
新媒体快速发展时代感受到传统媒体的
质感与魅力。最后，祝愿而立之年的《陕
西交通报》越办越好，咱们不见不散。

（作者供职于陕西交控西镇分公司长
安管理所）

一转眼就飘过了杏桃苹
果花吐露芬芳的时节。过了
谷雨，便就入了夏，颇知冷暖
的风儿，显得有些寂寞并躁
动不安起来，一如这个时节
的人们。

自然和人生是相似的，变
化无常却又总想趋于安宁，就
像我们最终回归于精神的富
足和洁净。这是一种来自有
限生命的企盼，是一种看惯风
月的心灵归隐，是一种悲情之
中跃动的壮烈和感动。

看着远处的麦田和山林
葱郁的蔓延，这何曾不是一种
让生命永远年轻的顿悟。夏
至一过，白天开始变长，燥热
的空气弥漫着整个天空，鸟儿
的鸣叫都显得的有些紧促，大
街小巷穿行着身材曼妙着五
颜六色的时装美女，那份自信
是来自心底的气韵。

我喜欢看她们行走的风
景，尤其是中午时分，选一个
临窗的咖啡店，带上耳机，手
捧一本书，一坐可以半天，摘
一朵蔷薇花朵夹在书层中，
散发着淡淡的清香，以前我最喜欢看《读者》，现在我倒
特别喜爱看古典文学，一本宋词天天读，包里随时放
着，头上有软软的吊兰排荡开来，就像一个个精灵，时
而和我对语，这个时候如果能下一场雨就最好了，隔着
玻璃看外面的世界，这便是最美好的时光了。

在和一个文友的交流中，我们谈及现实和理想这个
老话题。我以为，现实只是自己生存和养家糊口的一种
途径和手段，绝不是生活的全部。人还应该有点心灵和
精神的东西才算完整。精神的价值和生存的价值同样重
要。物质的人，最终还是要回到精神这个层面，这就是我
们不会满足于现状，同时又有所祈盼的原因。多年来的
习惯，已经让我渐渐熟悉于在现实和精神之间的转换，而
尽量互不干扰。就像佛家一样，这是一种修炼、培养的结
果。这也说明我本身就是矛盾的一员。

在这世上，我们有所得，有所失，所有取，所有舍，全
是个人的性情使然，没有谁对谁错。只是在得失取舍之
间，大家彼此失散了而已。展望和回首在平静的日子里
沉淀，原来我们对生活没有更多的奢求。年龄可以改变
人的一切。年轻时为了平息对生活的盲目乐观，为了掩
饰力不从心的轻狂，担心前面道路的崎岖和黑暗，总把矫
情的“淡泊”，当作自己伪装成熟的面具。

而要真正懂得并领会淡泊，却需要一个有条件的过
程。要历经繁华落寞，要饱尝得失变故且能洞察人情世
故，到了最后还要有放得下欲望，并找回人生真相的坚
定。直到上升到“天薄我以福，吾厚吾德以培之；天劳吾
以形，吾逸吾心以养之；天扼吾以遇，吾行吾道以通之”之
境界，才是真正的淡泊。所以真正的淡泊是怀有高远志
趣的一种选择，它更多的是追求一种人生意义层面的精
神需要和满足。也只有肉体和精神都趋向于平静祥和，
我们才开始学会思考并感悟人生。于这夏天，将心思填
满，再将心思全部融与夏风中飞扬，人生便从容静好。

夏天的晚风略带一丝凉意，很是惬意地吹拂着脸颊，
似乎有蝉声从这棵树到那棵树，由远而近又由近而远地
穿梭，不禁有所悟得：这绝妙的佳音，怕是人类的乐器绝
难弹奏的吧，唯有蝉儿自己，于苍苍茫茫处，寄意萧音。
那扇动的翅儿足够灵捷，十几声歌毕，便携翅而去，又往
近处高梢重启旧鸣，如此反复，不厌其烦，便是小动物们
的欢快夏天吧。河堤两旁散步和锻炼的人们悠闲的品味
着时光的馈赠，旁边小广场传来节奏感强烈的广场舞音
乐，于是沿着河边的小路且喜且行，随手即可摘下几朵娇
小的野花，偶尔还可以看见几只小蝴蝶，蜻蜓对对叠飞，
孩子们却总想破坏它们的好梦。蒲公英将河堤打扮的像
个童话世界，忍不住折一朵吮吸，散落开的都是夏天微甜
的味道。累了，便在一亭台歇息，此时有粉色的花瓣不知
从哪里飘落在身，留在布衣上。

夏天总是以花的形式，一大朵一大朵开遍山野，绯红
而轻柔，像情人的低语，让人的呼吸变重。人们都喜欢夏
天山野的烂漫，喜欢夏天田间的葱茏，喜欢夏天树下的低
吟，更喜欢夏天黄昏的山间，就像突然爱上舒婷的诗歌，
《会唱歌的鸢尾花》正叮咚地开在渐渐浓郁的暮色。

这个夏天，让我们将心栖息在时光的缝隙里，看花开
草肥，看风吹雨落、看蝶舞、听鸟鸣，把旋在心中的梦帘拉
开，任风和雨的味道浸入，在诗意的脉络里交织成最美的
乐章。或许，这就是心灵的向往。或许，这就是灵魂的归
宿。或许，这就是夏天本应该有的味道。如此，尚好。

（作者供职于彬州管理段）

扶风有个马皇后
—— 从成语故事“车水马龙”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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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陕交报》有个约会
○冯 瑶

○朱文杰

摄影 / 张纪平

（作者供职于汉中市公路局）
江 畔 晚 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