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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杯·我和我的祖国征文

潘永华

人们总是习惯于把开在农村的
烟酒杂货店统称为小店，但很多人
并不了解这些小店所经历的从大队
（村）小店、供销社两代店（代购
代销店的简称）到个体工商户的演
变过程。

在计划经济时期，农民购买糖
烟酒及针头线脑等日用小百货，除
了基层供销社外，也就是开在各大
队的小店了。由于那时物资匮乏，
样样东西都很奇缺，几乎买啥都要
凭票。糖要糖票，烟要烟票，酒要
酒票，甚至连肥皂、火柴都要票。
记得在我部队驻地，连缝补衣服的
棉纱线也是需要凭票购买的。

那时的小店都是由大队集体开
办，并不是谁想开就能开的。不仅
如此，进货渠道除了当地供销社外
别无分号，需要凭票供应的，就由
供销社分别按照各大队的户籍人口
先将票证印制好之后，交给大队会
计，再由大队会计分发落实到户。
小店的营收归大队所有，开店人不

拿工资，而是由大队酌情比照生产
队的劳力按工分计酬，所以，大队
会计和出纳会不定期地到小店进行
盘点与核算，查看开店人是否有侵
占挪用小店资金的情况。

小时候，我的那个村既未通公
路，又没有一家小店，油盐酱醋糖
等日常用品都要步行四五里路去大
蔡或长洋村购买。只有到农忙“双
抢”(抢收抢种)时，长洋村的一家
合作商店才会挑些日用必需品来我
村临时卖几天。因此，村民生活十
分不便。直至1967年冬，随着长畈
公路的开通，昔日偏僻闭塞的山村
终于打开了与外界的联系，经大队
向当地供销社申请报批，村里才有
了首家小店。

我父母接手大队小店，大概是
在1974年的冬季。此前两任都是大
队干部家开的。后开的这位干部因
年纪大了，做事渐渐感到力不从
心，于是就找上门来问我母亲愿不
愿接手。考虑到父亲身体羸弱，正
好赋闲在家，开店无疑可以减轻家
里的生活压力，更何况小店是由大

队出资，自己没有任何负担，因
此，母亲就毫不犹豫地接了过来。

几年后，各大队小店都被当地
供销社并购改制为代购代销店(简
称两代店)。两代店代购部分农副
产品、废旧物资，代销部分生产及
生活资料，这就给村民增加了极大
的便利，村民们足不出村就可以将
家里的禽蛋、旧书报、废铜烂铁等
物资卖掉，然后，再换取油盐酱醋
等日常生活必需品。由于两代店属
于供销社的商业网点，自然也由供
销社出资与管理，所以，往往也会
像之前那样不定期地派人到店里进
行盘点与核查。

改革开放之后，市场经济逐步
取代了计划经济，社会物质财富日
益丰富，城乡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
的变化，人民群众终于可以跟这票
那票彻底说“拜拜”了，同时，国
家也相继取消了对个人开店的限

制，从此，个体工商户如雨后春笋
不断涌现。直至上世纪八十年代中
后期，两代店随着供销社的解体而
悉数退出了历史舞台。想继续经营
的，则必须自行向工商部门申领个
体营业执照，自起炉灶重开张，与
供销社再无任何瓜葛。此后，城乡
处处店铺，市场林立，各种商品琳
琅满目、应接不暇，只要手中有
钱，几乎什么都能买到。单就我们
村里来说，小店从无到有，最多时
甚至发展到5家。

从大队小店、供销社两代店到
个体工商户的演变，真实地反映了
我国改革开放蹒跚前行的历史。透
过这一侧面，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
我国经济社会由贫到富、综合国力
由弱到强的发展变化过程。我们相
信，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人
民生活必将越来越好，幸福指数也
会越来越高。

小店演变记
薛国苗

童年的时候，我经常看到有
肩挑修理担子和卖针头线脑的货
郎担，也有兑糖担子。他们走乡
串村用那长年练就的高嗓门一路
阵阵吆喝：

“补缸呃……补甏”
“补铁锅哦……补铜茶壶！”
“补碗……钉碟”
“废铜烂铁，旧网衣兑糖吃

来！”
“针头线脑，小百货要否？”
这些男子身穿破旧衣衫，生

活艰辛，大都来自黄岩、永康、
东阳、天台一带，其荡气回肠的
吆喝声，比我们宁海的平调大戏
的高腔还要给力动听。这种吆喝
声时间都已过去半个多世纪，我
却仍然记忆犹新，有些担子还备
有自制的乐器，诸如兑糖“扑通
扑通”的拨浪鼓，或“铃哴铃
哴”作响的铁片或铜器，也有摇
手铃的货郎担。村里的小孩子听
到这些声音，立马便从家门口追
出来，或跑在其前头，或跟在其
后面看热闹。

