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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火

致逝去的梦幻童年
五五月枇杷黄

在我儿时，老家门前有两棵枇杷树。
那两棵枇杷树是祖母栽种的。当年
祖父有哮喘病，常年咳嗽不止。乡下药店
极少有“枇杷止咳糖浆”之类的药物，其
实即使有，也未必买得起。为让祖父喝上
碗枇杷叶汤，祖母当了陪嫁的银手镯，托
人从江南带回两棵优质的枇杷树苗。
树苗进了门，祖母用铁锹挖了塘，放
入猪脚粪，把树苗小心翼翼栽下。平日
里，两位老人有事沒事总绕着小树转，给
它们松土、剪枝、治虫。寒冬腊月，祖母给
枇杷树裹上稻草，防止小树受冻。枇杷花开，一簇簇，
一串串，聚满了枝头。祖父站在矮梯上用剪刀剪修，毎
簇只留下三、四朵齐整的花。祖父说：好花才能结好
果。在两个老人的照料下，小树越长越高，越长越粗，
错落有致的树枝向四周舒展，如盖的树冠遮住了屋前
菜地。当年我约同学来我家玩，总说上句：门口长着两
棵枇杷树的就是我家，那两棵枇杷树俨然成了我家的
象征。
枇杷秋日养蕾，冬令开花，春来结子，夏初成熟。
端午前后，蛋黄色龙眼大小的果实隐藏在绿色宽大的
叶片里，缀满树梢，压弯枝头，也醉在我心头。放学回
来我常爬上树去，扒开一片片油亮的叶子，从上到下
数数将要成熟的枇杷。有时偷偷摘一个，咬一口，尽管
有些酸涩，但仍是满满的幸福的味道。滑下时还顺手
摘了几片叶子当扇子摇摇。祖母见了就发急，跺着小
脚喴“快下来，当心跌断腿。
”
几日南风，午后的空气浮动着几分燥热。枝繁叶
茂的枇杷树厚重蓊郁，伸展开的树枝挡住灼人阳光。
祖父坐在树荫下巴嗒巴嗒地抽烟，安详的神态让我觉
得世上再也没有比抽烟更惬意的事。他给我讲了许多
故事，神鬼的、人事的。我一直认为，是祖父开启我对
故事和文字的迷恋。祖母仰头看着枇杷树，嘴里念叨：
今年又开许多花，该可结不少的果，你老头子和孩子
有的吃了。我们兄妹齐了就在树下玩土棋子，有时在
树根附近挖个小坑，撒上些秕谷，用削好的苇篾支起
小竹匾，等待偷来抢占我们玩耍地方的麻雀、白头翁、
黄莺鸟。鸟们馋嘴，跳进小坑，碰动苇蔑后，被落下的
小竹匾扣牢……
麦子成熟，枇杷跟着黄起来，金灿灿的挂满枝头，
给全家带来沉甸甸的喜悦。在祖母指挥下我们兄弟倆
爬上了枝桠，跨坐在最粗壮的那枝，笑得合不拢嘴。馋
嘴的我努力伸展手臂，摘下远处硕大的一个。撕去那
黄薄的“外衣”，果肉晶莹剔透，双唇一抿，琼浆四溢，
满嘴满手都是甜甜的香。盛果篮子吊在树上，不停地
递上传下，祖母站在树下叮嘱我们轻摘轻放，因表面
留下伤痕，会影响品相，也容易腐烂。
枇杷花和枇杷叶都是止咳润肺的中药。枇杷花在
中医上叫作“冬花”。霜打后的枇杷叶药效最佳。霜降
之后，祖母摘了枇杷叶，刷净叶背上的绒毛后藏着。冬
天，队里有人受了寒气，咳嗽不止，常会到我家拿些枇
杷叶，加点红糖熬水喝，连喝三天，晚上出了一身汗，
人就轻松许多。
摘下的枇杷，祖母先是这家十个那家八个地送，
邻家孩子眉开眼笑的乐。其余存放在小竹筺里，每天
分配几个给我们，而祖母几乎碰也不碰。我挑了二个
个大的给祖母吃，祖母温柔地抚摸着我的头，笑着说：
“亲婆怕酸，亲婆不吃。”当时的我真不懂事，竟心安理
得吃光了那二个枇杷。
那个年代，苹果、鸭梨、香蕉之类水果，乡下孩子
只在课本上认识，孩子眼里，咬在口中“咔嚓”作响的
便是水果，比如菜瓜、芦穄、白萝卜。祖母用竹篮挎着
金黄的枇杷，挪动着小脚到树头去售卖。我考取了初
中，父亲把缸底里的玉米籽全倒出来，还不够拿去报
个名。祖母将卖枇杷积攒下来的钱拿了出来，才凑齐
了上学的费用。
冬去春来，花开花落。五月枇杷黄的时候，久病的
祖父坐在院中，静观最后的时光慢慢流走。已神志不
清的他，突然张口说：
“枇杷熟了吗？我想吃个枇杷。”
祖母立刻摘下一个大的，喂入祖父口中。牙齿所剩无
几的祖父先是被酸得流出了几滴眼泪，而后甜的余味
让笑容在他布满皱纹的脸庞上渐渐绽放开来。
在祖父走后的笫二年，家中翻建老屋，父亲想挖
掉枇杷树。祖母说：留下吧，果子熟了，孩子们吃上几
个，也可换些油盐钱。
其后几年，毎到夏天，祖母总坐在枇杷树下，叠纸
钱。那是祖父忌日时烧给祖父的。她一边叠纸钱，一边
仰头看枇杷树。嘴中喃喃自语：今年又开许多花，该可
结不少的果，你老头子和孩子有的吃了。说着，说着，
她的眼角里闪出了泪花。
我有个头痛脑热的，祖母将一碗生米裏扎在头巾
里，倒扣在灶沿上，嘴里念念有词。笫二天凌晨出来观
察，见缺米一角在南边，是枇杷树的方向。祖母会开心
地说：没事了，是你公公喜欢你，摸了一下你的头。然
后，就在枇杷树下烧了些纸钱。说来也怪，隔日我准又
欢蹦乱跳了。那时对另一世界，我是深信不疑的。总觉
得祖父在那个世界里活着，一如生前地忙碌着。有空
了，他还会回来坐在树荫下“巴嗒巴嗒”地抽烟。还来
看看我，
摸摸我的头。
我刚进高中的时候，正值十年动乱最狂热的时
期。有一星期六我放学回家，留有许多美好故事的两
棵枇杷树没有了，只见七零八落的树枝、树叶犹如老
树的眼泪，洒落一地，原先枇杷树毅然挺立的地方只
是两个毫无生气的树根。听祖母说，村里的果树大多
被当成资本主义尾巴给砍掉了。同时遭劫的还有我家
屋后的那片小竹园。那天，我看到祖母边整理杂乱的
树枝，
边无声地抹泪。
人与树的关系总是那样地紧密相连，又是那样地
息息相关。在没了枇杷树的笫二个年头，祖母面容一
天比一天消瘦，体力一天不如一天，常静静地坐在枇
杷树的树根上，呆滞的目光望着遥远的天空和曾经热
闹的小院。也在五月枇杷黄的时候，身心疲惫的祖母
病了，
倒在床上，再没有醒来。

