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央视《挑战不可能》
节目中，当被问到“加减乘
除”是不是成语时，主持人
撒贝宁说：“‘加减乘除’是
算式的四则运算，不是成
语。”不料，中央民族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的蒙曼教授
却说：“‘加减乘除’是成
语，用于形容事情此消彼
长。此后，在节目中，蒙曼
教授指出，“喝西北风”“阿
猫阿狗”等都是成语。

成语是汉语中经过长
期使用、锤炼而形成的固定
短语，从古至今，记录流传
下来的约有 5 万多条，其
中，96%为四字格式，也有
三字、五字、六字、七字以上

的成语。那么，在庞杂的成
语体系中，还有哪些看起来
不像成语的成语呢？

药店飞龙：比喻人瘦
骨嶙峋。出自南朝宋乐府

《读曲歌》：“自从别郎后，
卧宿头不举。飞龙落药
店，骨出只为汝。”唐代李
商隐《垂柳》诗：“旧作琴台
凤，今为药店龙。”

博士买驴：博士（古时
官名）买了一头驴子，写了
三张纸的契约，却没有一个

“驴”字。比喻行文啰唆，废
话连篇，不得要领。出自北
齐颜之推《颜氏家训·勉
学》：“邺下谚曰：博士买驴，
书卷三纸，未有驴字。”

冬日可爱：比喻人态
度温和慈爱，使人愿意接
近。出自《左传·文公七
年》：“赵衰，冬日之日也；
赵盾，夏日之日也。”杜预
注“冬日可爱，夏日可畏”。

摇鹅毛扇：传说诸葛
亮常手执羽扇指挥作战，
后世舞台上出现的一些军
师也多执羽扇。以之比喻
出谋划策的人。

鹿鹿鱼鱼：形容人平
庸，无作为。出自清朝陆
陇其《答曹微之进士书》：

“弟恐鹿鹿鱼鱼，不足以
当鼎植耳。”

又弱一个：又少了一
个，表示哀悼人去世。出
自《左传·昭公三年》：“二
惠竞爽犹可，又弱一个焉，
姜其危哉！” 高然

别笑，这些都是成语

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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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铁人的制印因材制宜，
灵活运用，以平求活，他的篆刻
作品善于将章的形态和内容相
结合。在他位于“万宝斋”的工
作室里，记者看到，他刻过的大
大小小的章石作品，内容各异，
刀锋所到之处，疏朗有度，意趣
盎然。“我的篆刻手法比较传
统，以冲刀为主，切刀配合。”

张铁人告诉记者，由于料
石厂停产关门，从2000年起，他
从企业领导岗位上辞职，全身
心地投入到了书法篆刻艺术的
学习与求索中，作品细腻深邃，
对每一份篆刻作品都是精中求
美，反复矫正笔画的轻重走
势。他的作品先后在《人民日
报》《求是》《中国书画报》《书法

报》等300余家报刊发表过。“篆
刻已经成为我生活中最主要的
一部分，每天不动刀，感觉就缺
少了些东西。”

张铁人善于为名人治印，
多达百余方，画家、学者、将军、
科学家、英模人物……“这么多
年，自己究竟有多少作品，从没
有去计算过，但因为篆刻这门
传统艺术，让我结交了无数的
朋友，也与许多大师结缘，这是
我最开心的事。”

从事篆刻几十年的时间，
张铁人一直相信一句话——

“贵在坚持”。“不管以前的生活
多么艰苦，那都是财富和动
力，只要肯坚持，就会获得你
想要的结果。”过去，因为坚持，
他常常在工作台前忙到凌晨，
一旦有了新想法，不管多晚多
累也会爬起来创作篆刻作品；
现在，即便生意萧条的时期他
也咬着牙挺住，使万宝斋成为
第一批入驻文化街、现仅存的
3家店中的一家，“铁人篆刻”
的招牌也成为文化街上一道
亮丽的风景线。

不仅如此，多年来，张铁人
还一直坚持参加慈善献爱心活
动，用实际行动回报社会，“在艺
术的道路上，我得到了众多老师
与朋友的支持。虽然我在篆刻
方面有所领悟，但我深感还要一
如既往地学习，要一步一个脚印
地向前走。因为我爱中国字，
我热爱书法篆刻艺术。”

匠心不改，用心灵镂刻每
一枚篆章，在方寸之间，定格完
美字符。张铁人说，他用不懈
的学习和坚持来快乐自己，他
更希望用自身的匠心和手艺去
推广篆刻艺术、回馈他人。

记者 许瑶

张铁人1957年出生在一
个革命军人家庭，受父亲的影
响，兄弟三人从小就对传统文
化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我
从小就爱画画刻刻，尤其喜欢
摆弄石头。”张铁人告诉记者，
自己生活的那个年代，家里条
件艰苦，但他经常以床为桌，
坚持学习篆刻，也逐渐养成了
坚持的习惯。

1979年，张铁人被分配到
崂山脚下的青岛料石总厂从事
雕刻工艺，这让从小就爱好雕
刻的他喜出望外，可谓如鱼得
水。“我曾经在一本书上看到北
京人民英雄纪念碑的碑芯就出
自该厂，那时就对料石厂有了
印象，没想到自己有一天能在
这工作，我就暗下决心要干好

本职工作。”
说到做到，为了更快更好

地向师父们学习技术，张铁人
选择住在厂里，抓紧点滴时间
练习篆刻。凭借着自己的努
力，1982年，入职不到三年的
他荣获“山东省劳动模范”。
在此期间，他还参加了由青岛
市老一辈书法名家高小岩、杜
颂琴、刘遵三等开办的书法理
论研习班，篆刻技术有了质的
飞跃。