在当年的时代，家家户户多
用大铁锅煮饭，咸菜、干菜、咸
鱼、蛋汤之类又会放置在饭锅上
蒸食，也会做烤菜烤笋等烤食之
类，故此时间一长铁锅会出现破
洞，碗碟也多有裂缝破损，丢掉
心痛，留着补一补可继续使用。
钉碗（碟）的师傅来了，像我母
亲，对门的阿婆和隔壁的婶婶
们，准会把有裂缝的碗碟拿出来
补。我母亲有时还会把新买的碗
碟先拿出来让师傅用金钢钻在底
部刻父亲的大名或我的小名作记
号，邻居间互相碗来碟去（或借
用），以免调错。而后，母亲转身
又把有裂缝的碗碟整理出来补一
补。此时我们小孩子喜欢蹲在一
旁观看，见钉碗师傅先用牵钻

“吱……”地从裂缝两边钻几个小
细眼，然后把几条压扁的铜丝做
襻拉住，这就完成了。修碗碟的
原理与补缸甏差不多，只不过补
缸甏做襻的是用铁条，最后要用

“甏沙”涂抹几下罢了。另外还有

修桶、箍桶和撑筛的担子。在我
们年幼时，塑料制品盛物还没
有，后来才渐渐普及开来，盛物
的除了陶瓷、瓷器就是大小不一
的杉木桶。上至蒸笼、锅盖、饭
桶、水桶、粉桶，下至洗衣
（脚） 桶，和农具中的稻桶、料
（马）桶不一而足，我的家乡渔村
还有烤（渔）网桶等。所以在当
年，箍（修）桶师傅的生意颇为
红火，尤其是在婚嫁较集中的第
四季度，请箍桶师傅还得要预约
呢。

除了这些，当年对我们小孩
吸引力最强的要数兑糖的和补铁
锅、补铜茶壶的小铜匠。

这些担子来往多了相互间也
熟悉了，“扑通、扑通”兑糖的肯
定是笑脸常开的黄岩伯伯来了，
那就有甜甜的糖吃了，我们早已
把废铁 （船） 钉、废旧渔网衣、
肉骨头之类搬出来。当糖担一歇
下，大人小孩会轰地一下子围住
其周边，有时甚至挤得水泄不
通。待其用一把刀的背敲另一把
铲刀的背，“笃……”裁开几块香
脆的糖，我们即会去抓来快快向
嘴里塞，生怕别人会抢去似的。

永康补锅补铜茶壶的小铜匠
中等个子的阿严叔叔来了，尤其
在天冷季节我们这些贫穷家庭的
孩子衣服穿不暖，会围过去“抢
地盘”蹲在火炉旁，既可烤火取
暖，又可观看其操作，一举两得
高兴极了。只见其驾轻就熟忙而
不乱地一只左手拉风箱，一只右
手拿着铁钳，把备置着的小铜块
放进小泥杯勺里加温融化成铜
水，然后把铜水慢慢倒入锅的破
洞处（预先清理好），接着一边吹
嘘自己手艺高修补的质量好可保
用一年没问题；一边用草木灰摩
擦几下，再吹几口气，破洞就补
妥了，铁锅可继续使用一段时
间。补铜茶壶的方法与补铁锅方
法相仿。

时过境迁，随着社会发展，
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在我们孩
童时代，常在村中上空回荡的这
些熟知不过的吆喝声早已远去了。

远去的吆喝声

王灵恩

7 月 1 日的《现代金报》第三
版，以整版的篇幅刊登一篇题为
《500余本〈共产党宣言〉见“初心”》
的文章，介绍的就是咱们宁海人肖
成华收藏红书的事迹报道。这次
在七一前夕，鄞州图书馆将他收藏
的百余本《共产党宣言》不同时期
的版本进行专题展出，使他一展成
名，成为甬上一大红事新闻。作为
朋友，闻悉之后，颇感欣然，与他交
往的点滴，不禁忆从中来。

