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征稿启事

您有铭记激情岁月的老照片吗？ 您身边发生过感人
至深的工友故事吗？ 您和工会发生过哪些有趣的事情？
如果有， 那就用笔写下来， 给我们投稿吧。

寅虎吟啸携岁去， 可爱的小
卯兔蹦蹦跳跳地迎春而来。 2023
年是中华传统生肖中的癸卯兔
年， 源远流长的兔文化， 为新年
定下快乐喜庆的基调， 有关兔子
的趣闻典故自然也成了人们兴致
盎然的话题。

兔子是一种性情温顺的草食
性脊椎动物， 在分类学上属于哺
乳纲兔形目， 具有管状长耳， 簇
状短尾， 比前肢长得多的强健后
腿， 善于跳跃， 跑得很快， 所谓
“静时如画， 动如脱兔”。 汉代许
慎 《说文解字》 解释说： “兔，
兽名， 像距后其尾形。” 兔是一
个象形文字， 殷商甲骨文中， 已
出现 “兔 ” 字 ， 长耳短尾之态
也。 我国养兔历史可以追溯到远
古， 历史悠久。 “萧萧兔置， 施
于中林； 赳赳武夫， 公侯腹心。”
《诗经·周南》 记录了狩猎野兔的
完整过程 。 《后汉书·梁冀传 》
中记载 ： “冀起兔苑于河南城
西， 经亘互数十里， 移檄所在调
发生兔， 刻其毛以为识”。 兔苑
不仅养兔， 还从各地调集野兔来
饲养繁殖， 并刻毛作为记号， 避
免相互搞混弄错。

古代的兔子多为灰褐色， 夹
杂着黑色的杂毛， 纯白兔子十分
稀少， 所以往往被认为是一种祥
瑞， 预兆着国运昌隆。 《诗识名
解 》 中记载 ： “兔多褐色少白
者， 故瑞应图以白兔为祥。” 唐
代王建有 《小白兔》 诗： “新秋
白兔大于拳， 红耳霜毛趁草眠。
天子不教人射击， 玉鞭遮到马蹄
前”， 寥寥数语， 就将兔子的纯
朴可爱描绘得栩栩如生 。 李白
《把酒问月》 中写： “白兔捣药
秋复春， 嫦娥孤栖与谁邻？” 欧
阳修的 《白兔 》 写道 ： “天冥
冥， 云蒙蒙， 白兔捣药姮娥宫。 ”
这些诗句与民间流传的 “玉兔捣
药”“吴刚伐桂”“嫦娥奔月” 等故
事相得益彰， 越发为兔子增加了
几分神气。 它们或奔跑嬉戏， 或
手持灵芝仙草， 更多则是在桂花
树下抱铁杵捣药。 白兔所杵药叫

兔药， 是仙药， 吃了它， 可以延
年益寿， 青春永驻。

与兔子有关的成语典故、 歇
后语也是不胜枚举。 最著名的有
《孙子兵法》 中的 “动如脱兔”，
形容行动迅速敏捷。 《战国策》
中的 “狡兔三窟”， 比喻行走处
事要多方考虑。 《韩非子》 中的
“守株待兔”， 则告诉世人不要有
侥幸心理。

兔子外形文雅， 骨肉匀称，
温情脉脉 ， 楚楚动人 ， 富有灵
性， 自古就深得人类的喜爱。 特
别是兔子因其很强的繁殖能力，
在民俗文化中成为生命繁衍、 多
子多福的象征， 故民间有赠兔画
作添丁之贺意， 画中有六个孩子
围着一张桌子， 桌上站着一手持
兔子的小孩， 祝贺受赠的孩子将
来平安幸福， 步步高升。

古代汉族还有挂兔头的岁时
习俗， 每年农历正月初一， 人们
以竹筒盛雪水， 将面捏好的兔头
与年幡 、 面具一同挂在门额上
方， 以镇邪避灾。 正月十五元宵
节 ， 几乎家家户户会扎兔形灯
笼， 游街玩耍。 而 “兔儿爷” 是
流行于北京、 天津、 山东等地区
的一种节日物品。 其兔首人身，
手持玉杵， 披挂大将行头， 威风
凛凛地骑在老虎身上， 深受儿童

