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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妻为何称为“两口子”

SHENG HUO XIN ZHI

香烟燃烧你的颜值
○刘焕荣
“两口子”一词，见诸《现代
汉语词典》等的词义解释是夫妻
俩，老俩、小俩，也说两口儿。 那
么，夫妻为何被称为
“两口子”？
有民俗学家考证，“两口子”
的说辞，出自晚清文人《燕京杂
录》里的一则笔记，说的是有两
位府衙录簿， 挣得同样薪水，一
个是单身， 另一个新娶了妻子。
这光棍汉情愿把自己的一半工
资，赠与同事花费，附有字条写
道：些许碎银钱，笑纳勿推辞；我
只单口汉，君乃两口子。
“子”在旧时兼称男女，意即
“你们两个人”， 由此，“两口子”
不再泛指随便的两口人，成为夫
妻俩的代名词。
夫妻常被人叫做“两口子”，

无疑带了些温柔亲昵的色彩。 其
实，这“两口子”之说，还有段小
故事。 在明朝洪武年间，江南书
生高文敬，一日外出，在河中救
出一名叫做路春花的女子。 两人
一见钟情，私订终身。 谁知春花
被当地恶少罗公子抢走纳为小
妾。 后借丫环小玉相助，高文敬
与路春花二人双双出逃，但却被
罗公子追上，相互撕扯中，罗公
子坠崖身亡。 罗家势力强大，高
文敬与路春花二人被打入死牢
候斩。 洪武皇帝朱元璋得知此
事，亲自审问，终于真相大白。 于
是朱元璋免除高文敬与路春花
二人的死罪，将二人分别发配到
湖北的桃园口和安徽的金山口。
虽远隔千里， 但二人两情如旧，
当地人都很敬重他们，就称他们
为“
两口子”。

一般人都知道吸烟有害健康，却少有人
知道吸烟还会让人的皮肤变差，让人变得苍
老。

皮肤缺血
吸烟者血液黏度增加，导致皮肤微循环
不畅， 营养成分难以满足正常生理需要，进
而导致皮肤的更新功能降低，易发生皮肤老
化。

胶原蛋白流失

尽管皮肤内的弹性纤维含量甚微，却对
皮肤弹性至关重要。 研究发现，烟草提取物
可以抑制胶原合成， 导致皮肤张力下降，易
产生皱纹。

古人穿鞋为何不分左右脚
○倪方六
鞋子分左右脚，这是现在大家都知
道的常识。但如果时光能回到100年前，
鞋子分左右脚， 还是颇为另类的现象。
在几千年的时间里，古人穿鞋始终不分
左右。
左右不分的鞋子是不是很难穿？非
也！ 古代制鞋的材料大多非常柔软，如
草鞋、麻鞋，即使用动物皮也处理得很
柔软。 而且，古人穿的鞋子做得相对宽
松，尺码比较大，不会有穿不上或是磨

受损难修复

脚的现象。 有意思的是，古代鞋子不讲
尺码，只说鞋号，称
“
脚第几”。虽然鞋子
不分左右， 但古人买鞋还是讲左右的。
试鞋时，一般会先伸左脚，只要左脚能
穿下，右脚就不用试了。这是因为，人的
左脚一般比右脚稍长一些，这与手刚好
相反。 在古代，还有人因左脚畸长而出
名， 如楚国的宰相孙叔敖，《荀子·非相
篇》中便记其“
长左”。
因为鞋子不分左右，古代制鞋用的
鞋楦只有一只。 其实，鞋子不分左右国
外亦然， 西方鞋子分左右距今也不到

皮肤真皮层内的转化生长因子具有生
长促进作用， 促进细胞外基质蛋白的合成，
对皮肤受损后的修复和瘢痕形成具有重要
作用。 研究显示，烟草提取物可促使该因子
功能下调，导致皮肤抵抗力及修复、再生能
力下降。

200年的时间，出现于1818年的美国。 中
国第一双分左右的皮鞋， 诞生于1876
年， 由上海浦东人沈炳根试制成功，可
见穿鞋分左右的历史很短。
不分左右的鞋子又叫“
正脚鞋”，也
叫“直脚鞋”。 古人的鞋子为何不分左
右？ 可能与古代人忌讳穿颜色、款式不
一的
“鸳鸯鞋”有关。 在古人眼里，两只
鞋必须一模一样，两只不一样的“鸳鸯
鞋”则被视为不洁，这与现代前卫一族
有意穿之，以显时尚，完全不同。

