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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鼠丑牛寅虎卯兔……十二生肖中，恰恰是这个最不起
眼、名声最差的鼠兄，赫然名列首位。据说来历是这样的：玉
皇大帝颁布谕旨，命十二生肖赶到天庭报到，先到先得。牛是
最勤奋老实的，不敢怠慢，赶紧出发。不想狡猾的老鼠悄悄跳
上牛背，搭了个免费的顺风车。一到天庭，牛还没来得及签到
呢，那鼠却抢先一步跳了下来，成了最先的报到者。玉帝没
法，只好宣布：鼠，为十二生肖之首。

要说德能勤绩，老鼠这厮，即便排到最尾，恐怕也会引起
不满和抗议。用一千万倍的电子显微镜，都很难在他娃身上
找出先进性，相反，偷吃粮食、传播疾病、放肆繁殖等等恶行，
却比比皆是。“一颗老鼠屎坏了一锅汤”“老鼠过街人人喊打”
以及“鼠肚鸡肠”“鼠目寸光”“鼠目獐头”“鼠窃狗盗”“鼠窜”

“鼠辈”……等等凡沾有“鼠”字的俗语成语，就没他一个字的
好话。就连名戏《十五贯》中，那个杀了肉店老板栽赃熊氏兄
弟的杂皮烂眼儿，其大名就叫“娄阿鼠”，而不叫“娄阿虎”。

鼠之所以不讨人喜欢，最主要的原因，恐怕它是个“假精
灵”——不晓得讨好人类。你看那些猫儿狗儿们，当初野化的
时候，该比你鼠辈厉害多了吧？但一经驯化，就懂得与人相
好，忠实看门啥的，萌萌的乖乖听话。而你这鼠辈，偷吃点东
西倒也不打紧，你娃却不知感恩，一看到人就跑，一点都不巴
结、亲近，更不会摇头摆尾啥的。你说，不修理你才怪？

鼠，这个普普通通的啮齿类动物，就被我们定格成了一个
不齿于人类的完全的反面角色。不管是世俗和大众的民间心
理，还是文艺作品（包括童话）中，他娃的形象总是那么不堪。
上世纪声势浩大的“除四害”运动中，他娃也是名列榜首的。
与他同列的，就是麻雀、臭虫、跳蚤们。看看这个系列这个组
合吧，都不是什么好东西也！

不过万物皆有两面性，你看迪士尼动画片《猫和老鼠》里，
那个老鼠杰瑞，竟然是那么聪明、活泼、敢于担当、充满生气。
在与猫儿汤姆的较量中斗智斗勇，几乎每次都占上风！我们
的传统和固有的认知，就在屏幕前开心的笑声中，被彻底地颠
覆了！汤姆和杰瑞，其实传递了一种很深刻的生存理念，关乎
生命平等，关乎强弱转化，充满了对生命的敬畏。和谐共存。
我们的国产动画片《舒克和贝塔》，这一对鼠兄鼠弟也是有情
有义，让小朋友喜欢得不得了啊。在中国早期的文学作品中，
比如《诗经》，对鼠兄的态度，也还是较为“和谐”的，至少不是
那么嫉恶如仇、杀之而后快的。《硕鼠》曰：“硕鼠硕鼠，无食我
黍……逝将去汝，适彼乐土。”总体上，语气是商量性的，谈判
性的，甚至还有点“惹不起躲得起”的意味。

其实，不管是老鼠还是老虎，或者牛儿兔儿们，都是一种
生命形态，都是大自然的创造。在这条天然的生物链中，它
们环环相扣，不可或缺。而我们有些人的可悲，就是自以为
乃万物之灵，于是居高临下地根据自己的喜好给其他动物
予以主观褒贬。但事实上，这些所谓的罪名，比如“鼠目寸
光”“鼠窃狗盗”……试问哪个不是人类自身的一些缺点，只
不过借用了被我们拉入黑名单的动物之名来予以表达罢
了。正如一句谚语说得好：“乌鸦站在猪身上——光看到别
个黑了。”哈哈！

说鼠
□廖晓伟

区正孝受妹妹所托，在一个
月黑风高的夜晚弄来一台织布
机。从此，游二娘天天晚上既纺
线又织布，忙得不亦乐乎。区正
孝跟地下印染坊交易，把游二娘
的布拿去印染。地下印染坊多在
秦巴的山洞或废弃的矿井里，麻
雀虽小，五脏俱全。

那时的农村人也没有那么多
讲究，多穿蓝布、黑布，讲究的女
性才穿蓝印花布，穿印花布才用
雕版，工序多一些，自然价格就高
一些，还有一些老人小孩直接穿
没有染的原布。

区正孝在产棉区也有几个朋
友，联合起来，提供了一条原料供
应的地下通道。

区正孝把布分成3个等级，由
低到高依次是原布、染布、印花布，
悄悄拿去黑市销售。游二娘心灵
手巧，她织的布在黑市最抢手。

开始游二娘仅仅是想小打小
闹，弄点盐钱，没想到区正孝把这
项事业做得风生水起。游二娘也
不想哥哥吃亏，由开始的帮忙变
成合作，利润分成。区正孝自然
是负责进货、印染、销售。区正孝
心大，又添了两架纺棉车，找游二
娘一个生产队两个信得过的婆娘
一起参战。可惜游大娘啥也不
会，不然何必冒风险找外人？