肖君成华，是我多年的契阔之
友，算起来我俩交往也有 30多年
了。那是上个世纪 80年代自学考
试大兴时期，我和他也成了自考汉
语言文学专业的考友。自八十年
代初起，他一直在宁海本地几大金
融机构供职。后去甬上发展，到了
浦发银行宁波分行高就。工作一
换，似乎也换来了他人生的勃发。
打从那时起，他从秘书做起，一路
做到分行办公室主任，可谓风生水
起，别有一番天地。

肖君是诗人。熟悉他的人都
知他有沉稳而不失机趣的诗性特
质。他在宁海，以写诗出名，他的
诗温润而富哲理，尤擅写江南风情
烟雨悠长之类风物诗。他的诗自
有江南诗人的特质，诗风如戴望舒
诗的款样，在舒缓氤氲的节律抒发
中，蕴含着普罗的意味与别样的哲
理，涌动出令人出奇的诗歌韵效。
诗如其人，在他身上倒也契合。作
为改革开放之初这一代的诗人，他
在宁海的文人圈里算得上代表人
物与诗人前辈。

肖君好学，这位在同学家长眼
中“别人家的孩子”和老师心目中
富有才情的好学生，打从 2次高考
失利后，心有不甘的他考进一家金
融单位。尽管他为人持正守中，办
事谨慎规矩，但扎实的知识涵养，

加上他幽默机趣的特质，使他驾驭
文字的功力相当娴熟，文笔相当出
彩，在单位乃至宁海县街有了一定
的文名。可以想见，高考的失利，
给他内心造成多么大的触动与挣
扎。好在他从没停歇过勤奋学习
和努力工作的步伐，加上文艺青年
的优势，使他在年轻时就在单位里
担任团总支书记，甚至在八十年代
还获评过省新长征突击手的称号，
可谓年少得志，春风得意，令人称
啧。

肖君多才，扎实的文字功底和
出彩的文学才情，看得出来，他内
心深处总怀揣着一个诗人梦、作家
梦。他早年的诗集《内心家园》，便
是他内心孕育梦想的表露。从他
早年发表诗作，或多或少可管窥到
他内心的涌动与涟漪。

肖君有思，缜密的思辨和舒服
的语感逻辑，观照出他人生的历练
与思考的厚度。他爱思考与探索，
从自身从事的金融领地出发，竟搞
出了一本可以称作教科书级的《个
人征信评估》专著。

肖君看似沉郁，其实却是个乐
观的人。这乐观的源头在于他人
生的悟达。少时，家境的贫寒使他
显“闷”，但学生时代的“学而优”又
让他信心满满，但与人初识之时，
又不免留下几分高冷孤傲印象。
我很理解他的这种心绪与心境，因
为我懂他。我俩聊天，总有聊不完
的话题。或相互打趣，或互换心
绪，可谓神吹海聊，天文地理，无所
不及。我们是好友，后来他在宁
波，只要回到宁海老家，总会打个
电话给我。只要有空，我也总往他
家里赶。

肖君从不自艾自怨，也不喜形
于色，总在心中守持那份淡定、笃
定和从容，对我来说，他是一位好
友，也是一位良师。

肖成华印象记肖成华印象记

应敏明

一件古玩，以超乎想象的便宜
价格买下来，这叫捡漏。古玩行里，
捡漏的故事满天飞，一个故事被放
大着，改变着，给人的错觉是，处处
都有漏捡。但真实情况是，古玩捡
漏是非常小概率的事。

我收藏古玩有二十多年了，吃
过亏，也算捡过漏。比如有次，我遇
上了同样纹饰的一只永乐暗刻云凤
甜白碗和一只云凤青花碗，当时许
多人都说是新仿的，但我看着有旧
感，就以比较低的价格买了。随后，
我拿着碗去给在上海古玩城开古玩
店的香港古玩商马先生看，马先生
算是我的古玩师傅，当年年过五旬，
嗜鼻烟，讲话慢声细语，性情不温不
火，是老古玩商人的面貌。他十几
岁就在香港古玩店学生意，见多识
广，眼力好。我那只碗他一上手，便
面露惊喜，说，难得，难得，这是“开
门”的永乐本年官窑。后来这两只
碗，一只卖了，另一只至今仍是我瓷
器收藏中的“压箱宝”。这个例子，
我说的是捡漏，其实更想说的是知
识和技术储备的重要性，捡漏的机
会是给有准备的人留着的。知识主
要指历史知识和古玩知识。任何古
玩都有历史背景，比如斗彩鸡缸杯