童年是人生里最宝贵的一笔财富！漫漫长途，得
意的时候想起童年，神思飞扬，倍加珍惜那一路走来
的阳光和鲜花；困厄的时候想起童年，怅然无绪，深深
地沉浸在美好的童年梦幻中……无论是怎样的心情，
总想在童年记忆里逗留一下，汲取前进的动力，或是
寻求一时的安慰。
春日清晨，上班途经实验小学，正逢上课铃响，铃
声恰是舒曼的《梦幻曲》，自然而然地想起了自己的童
年，也想起了儿子的童年（他上的就是实验小学），如
今儿子已上大学，而我华发已生，那美好的童年早已
如梦似幻。平淡如我，回望童年，也会泛起一缕无法言
说的心绪，且都已由这首《梦幻曲》穷尽了表达。
《梦幻曲》为钢琴套曲《童年情景》中的一首，舒曼
曾对克拉拉这样说道：
“由于回忆起你的童年时代，我
在维也纳写下了这部作品……每当弹起这部作品，孩
提时代的许多情景便在脑海中苏醒……”
1838 年，正是舒曼对克拉拉的恋情如火如荼的
时候，也是在创作上激情勃发的时代，他写下了著名
的《童年情景》。一年前，舒曼与克拉拉私定终身。坚定
支持舒曼走向音乐之路的维克老师，强烈反对舒曼与
女儿克拉拉的恋情，他怕恋爱毁掉女儿的远大前程。
也就是在这一年的 9 月，莱比锡法院收到了一纸诉
状：舒曼与克拉拉要求结为夫妻。一年后，这桩音乐史
上著名的诉讼案有了结果，有情人终成眷属。但直到
1843 年圣诞节，维克看到女婿成果斐然，而且小两口
有了孩子，才真诚和解，一家人得以团圆。
虽然舒曼比克拉拉大了 9 岁，但他寄住在维克老
师的家里，经常与克拉拉一起练琴（甚至是钢琴四手
连弹）、读书、郊游，舒曼每写出新的钢琴小品，就由克
拉拉试奏。日久生情，多年的相处使舒曼与克拉拉结
成兄妹般的友谊，而且这种友谊渐渐萌发了爱情，也
变成了舒曼创作钢琴套曲《童年情景》的原始素材。
循着克拉拉的童年印象而起，钢琴套曲《童年情
景》惟妙惟肖地描绘了天真烂漫的童年生活，
流露出一
份质朴纯真的童趣。
聆听这部作品，
你会从上下快速跳
跃的旋律里联想起“捉迷藏”的情景，会从既规矩又呆
板的节奏中猜测一下孩子心中的“重要事件”，会从蹦
蹦跳跳的琴声中感受“骑木马”的快乐，会从忽快忽慢
的乐曲中体会儿时听到鬼怪故事时的
“惊吓”
心情……
13 首乐曲中，
唯有这首《梦幻曲》带给人一种别样的成
熟感，
清淡的琴声中弥漫着一片无以言说的浓情。
《梦幻曲》处于套曲的中心位置（第七首），乐曲用
单主题三部曲式写成。
那柔情的旋律一出现，
便给人以
深沉之感，
像是对童年生活无意间的一个回眸，
一下子
感觉了甜蜜温馨，
却如梦幻一般的不可捉摸。
第二段在
曲调风格上的微妙变化，
让人觉察到情感的递进，
像是
要在甜美的梦境中抓住什么，但什么也没有……逝者
如斯。旋律回到最初，变得更为深情，那是对逝去的美
好童年的挽留，
又是对绚烂的爱情之花的热望。
舒曼表示过，
《童年情景》的标题是后来才取的，
当然，这个标题只不过是为了便于演奏和理解而已。
聆听这部作品，对照着一个个标题，你会自然地发出
会心一笑，而当《梦幻曲》的熟悉旋律掠过时，你也定
会感慨万分。因为这首曲子太美了，所以《梦幻曲》被
改编成了不少器乐独奏曲目，大提琴的醇厚婉约，小
提琴的温柔浪漫，长笛的空灵飘逸，二胡的缠绵悱恻
……各美其美，你会在你喜欢的《梦幻曲》中回忆、沉
思、向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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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言考究