加速氧化

吸烟可通过提高氧化应激水平致使大
量胶原蛋白遭到破坏，促使皮肤老化。 此外，
吸烟过程中习惯性的嘴角动作与烟雾刺激
引起的长期下意识眼球偏转可以产生皱纹，
也在一定程度上加重了皮肤老化的程度。 吸
烟导致眼角及上下唇出现放射状或呈直角
的皱纹。 无论是为了健康，还是为了美丽，都
请拒绝吸烟。
（本版部分图片来自网络，请作者联系本报领取稿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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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市城建监察支队发现泰州龙晖
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等两家企业，在同一天
内存在四次串标的行为。支队依法对两家
企业做出经济处罚，并取消两家企业一年
零二个月内参加依法必须进行招标的项
）
目的投标资格。 （

今年来，淮阴区棉花庄财政所积极落
实廉政建设责任制。 该所加强监督检查，
切实抓好党风廉政建设工作，要求全体工
作人员自觉用党章规范一言一行， 做到
（
）
“廉洁、干净、干事、务实”。

理；落实问责制，出台了财政违纪违规责
任追究规定；设立投诉举报电话，受理举
（
）
报投诉。

朱海洋

陈新权 吴集财政所狠抓廉政自律工作

淮阴区加强村级财务监管
近来，淮阴区通过“三定两查一通报”
督查机制，对全区村级财务实行第三方监
管。 此举有效解决了基层干部不作为、慢
作为、假作为问题，保障村级财务第三方
（
）
监管工作顺利实施。

今年以来，淮阴区吴集财政所狠抓廉
政自律工作。 在党风廉政建设上，该所要
求工作人员坚持从我做起， 从严要求，并
注意自重、自醒、自警，自励，顶得住诱惑，
把得住小节，听得进批评；严格遵守各项
纪律，重大事项实行请示报告制度，主动
（
）
接受各方监督。

黄海波孙鹏周凯
张小静
周凯
江苏省盐化工标准化技术委员会
成立大会在我市召开
王兴财政所狠抓党风廉政教育
古寨财政所开展学习教育活动
5日， 江苏省盐化工标准化技术委员

会在我市举行成立大会。 成立大会后，召
开了标委会第一届第一次会议，21名委员
讨论研究了 《标委会章程》、《秘书处工作
细则》以及下一步标委会工作计划，表示
将群策群力为标委会献计献策，促进盐化
工产业进一步做大做强。
(
)

今年来， 淮阴区王兴镇财政所狠抓党
风廉政教育。该所通过加强党风政纪教育，
组织学习预防职务犯罪实施纲要，使工作
）
人员牢固树立拒腐防变意识。 （

张建设

连日来，淮阴区古寨乡财政所广泛开
展党纪、政纪、法律学习教育活动，认真学
习贯彻上级部门党风廉政建设会议精神，
全面加强干部职工理想信念、职业道德教
（
）
育，提高思想道德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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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安大队召开高级执法资格考试动员会
今年来，淮阴区渔沟财政所加强财政
事务管理，预防腐败发生。 该所将党风廉
日前，淮安公安分局网安大队召开高
棉花庄财政所落实廉政建设责任制
政建设落实到财政事务上， 加强岗位管
级执法资格考试动员会。大队领导要求参

考民警认识到考试的严肃性，遵守考试纪
律，坚决杜绝考试作弊行为；高度重视，利
用闲暇时间加强学习， 全力以赴备战迎
考。 参考民警们还签订了《执法资格等级
（
）
考试纪律告知书》。

王晨
淮安区交警四中队开展大走访活动

连日来，淮安区交警四中队民警走访
辖区居民、企业单位，了解社情民意。他们
摸清辖区车辆底数特别是大型运输车辆
底数，建立电子档案，实时掌握动态，加强
安全运输教育引导，掌握诉求，切实做好
（
）
服务工作。

高树能
淮安区交警七中队加强危化品车辆管控

近来，淮安区交警七中队扎实做好危
险品运输管控工作，全面筑牢冬季交通事
故安全防线。 该中队强化源头管理工作，
对危化品运输企业安全管理制度是否健
全完善等方面进行检查， 确保安全无隐
患；完善突发处置预案，确保一旦发生事
故，能够在第一时间有效施救，将损失降
（
）
到最低。

李元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