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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大規模的撲滅行動，大多數都

能壽終正寢，這是其他動物可望

而不可及的。

在俄國的雅庫特地區，有一

種不怕寒冷的野鼠，在零下 7度

的嚴寒氣候下，連鋼鐵都會變得

像冰一樣脆弱，可是這種野鼠卻

能安然度過；在美國有一種不怕

摔的老鼠，即使從最高的摩天大

樓頂端往下摔，牠也能安然無恙；

牠雖然不是水生動物，卻可以一

口氣在水底潛游好幾十米，在水

上連續踩水 3天而不會被淹死。

「鼠」字的演變和由來

「鼠」字在甲骨文裡相當傳

神，嘴尖尖的、頭低低的，正在偷

吃東西，一副賊頭賊腦的樣子。到

了金文，頭變得很大，是為了強調

四顆外露的大門牙，這四顆大門牙

長個不停，所以老鼠不管能吃或不

文 |美慧

2020年為農曆庚子年，
生肖為鼠，因此，「鼠」

成為了大家關注的熱門

話題。鼠在現代人心目

中，是一種膽小怕事、

氣量窄小的代名詞。但

是您知道嗎？看似不起

眼的老鼠，也有其與眾

不同的特質！

老鼠除了具有聰明伶俐、生

命力強的優點之外，還是多子多

福的象徵，所以祝福各位讀者，

在鼠年裡，有「鼠」不盡的歡

樂、「鼠」不盡的幸福！

人丁興旺的象徵

老鼠是齧齒動物，遍布於

世界各個角落，體形有大有小，

牠雖然不是人類豢養的動物，但

牠始終與人類住在同一個屋簷底

下，關係密切。

老鼠的繁殖力很強，通常母

鼠受孕後，妊娠 3週即可生育，

一胎一般 5∼ 10隻，最多可達

24隻。而母鼠分娩當天就可再次

受孕，幼鼠經過 30至 40天發育

成熟，又加入繁衍後代的行列，

如此循環往復，一隻母鼠一年可

繁殖 5000多個子女。

古人祈求生命繁衍、子孫興

旺，因此，老鼠這種快而多的生

育能力，令渴望多子多孫的人家

羡慕嚮往，也因此產生出敬奉子

鼠的生育觀，奉鼠為多子多福的

「子神」。

聰明靈巧的代名詞

在中國，老鼠還有許多稱

呼，除耗子外，還有子神、財

神、夜磨子、家鹿、耗蟲、李太

夫等別稱。牠身體靈巧，奔跑如

飛，跳躍似蛙，而且攀梁爬柱、

穿牆越壁、鑽窟打洞，無所不能。

人們也常用「比老鼠還精」

來形容人的精明機靈，鼠的機靈

成為一種類比的標準，可見老鼠

的機靈已到了相當高的程度。

擁有頑強的生命力

老鼠是一個生命力十分頑強

的動物。牠的存活率高、壽命

長，除非遇到天敵貓的襲擊或人

文︱梅媛

能吃的，牠都很愛咬。

小篆的「鼠」字大致保留了

金文的造型，但已趨向符號線條

化。隸書的「鼠」字則是在小篆

的基礎上演變來的，鼠頭變成方

形，鼠腳和鼠尾還有點象形，但

鼠的形象已不明顯了。楷書的

「鼠」字吸收了隸書「鼠」字的特

點，線條變得更直，也就是我們

今天所使用的「鼠」字。

鼠是怎麼登上 
十二生肖之首寶座的？

提起老鼠最值得炫耀的地方，

應該是牠處於十二生肖之首吧！至

於說鼠何以居此顯要地位，得從下

面這兩則民間傳說談起。

在眾多有關十二生肖的民間

故事傳說中，鼠占首位的傳說十

分有趣。這些傳說或與鼠、貓結

仇相關；或與「鼠借牛力」，爭

過年是中華民族一年中最隆

重的一個傳統節日，過年期間貼

春聯更是華人必不可少的一種習

俗。每逢中國新年，地無論東西

南北，人不分貧窮富貴，幾乎家

家戶戶都會貼上春聯。

小小的一副春聯，看似平

凡，卻承載了華夏文明，既烘托

出喜慶的節日氣氛，也展現出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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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第一有關。在這些傳說中，老