出自成化，青花数元青花，永宣青花
为佳，粉彩瓷则是雍正最好，等等。
许多人问我，怎样鉴别古玩的真
伪？其实这个问题说简单就简单，
说难就难。在很多人眼中，各个时
代的瓷器看着都几乎一样，但在内
行眼里，却是千差万别。就好比万
人广场中，每个人都是一个鼻子两
个眼睛，但为什么你能从中一眼辨
别出你的亲人呢？这就是你对亲人
的熟悉程度决定的。鉴赏古玩同样
如此，没有捷径，唯一个熟字。烂熟
于心了，鉴别也就容易了。

玩古玩和从事其它艺术工作一
样，这种活除了要有点天生的喜好
和敏感度，还要有物缘。冥冥之中
人和器物，是有缘分的，你在找它，
它也在等你，我常常能感觉到这种
奇妙的存在。我自认物缘就不错。
九十年代中期的一次，我曾以不高
的价格从宁波一户人家买回四箱清
代名人字画，有何绍基、翁同酥、王
文治、杨守敬、陆润庠、袁寒云等大
名头，都是原装原裱，轴头贴有荣宝
斋的价格标签。还有二张清代红木
桌子，一只红木匣子装的钧瓷梅
瓶。说来也巧，当时正逢马未都先
生正在收藏家何晓道先生的艺术馆
宁海东园，我就拿去请马先生再给
掌个眼，寒暄几句，马先生上手看了

一下，说，这是明代钧瓷，在民国时
可换几十只晚清官窑碗。印象中的
马先生眼睛小，言谈机智幽默，不同
凡响。当年，我还低价买进一张潘
天寿先生早期的画，一棵梅花，枝头
上有只鸟。我送到上海田林路鉴赏
家童衍方先生家，请童先生鉴别，童
先生打开卷面看了三分之一，就兴
奋地说，这是潘先生的真迹，随后欣
赏了全貌，并为此题跋：此画乃潘天
寿先生早期的精妙之作，云云。这
也是我首次去童先生家，记得童先
生客厅横披是伊秉绶的字，隶书：月
华洞庭水，兰气潇湘烟。还挂着金
农和吴昌硕的对子。类似以上的故
事还有，可惜当年我不太识货，加上
资金单薄，有些留着，有些散去了，
今天想想有点可惜。不过，聚散皆
是缘。

不可否认捡漏在古玩界是客观
存在的，有知识技术的漏，有缘分
的漏，有时间的漏（早年古玩便宜
现在都涨得很高了），空间的漏
（地区的差异），但我反对“抱着捡
漏的心态”玩古玩。一天到晚想着
今天买到宋代汝窑，明天收到元青
花，后天来把明代黄花梨椅子，这
是自欺又欺人，是很可悲的。捡漏
和“吃药”（买到假货）还有着因
果循环的关系，老是想捡漏那就一

定会“吃药”。捡漏还是个有人欢
喜有人愁的事，隐含着一定的道德
风险。当然，古玩没漏子，这古玩
江湖就会少些神秘感。

话又说回到今天，今天信息极
为发达，不像过去信息闭塞，捡漏
还是有概率的，现在捡漏的机会少
之又少，甚至可谓“天下无漏”。
举个例子，上个月，我一位常年在
欧洲淘宝的古玩朋友跟我说，他在
英国偏僻小镇的一个小拍预展上，
看见一件雍正仿宣德青花牵牛花倭
角瓶，底款是大清雍正年制，底价
二万英磅。他说得有点兴奋，也期
待能捡个漏。哪知，不久他告诉
我，这瓶子拍了，拍了 69.4 万英
磅，他举到35万英磅放弃了，言语
中满是沮丧。其实，这是常态，今
天无论大拍小拍就算是无底价的拍
品，只要东西好，都有可能拍上个
百万千万人民币，拍个好价格。

人生能收藏是件美事，但收藏
家更多的应该看到的不是钱，而是
享受收藏古玩这种生活方式和古物
背后的文化，这才是收藏真正的意
义所在。

捡漏捡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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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满鲜花的山岗 （一草堂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