1983 年起，张铁人的篆
刻作品第一次发表在报纸上，
这也给了他极大的鼓励。“那
些年的生活是非常充实的，白
天在厂里上班，晚上回家就是
刻章，虽然很忙，但自己喜欢
的事，就心甘情愿去坚持。”

家庭氛围熏陶 从小潜心篆刻 作品细腻深邃
结缘多方知己

做事贵在坚持
期待推广篆刻

11 22 张 铁
人 发 表
在《人民
日报》的
作品。

涨知识

为了给广大中老年书画、摄影爱好者搭建学习、交
流、展示的平台,让广大读者朋友能够老有所为、老有所

乐，老年生活报联合青岛市军队离休退休干部服务中心、青
岛市军队离休退休干部活动中心、青岛市老干部活动中心、青岛市老年
大学及各区（市）老年大学共同开设《翰墨丹青》栏目。如果您也爱好书
法及绘画，欢迎投稿至：xuyao841008@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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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翰墨丹青

1、绘画《山居图》
青岛市军休服务中心 张金盛

2、绘画《梦系苍生》 王彦胜

3、绘画《连年有余》
青岛市军休服务中心 高凤岩

现 藏 于 河 北 博
物院的长信宫灯，见
证了中国古人的环
保意识，被誉为“中
华第一灯”。

长信宫灯，因灯
上刻有“长信”字样而
得名。1968年出土于
河北省保定市满城区
的中山靖王刘胜之妻
窦绾墓中，由青铜铸
成，通体鎏金。

河北博物院研究
馆员范德伟说，灯的
造型是一位跪地执灯

的宫女形象。宫女神
态优雅，左手执灯盘，
灯盘中心有灯芯。盘
上附有短柄可以来回
转动，灯盘上面的两
片弧形板也可以推动
开合，不仅可以挡风
还可以调节灯光亮度
和照射方向。

“长信宫灯的绝
妙之处在于它的环保
理念。”范德伟说，汉
代灯具多以动物油脂
为燃料，燃烧产生的
炭粒和灰烬容易造成

污染。长信宫灯巧妙
地将宫女的袖管与身
体连接形成烟道。当
灯烛点燃时，烟灰顺
着宫女的袖管徐徐进
入体内，宫女身体中
空，如此精巧的设计
可使室内减少污染。

辛华

河北博物馆：长信宫灯

秋分是二十四节气的第十六
个节气，有平分秋季的意思。自
2018 年起，我国又将秋分设为“中
国农民丰收节”。

古代将秋分至寒露的十五天
分为三候：一候雷始收声，二候鸷
虫坯户，三候水始涸。意思是说
一候时，气温降低，冷暖空气对流
减少，雷声也就稀少了；二候时，
许多虫子都在地下穴藏起来，并
用细土封住孔洞以免寒气侵入；
三候时，随着降水的减少，一些较
浅的河湾开始干涸。这时，我国
大部分地区已进入凉爽的秋季，
短时间内，南下的冷空气与逐渐
衰减的暖湿空气相遇，会产生连
绵秋雨，气温也随之下降，这就是
人们常说的“一场秋雨一场寒”，

“白露秋分夜，一夜冷一夜”。不
过很快，华北、江南等地便晴空万
里，秋高气爽。而西北高原北部
日最低气温降至 0℃以下，已是北
风呼啸、大雪纷飞的寒冬景象，正
如唐朝诗人岑参在《白雪歌送武
判官归京》诗中所写：“北风卷地

百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忽如
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

秋分不但气候宜人，节俗内容
也十分丰富，主要节俗有如下一些。

祭月。秋分曾经是传统的祭
月节，在这一天人们要祭祀月神。
古代典籍《礼记》记载：“天子春朝
日，秋夕月。朝日之朝，夕月之夕。”
这里说的“夕月之夕”，就是指秋分
夜晚祭祀月神。

拜神。古人有在秋分这天拜神
的习俗。所拜神灵各地不同。如河
北遵化、昌黎等地，秋分这天人们用
黍米做糕或蒸黍饭撒到场边祭拜风
神“风婆”，让她不要刮风成灾，伤害
庄稼人畜。而在福建漳州等地，秋
分这天要祭拜“开漳圣王”。开漳圣
王即唐代武进市陈元光，因对漳州
有功，死后被封为漳州的守护神。

送秋牛。送秋牛就是送秋牛
图。过去每到秋分时节，有人挨家
挨户地送秋牛图。所谓秋牛图，就
是在二开红纸或黄纸上印上全年
农历节气和农夫耕田图，寓含着庄
稼丰收之意。

吃秋菜。在岭南地区，有秋分
吃秋菜的习俗。秋菜就是野苋菜，
当地人称作“秋碧蒿”。

以上这些习俗，都表达了人们
的共同心愿，那就是庄稼丰收，生
活幸福，身体健康。戴永夏（本报
特约撰稿人、中国作协会员）

丰收节里话

加入“老年
生 活 报 文 化 2
群”，以笔会友，
以墨传情，交流
文化体悟，共享
美好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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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位于青岛市市北区昌乐
路上的“万宝斋”，大大小小、内容各异的篆

刻作品呈现在眼前，让人仿佛置身于一个印章王
国。作品的主人张铁人，今年65周岁，一头蓬松的长

发，一副连鬓络腮的胡子，是他给人们的最初印象。而走
进他的世界，你会发现，粗犷和细腻、豪放与坚韧被他恰如
其分地融合在一起，正如他的篆刻作品一样。

痴迷篆刻数十载

张铁张铁人人：：以以刀代笔刀代笔““耕耕””出一个新世界出一个新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