喜爱。
农谚有云 ： “日出卯时 。”

在十二生肖中排行第四的兔， 与
十二地支中的 “卯” 对应。 《说
文解字 》： “卯 ， 冒也 。 二月 ，
万物冒地而出”， 指草木出土萌
芽的意思 。 “卯 ” 用时间来表
示， 是清晨5时至7时， 为黎明太
阳准备东升之际， 充满着无限生
机。 因此兔是卯时之神， 也是聪
明、 善良、 娴静和乖巧的象征，
恰如神话故事中所讲的， 兔是月
亮的精灵， 是圣洁、 光明、 长寿
的象征。

卯门生喜气， 迎来玉兔年，
必将为新的一年带来吉祥如意、
喜乐平安。

·广告·

近日， 保健食品中的维生
素补充剂、 润喉类产品、 增强
免疫力类产品受到消费者的青
睐， 丰台区市场监管局特食科
联合方庄街道市场监管所开展
了 “规范销售、 合理宣传” 的
助企行动， 对辖区的药店和超
市开展检查指导。

讲规矩 执法人员从四个
方面宣传特殊食品销售 “规
矩 ”： 一要证照齐全 ， 营业执
照、 食品经营许可证或备案经
营项目中需有 “保健食品 ” ；
二要设置专区， 对保健食品设
置专区， 设置 “保健食品” 牌
并提示不可代替药物； 三要杜
绝混放 ， 保健食品不能与食

品 、 药品混放 ； 四要资质齐
备， 店内销售的保健食品要留
存供应商提供的保健食品注册
批件和企业标准。

找问题 检查人员在检查
中针对几家药店销售规范落实
情况， 现场示范相关要求的落
实细节和容易存在的遗漏点 、
风险点， 如收银台附近放置的
少量保健食品不设立专柜、 保
健食品的赠品 （无小蓝帽标
识 ） 与主商品一起放置等问
题， 对存在的问题现场责令商
户立即整改。

教专业 现场指导药店工
作人员对当前热销的维生素C、
润喉糖、 甘草片等， 根据不同

标识区分药品、 保健食品和普
通食品 ， 特别 注 意 同 品 牌 类
似 款 型 产 品 要 明确区分是否
为保健食品、 保健食品的批准
文号中注册和备案是否效力一
致等 ， 避免药店工作人员混
淆。

促自纠 结合当前提高免
疫力保健食品受到消费者欢迎
的特点， 提示经营者不得对保
健食品的保健功效进行夸大宣
传或延伸性宣传， 指导经营者
在经营场所做好 “保健食品不
是药物， 不能代替药物治疗疾
病” 等消费提示， 督促经营者
自查自纠。

（潘晓红）

丰台区市场监管局

□尚鹏敏

新年看人生

回回家家的的路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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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时候， 我的父母在外地工
作， 每逢春节来临， 便要赶早踏
上返乡的归途。 在当时， 这是一
段非常煎熬的旅程。

那时的客车都是硬座， 车厢
内铺着一排排的木制板凳 。 然
而， 就是能坐上这样的木制板凳
也是十分令人羡慕的事。 当时长
途客车的班次很少， 如果时间不
赶巧， 去得晚了， 就得站着开始
一段十几小时的旅程。

客车的速度慢且颠簸， 母亲
和其他女乘客挤坐在木凳上， 而
父亲和男乘客则直接坐在了客车
狭窄的过道上。 但实际上， 客车

摇摇晃晃 ， 无论是坐着还是站
着， 都不好受。

客车穿过一座座小城， 又经
过一个个村庄， 窗外的风土人情
随着路途不断发生变化， 郊外的
风景也各不相同。 然而， 旅途的
疲倦让父母根本无暇顾及那些风
景， 对于归心似箭的他们来说，
能早一点回到故乡比什么都好。
就这样， 颠簸近一天的时间， 父
母才能赶在年夜饭前回到家。