到了年底，游二娘一家老小
焕然一新。游二娘大方，也给游
老大游老幺一人一套自产的衣
服，怕游大娘“说漏嘴”，还给她一
身印花布衣服，喜得游大娘合不
拢嘴。

有了活钱，游二娘又来了宏伟
计划，打算到明年农闲时再建新
房。还是因为有了活钱，猪儿吃得
饱，年底游二娘杀了一头肥猪。

游二娘不偷不抢发财的消息

不胫而走，大小媒婆蠢蠢欲动，有
给二儿提亲的，有给三儿提亲的，
有给四儿提亲的，甚至还有打探
五儿情况的。游二娘喜不自胜，
游二娘决定 1975 年春节要放鞭
炮，好好热闹热闹。

就在游二娘浮想连番的时
候，区正孝想在过年前再干一票。

区正孝带了两个徒弟，去杨
柳区找买主。两个徒弟背着背
篼，背篼下面放布匹，上面放一些
木匠工具，区正孝打甩手。区正
孝在大石区的 9 个公社及大石镇
的名气很大，路子广，人称板眼
多，但在杨柳区就生疏多了。

区正孝一行三人，走村串户，
名义上是找木匠活，暗地却是销
货。尽管布匹没有国家供销社卖
的细腻，其表面粗糙，但结实，更
适合农民干活，最关键的是便宜，
不要布票。一路走来，布销得很
快，眼看再有一天就可以打道回
府过肥年了，没想到东窗事发。

一位叫苟卫东的回乡知识青
年，在学校当过造反派，现在是杨
柳区青峰公社 4 大队民兵连长。
他琢磨：马上过年了，还出来揽木
工活？就算有，也没有时间做呀？

苟卫东暗地里打探，方知是
私下卖布匹的。他喜上眉梢，立
功的时候到了，弄得好还有可能
去公社社办企业当工人，也算半
个吃国家粮的。

苟卫东带上民兵，搜查出两
丈多布匹充公，搜到的货款几人
悄悄私吞。人赃俱获，区正孝3人
自知罪责难逃，也不敢反抗，束手
就擒，被押回大石镇。大石公社
革委会将区正孝等关起来，安排
武装民兵看守，马上就要召开“抢
水栽秧”动员大会了，正好派上用
场。 （十九）

转让租售 好消息
南外西环路699号（八

字口）黄金地段门市（二
楼）面积323平方米，营业
中，整体优价出售。

电话：180801519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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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上达州免费同步推送
达州日报社“掌上达州”“达州日报网”将同步免费推送，刊登
在便民栏的“信息直通车”里。欢迎扫码下载“掌上达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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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格600元/3周 1000元/6周
大格1000元/3周
@关于我们
咨询电话：0818—2377273
15182829150（微信同号）

咨询电话：2377273（周六休）
15182829150（微信同号）
地址：通川区通川中路255号

（文轩书店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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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类遗失广告
注销清算公告

达州日报刊登

（次日上午九点拿报，可快递）
出生证等个人证件遗失可微信办理

达州瑞翔物流有限公司
承接渣土车挂靠
达州瑞翔物流有限公司，
长年提供大量土石方工
程，现承接渣土车挂靠。
黄先生：18608237999

18682809999
刘先生：13198759988

西外西客站下行
100 米金山南路门市
对 外 出 售 ，门 牌 号
205-231 号 ，门 市 已
对外出租，价格面议。
联系人：王先生
电话：13330833777

门市出售
西外金兰路一知

名火锅店对外转让，
面积 460m2，装修豪
华，现正常营业中，
价 格 面 议 ，非 诚 勿
扰。
联系人：刘先生
电话：15982999990

火锅店转让

二楼急售
达州西外金兰路十字路口
二 楼 商 业 用 房 急 售 ，
630m2，双证齐，出租经营
中，价格面议，非诚勿扰。
闫先生18519777377

西外有一库房及厂房
出租，面积约2000m2,整零
均 可 ，大 型 车 可 自 行 出
入。电话：13568163957

库房出租

西外棕榈岛有一旺铺
整体转让，现火爆经营中，
面积200m2,有意者面谈。
电话：18282969501

特色中餐厅转让

招生招聘
聘 四川心连心物

业南外警苑小区项
目部诚聘保安、保洁员数
名，60岁以下，工资待遇
优厚。18881869936

15181857478

张登诊所
诊疗胃肠疾病，只要是

胃病患者，都可以到店咨
询。地址：通川区荷叶街
372号（天桥下）
电话：18782877619

柑橘中的“维密天使”

特姆林柑橘
选购详询：2676111

更多优惠扫描关注“巴香汇”微信公众号

地址：西外马房坝
（二小区）幼儿园旁

何记（何国建）
老面手工馒头
传统工艺 良心美食

小笼包、大包子
货真价实 天天营业

中心广场地下商场黄
金门市出售，面积 31 平方
米。非诚勿扰。
电话：13108182733

门市出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