鼠皆以不甚光彩的手段達到了目

的，然而，也有一些傳說，是老

鼠憑著自家實力，爭得了生肖第

一的位置。

如在納西族（主要分布於雲

南、四川、西藏鄰接處）、柯爾

克孜族（主要分布於新疆西部）

以及藏族的傳說中，老鼠在一次

泅水比賽中，因獲得了冠軍而居

生肖之首；在福建晉江的民間故

事中，老鼠幫助唐僧在如來佛的

書庫中找到「甲子經」，並偷了

出來，因而唐僧以生肖之首作為

回報。

鼠咬天開

還有些「鼠咬天開」的傳

說，在中國古代也曾廣泛流傳。

相傳遠古時代，宇宙尚未形

成，天地混沌之際，老鼠憑藉著

鍥而不捨的毅力，將混沌咬破，

從而使天地分開，宇宙成型，人

類也因此有了生存的環境。類似

的神話故事在中國其他民族中也

有記載，只不過以葫蘆、金鼓等

代替了混沌。例如：

主要分布在雲南地區的拉祜

族傳說混沌未開時代，創世神

厄莎種植了一個葫蘆，後來葫蘆

老了，滾到海水裡，螃蟹從海中

把葫蘆拖上岸，老鼠咬了三天 

三夜，終於把葫蘆咬破了一個

洞，一對男女從葫蘆裡爬出來，

那就是拉祜族的始祖扎迪和娜

迪。老鼠於人類有如此再造之

功，居於生肖之首，自然是天經

地義的了。

華人特有的年味——春聯
厚的文化底蘊。古往今來，流傳

著不少與春聯有關的奇聞雅事，

細細讀來，饒富趣味。

春聯的前身是桃符

春聯，起源於桃符，又稱為

「春貼」、「門對」，它以對仗工

整、簡潔精巧的文字，抒發出人

們心中美好的願望與企盼，是中

國特有的文學形式。那麼，甚麼

是桃符呢？這得從《山海經》裡一

段關於鬼域世界的描述說起。

據傳，鬼域世界裡有座山，

山上有一棵覆蓋三千里的大桃樹，

樹梢上有一隻金雞。每當清晨，

金雞長鳴的時候，夜晚出去遊蕩

的鬼魂就必須趕回鬼域。鬼域的

大門座落在桃樹的東北，門邊站

著兩個神人，名叫神荼、鬱壘。

如果鬼魂在夜間幹了傷天害

理的事情，神荼、鬱壘就會將它

捉住，並用芒葦做的繩子把它捆

起來，送去餵虎，因此，所有的

鬼都很畏懼神荼、鬱壘這兩個神

人。

後來，人們就流行起在桃

木板上刻神荼、鬱壘的模樣或

名字，放在自家門口，以避邪

防害，這種桃木板被稱為「桃

符」，也就是春聯的前身。

最早的春聯

西元七百多年的五代，蜀

後主孟昶親手寫下的「新年納餘

慶，嘉節號長春。」要算是中國

最早的一副春聯了。自孟昶題春

聯以後，文人學士便群起效仿，

把題春聯視為雅事，於是題春聯

之風便逐漸流傳開來。

不過，將「桃符」稱為「春

聯」，那是明代的事。據明代文

人陳雲瞻記載：

「春聯之設自明太祖始。帝

都金陵，除夕前勿傳旨，公卿士

庶家，門口須加春聯一副，帝微

行出觀。」

不料，初一太祖微服出巡

時，看見一戶人家門上沒有春

聯，便問何故，原來主人是個殺

豬的，正愁找不到人寫春聯。朱

元璋知道後，當即揮筆寫下了

「雙手劈開生死路，一刀割斷是

非根」的春聯，送給這戶人家。

由於朱元璋的提倡，使得題春聯

的風氣日益興盛，並形成了至今

歷久不衰的風尚。

春聯趣話

提到春聯趣事，有一位不可

不提的大人物，那就是東晉書法

家王羲之。

有一年，王羲之從山東老家

移居到浙江紹興，當時正值年終

歲尾，於是提筆寫了一副春聯：

「春風春雨春色，新年新歲新

景。」讓家人貼在大門兩側。

因為王羲之的書法極為世人

