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晋国成语故事 【典源】 《左传·文公十

七年》：古人有言曰：“畏首畏

尾，身其馀几。”

【典义】“畏首畏尾”，原

是郑大夫子家给晋国赵宣子

的书信中所讲到的。后人便以

“畏首畏尾”比喻怕前怕后，或

前怕狼，后怕虎，又比喻胆小

怕事者。

【典实】 公元前 610年

春天，晋灵公在黄父阅兵之

后，决定再次在郑国的扈地

会合诸侯，与宋国讲和，在会

盟会上，晋灵公不肯和郑穆

公相见。其原因是，晋灵公认

为郑国对晋国怀有二心，与

楚国有勾结。为了说明此事，

郑国的主政大夫子家派遣执

讯官带着他的书信，出使晋

国，去面见晋国的执事 （相

国）赵盾。他在信中说：“寡君

（指郑伯）即位三年，召请

蔡侯和他一起侍奉贵国 （晋

国）国君。九月，蔡侯进入敝

邑前去贵国。敝邑由于侯宣

多酿成的祸难，因此而不能

和蔡侯同行。十一月，消灭了

侯宣多，就随同蔡侯而向执

事朝见。十二年六月，归生辅

佐寡君的嫡子夷，到楚国请

求陈侯一起朝见贵国国君。

十四年七月，寡君又向贵国

朝见，以完成陈国顺服贵国

的事情。十五年五月，陈侯从

敝邑前去朝见贵国国君。去年

正月，烛之武前去贵国，这是

为了嫡子夷前往朝见贵国国

君。八月，寡君又前去朝见。

以陈、蔡两国紧紧挨着楚国而

三心二意，那就是由于敝邑的

缘故。为什么惟独敝邑这样殷

勤侍奉贵国国君，反而不能免

于祸患呢？”

郑国子家在信中，进一步

辩解说：“寡君在位，一次朝见

贵国先君襄公（晋文公之子），

两次朝见贵国国君灵公。嫡子

夷和我的几个家臣又紧着到

绛城（今新田）来。我们小国

这样侍奉晋国，已经没有比这

再有超过的了。现在大国（指

晋国）说：‘你没有能让我们

满意。’如此说来，敝国已经

竭尽了全力，还不能让大国

满意。那就只有等待灭亡了，

也不能再增加一点什么了。

古人有话说：‘畏首畏尾 （怕

头怕尾），身其余几（剩下来

的身子还有多少）？’古人还

说：‘鹿在临死前顾不上再发

出好听的声音。’小国侍奉大

国，大国如果以德相待，那小

国就会像人一样恭顺，如果

不是以德相待，那小国就会

像鹿一样铤而走险，急迫的

时候哪里还有什么选择？贵

国的命令没有标准，我们也

知道面临灭亡了，只好准备

全部派出敝国的士兵在倏这

个地方等待。该怎么办，就听

凭执事的命令吧！我们又处于

齐、楚两个大国之间，屈从于

大国的压力，这难道也是我们

的罪过吗？大国如果不能谅

解，我们是没有地方可以逃避

你们的命令的。”

赵盾读了郑国子家的来

信，觉得子家讲的有理，于是

派大夫巩朔到郑国去讲和，又

派赵穿、公胥到郑国去做人

质。当年冬天十月，郑穆公又

派太子夷和石楚到晋国去做

人质，使两国一度紧张的关系

又重归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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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以排为单位定期进行

文艺汇报演出，让战士们自编

自演快板、相声、话报剧、秧歌

剧、三句半等小型节目，促进

文化教育的快速发展。

六、树立典型，以点带面。

如：他发现 7连一班班长梁牤

牛学习认真，进步很快，便树

立他为学习标兵，把他请人写

卡片随身携带，利用一切时间

学习的刻苦精神和练习拼音、

解词造句、弄懂意思、巩固记

忆的做法总结成经验，在全营

推广。

这些做法实施后，产生了

明显的效果，战士们学习文化

的劲头异常高涨，军营中出现

了大学文化知识的浓厚气氛。

至 1953年 6月，三营战士们

基本上都能读了报，都能自己

写家信，自己写学习心得。战

士们学习情绪高涨，不少战士

自己买了字典，自查自学，有

的甚至还能写诗歌、编歌词、

编写小戏剧。

由于张鹏飞同志在文化

教学活动中兢兢业业，尽职尽

责，踏实苦干，致使三营的文

化教学活动取得了显著的成

效，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多次

受到全团乃至全师的表扬，各

兄弟营团常到三营来观摹学

习，借鉴经验。1953年 5月，团

党委为他记三等功一次，授予

他“模范文化教育工作者”的

光荣称号。

1953年 5月 6日，第四

兵团司令部在昆明召开了全

军文化教育模范单位和先进

工作者评比授奖大会，张鹏飞

被评为“模范文教工作者”，受

到了兵团党委的表彰和奖励。

112团党委为他记特等功一

次。

这一年的 7月 1日，经三

营营长袁永德、教导员陈金生

的介绍，张鹏飞同志光荣地加

入了中国共产党，在金平县城

中的 112团司令部，在团政委

乔鸿德的主持下，张鹏飞站在

党旗下作了庄严的宣誓。

那一刻，他心潮澎湃，热

血沸腾。他的脑海中再次涌

现出在故乡杨庄学堂，王居

正老师为他讲述的岳飞精忠

报国的故事；在家中，他的老

父亲要他做大事，成大器，报

效祖国的嘱托；他自己从小

就立下为国尽忠，为民做事

的远大抱负……，如今，面对

党旗，这一切都即将实现，他

为自己能成为中国革命先锋

队组织中的一员，成为无产

阶级革命战士，感到无比的

光荣与自豪！也感到肩上责

任的重大，脚下的道路长远。

他心中暗暗下定决心跟党

走，听党话，革命到底不动

摇！

宣誓结束，乔鸿德政委向

他表示了祝贺，并对他说：“鹏

飞同志，从今天起，你就成为

中国共产党的预备党员，预备

期为两年，至 1955年底将转

为正式党员，这期间，你要加

倍努力，全心全意地做好自己

的本职工作，接受各种考验，

预祝你，两年后，能成为一名

正式的中国共产党员！”