由于坐长途客车实在难熬，
几年后， 父母选择坐火车回家。

不过当时家乡并没有通火车， 父
母只能从自己工作的城市先坐火
车到靠近家乡的枢纽城市， 然后
再转乘长途客车回家。 这样折腾
下来， 也得一天的时间， 而且火
车票不好买， 但相对于全程的硬
座长途客车来说， 乘坐火车返乡

条件确实改善了不少。
到了上世纪90年代末， 家乡

终于通了铁路。 记得第一次听到
火车长长的汽笛声、 第一次看见
“哐当哐当”缓缓驶入车站的绿皮
火车时，我无比激动，因为有了绿
皮火车的存在， 在外工作的父母
便能经常回家乡和我们团聚了。

进入了新世纪， 父母回到家

乡创业， 家里的生活条件日益改
善， 生活水平越来越高， 家中还
添置了一台小汽车。 而高速路网
的完善也给我们的出行带来了极
大的便利， 出远门回家变得方便
了起来。

这几年， 家乡终于通上了高
铁， 我带着父母去之前工作过的
城市探望朋友。 当我们坐上风驰
电掣的高铁， 透过减速玻璃看着
窗外美丽的风景， 这样的旅程着
实惬意。 下了高铁后， 父母在我
的耳边赞叹： “路上的美景还没
看过瘾就到了， 当年十几个小时
的路程， 如今只要两小时， 放在
过去真是想都不敢想！”

回想这些年出行方式上出现
的巨大变化， 这不一样的归途不
仅体现了时代和科技的进步， 更
是人们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一个
缩影 。 能过上现在这样的好日
子， 我们真要好好感谢这个伟大
的时代。

又是一年春节来到， 已过而
立之年的我， 对春节的感受一直
在变， 不变的， 是那浓郁的年味
和厚重的亲情。

小时候， 春节是团圆欢乐。
家乡有句老话： “大人望插

田， 小孩盼过年”。 小时候真的
非常盼着过年 ， 因为有新衣服
穿、 有好吃的， 还可以见到亲戚
朋友 ， 大家围坐在一起说说笑
笑， 那种热闹， 在儿时寡淡的记
忆里占据了重要的地位。

长大后， 春节是万里漂泊。
大学毕业后， 我进入一家央

企建筑单位， 就在人生慢慢走向
正轨时，父亲突发心脏病住院，日
夜床前守护、四处借钱手术，22岁
的我突然变成家里的顶梁柱。

那个深冬， 父亲出院后， 我
向单位申请了外派。 单位参与国
家“一带一路”建设，非洲市场急
需用人，所以，工作的第一年，在
春节到来之前， 我来到了北非，
在这里一呆就是6年， 每个春节
都坚守在驻外工作的岗位上。

北非本地不过春节， 但坚守
岗位的同事们总会凑在一起过
年。 因为时差， 每年除夕的下午
1点， 非洲的太阳还在暖洋洋地
照耀， 我们就守在电视前， 听着

熟悉的春晚旋律， 或者一起包饺
子， 或者往国内打电话各自报平
安 。 “一年将尽夜 ， 万里未归
人。” 我们过的是年， 是对国内
亲友的思念， 更是对不能归家的
自我安慰。

而今， 春节是阖家团聚。
结婚生子后， 我回到国内工

作。 我和爱人的家乡， 一个在南
方 ， 一个在北方 。 每当春节来
临， 再也不是等待父母给予的新
年幸福， 而是一边照顾孩子， 一
边为两家长辈置办年货， 轮流陪
伴吃年夜饭。

看着老人的健康和笑容， 我
开始明白， 付出也是一种幸福。
就像儿时父母不管多难都要给我
们买足新衣服和零食一样， 现在
的我无论多忙， 都甘愿为父母跑
前跑后置办一切。 我们爱的人幸
福， 付出就是快乐的， 奋斗也就
有了动力和方向。

正如杨万里写在除夕前的
诗： “雪留远岭半尖白， 云漏斜
阳一线黄。” 新年虽处寒冬， 却
也有可人的雪覆远山尖、 阳光透
白云的美景。 人生不同阶段的新
年亦是如此， 珍惜当下最美好的
瞬间， 新一年的生活终会越来越
好。

□钟芳

瑞兔迎春好运来

科所联动开展保健食品专项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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