所景仰，因此，此聯一貼出，即

被人趁夜揭走。家人稟報後，王

羲之又提筆寫了一副春聯：「鶯

啼北星，燕語南郊。」再讓家人

貼出去。誰知天明一看，又被揭

走了。

可這天已是除夕，第二天就

是大年初一，眼看左鄰右舍都貼

上了春聯，唯獨自己家門口空空

落落的，急得王夫人直催丈夫想

辦法。王羲之想了想，微微一

笑，又提筆寫了半副春聯：「福

無雙至，禍不單行。」讓家人先

張貼於門口，果然，夜間又有人

要來偷揭，可看見聯語寫得不吉

利，不適合張貼，便走了。

初一早晨天一亮，王羲之即

親自出門，將昨天剪下的下半截

分別貼好，此時已有不少人圍

觀，大家一看，對聯變成：「福

無雙至今朝至，禍不單行昨夜

行。」眾人看了，齊聲喝彩，拍

掌稱妙。

公有領域

國泰民安歲豐收 金鼠迎春賀新年

文 |蘭心

現在的人講究健身、進補、

吃保健品，以求得身體健康、延

年益壽。但中國古人認為，積德

行善才是延年益壽的重要方法。

仵作善心造石橋

據《夷堅志補》中記載，古

時候在衛州（今河南新鄉、鶴壁

一帶）某地有一處沙洲，是當地

人舉行火葬儀式的地方。在通往

中國古人延年益壽的真機
沙洲的路上，有一道溝，平時溝

上有一座木板橋供人來往。但每

逢夏季河水暴漲，水常常會沖走

橋板。而一到冬天，橋板則總是

被乞丐盜走焚燒取暖。一旦橋沒

有了，過往的行人就很不方便。

當地有一個名叫蘇長的人，

是衙門裡的仵作（古代的法

醫），他常常幫鄉人抬棺柩去火

化，碰到的次數多了，深知沒有

橋對行人有多麼不方便。既然木

橋容易被水沖走，也容易被盜，

那麼用石板做橋就應該不會有這

個問題了。

於是，他帶著自己的兒子

們，進山去挑選了七塊堅硬的大

石片，拉回來安置在河溝上，搭

建了一座簡易的石橋。從此，往

來行人再也沒有為此受到困擾。

積有陰德 延壽一紀

幾年後，六十歲的蘇長染病

暴亡，按照入殮習俗，需停靈三

天才能下葬。奇怪的是，三天後

他竟然悠悠醒轉，並給家人講述

了死後的過程。

他說，起初被兩個小卒解押

著趕路，大約走了百餘里，就來

到一座官府。進去後，他看到裡

面有很多的囚犯在受刑。

小卒帶著蘇長繼續走，不一

會兒，又來到一座官舍，裡面有

一個官員看到他，就和顏悅色地

對他說：「蘇公，你積有陰德，

應當延壽。我一定為你報呈。」

蘇長回答說：「我是一個卑微的

差役，平生衣食不足，沒有多餘

的錢財，怎麼還能行善，積下陰

德呢？」

那名官員就取出冊子，翻

到他的名下，上面寫著一行字：

「蘇長於某年月日在本州城西，

建造一座七星橋。」

官員將蘇長建造石橋的事情

作為他善行的依據，稟報給上

級，獲得批覆，「特為他延壽一

紀」。於是兩名小卒護送蘇長

回陽間，走到半途的時候，小卒

向蘇長祝賀，並請他還陽後，一

定要請僧人為他們誦經，做些功

德，蘇長答應了他們。

當走到一座水池邊，小卒們

叫蘇長過來觀賞池中盛開的荷

花，蘇長剛到池邊，小卒從背後

猛推一把，蘇長往水中落去，

忽然就驚醒過來。蘇長死而復

生後，果然多活了十二年，至

七十二歲而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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