张鹏飞满怀豪情地回答

着：“请团党委放心，请组织考

验我，我张鹏飞今生今世决不

辜负组织的期望，决不辱没共

产党员的光荣称号！”

入党后的张鹏飞，工作更

加积极，情绪更加高涨。然而

正当他满怀豪情步入新的征

程时，一场突如其来的运动，

让他即刻坠入深渊，几乎毁掉

了他的一生。面对噩运，他将

如何应付？对自己的人生之路

又将做出怎样的抉择？

欲知后事，且看下回

景元祥 著

畏首畏尾

四、组织识字文娱游戏活

动。如：利用汉字偏旁、部首，

进行组字游戏；利用拆字法将

汉字编成谜语，像“一字上有

牛，立日在心头”等，进行猜谜

语识字活动等。

▲

长篇纪实文学《八千里路云和月》连载之十四

浩波 著

金平驻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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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城联创 再展宏图叙事抒情诗

这是一个难忘的日子，

因为，

它凝聚了万众之心，

开辟了一个新的征途。

这是一个庄严的时刻，

因为，

它肩负了历史的使命，

拉开了一个大会战的帷幕。

这是一个金色的季节，

因为，

它放飞了理想、放飞了希望，

又在精心描绘新一轮的多彩幸福。

请记住这个日子吧，

2016年 11月 11日，

五城联创的动员令，

从美丽的晋园隆重发出。

创建国家卫生县城，

创建国家全城旅游示范区，

创建省级园林县城，

创建省级文明县城，

创建省级环保模范城，

一个振奋人心的宏伟目标，

让全县人民瞩目。

群情激昂的千人会场，

县长热情洋溢的讲话，

对五城联创，

做出全面的安排部署，

一字一句，真真切切，

一言一声，重如千斤，

勾勒出五城联创精准的线路图。

县委书记则语重心长，

殷切的话语激荡肺腑，

全面开展五城联创，

关乎曲沃的明天和未来，

关乎到全县百姓的切身利益，

五城联创的重大意义，

被提升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战

略高度。

责任单位的表态发言，

感染着会场每一位群众干部，

全身心投入创建活动，

是今后工作的第一要务。

青年志愿者的激情倡议，

更是一封铿锵有力的请战书，

它飞越了晋园的上空，

传遍百里沃野的村村寨寨，

传入家家户户电视屏幕，

五城联创，从我做起，

满怀豪情，志愿投入。

从我做起，责无旁贷，

因为，五城联创，

是提高人民福祉、推动经济发展的

必由之路。

曾几何时，

县城的大街小巷破旧不堪，

灰尘垃圾纸片漫天飞舞，

功能设施陈旧落后，

无奈的居民群众连连叫苦。

曾几何时，

生态文明意识淡薄，

蓝天无色鸟儿无助，

产业发展缺少活力，

落后的城乡面貌和滞后的发展环

境，

让一位位前来考察的客商望而却步。

十二五，

抓机遇、定思路、树旗帜，

三大发展战略，

指引发展航路，

三大基地建设，

夯实发展基础。

城市街道，红墙绿树，

民主事业，紧锣密鼓，

农业园区，瓜果飘香，

钢铁园区，钢花飞舞，

这一切，都成为五城联创，

最为坚实的基础。

一声令下，全党动员，

一声号角，全民欢呼，

看，沃国大地，

红旗、标语迎风飘舞，

听，浍水两岸，

机声、人声，彼此起伏，

全县男女老少，

正响应县委、县政府的号召盛装起

步。

机关单位率先垂范，

明确责任明确任务，

乡村两级反应迅速，

早动手、早安排、早部署，

全县五城联创的浪潮啊，

正如浍水的浪波，一浪接过一浪，

全县干部群众的热情啊，

正如绚丽的朝阳喷薄而出。

也许你只是一名普通的干部，

但只要责任在心，

你的贡献就会铭刻在创建的道路。

也许你只是一名普通的志愿者，

但只要真情付出，

你就会奏响创建序曲中最响亮的

音符。

你也许只是一名普通的居民，

但只要你文明一言一行，

你的风采，

就会在浓厚的创建氛围里尽情展

露。

来吧，亲爱的朋友，

让我们共同携手，

用汗水浇开文明之花，

让激情洒满创建之路，

通过我们的付出，

让青山再多几分新绿，

让田野再多几滴春露，

让空气再多几分清新，

让街道再多几棵绿树，

让乡村再多几分妩媚，

让城市再多几分秀色，

让家园再多几分温馨，

让生活再多几分幸福。

目标给我们力量，

信念给我们支柱，

让我们

在县委、县政府的坚强领导下，

万众一心，齐心协力，

五城联创，再展宏图。

■ 宋思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