“见先”的“见”的本字
徐乃为
启东方言中，有常用的“‘见’先”一词，说的是一
种不好的品质，就是“占人家便宜”
“贪他人小利”的不
良品质。
可见，
“见”犹
“占”
。
这个
“见”字，还出现在以下语境中：
1.恶人霸占别人的妻子，启东方言中为“‘见’人
家娘子”
。
2.妻子遭受夫家的嫌弃，甚至要“休还娘家”，这
个弱女子作如此抗争：
“ 我是认准了你们家的了！活
着，
‘见’
你们一只台角；死了，
‘见’
你们一只田角。
”
例 1 中，
“见”，就是
“占”的意思。例 2 的意思是，活
着的时候坐在你家的台上吃饭，死了以后，埋在你家
祖坟。
“见”也是
“占”的意思。
这里的“占”，不是用同义词去解释“见”的含义；
实际上，
“见”就是
“占”的音变。
让我们把“占（zhan）”与“见（jian ）”的声母、韵
母的关系稍作比较分析。先说韵母，关于“an”与“ian”
之间，我们知道，凡是韵母与“j”拼读，
“an”就读如
“ian”
。
而声母“zh”演变为“j”，是声母演变的一种规律。
请见下表：

普通话
皱
（zhou）纹
这
（zhe）个
地轴
（zhou）
指
（zhi）头
脚趾
（zhi）头

其一，如果某一个人的言行举止有什么不当，不
合常理须改进（改正），于是周围的亲朋好友都会出
来好言规劝或提出中肯的批评和建议。可是这个人
就是听不进，不仅不接受，而且还固执己见，我行我
素。这时有人就看不下去了，忍耐不住了，站出来朝
着这个人一顿臭骂，激动时，甚至要上前煽几个耳
光。这一回，这个人不但没有回嘴，还真顺过来了，乖
乖地按照大家先前的意思行事。于是大家就说这种
行为和这种品行的人是“寿”
“ 寿头”，相当于另一句
俗话叫做
“敬酒勿吃要吃罚酒”
。
其二，天气很冷，某人却穿很少的衣服，说他不
怕冷，他却专找避风且向阳的地方停留，别人劝他多
加点衣服他却不听，于是人们见这个人被冻得直哆
嗦而又不愿意添衣服，就说：
“ 你这个人这么寿”
“是
寿头。
”
其三，在酒席台上，菜肴十分丰盛，主人十分殷
勤热情，劝酒劝菜，请客人们吃好喝好，客人们也放
开量尽兴享用。可某人却一直客气，喝得很少，也不
怎么夹菜。快散席的时候，主人再一次来敬大家的
酒，要大家多吃些、多喝些，这个人一再说自己吃饱
了，喝醉了。于是酒席散去，这个人又主动帮忙收拾，
在收拾残菜的过程中，趁主人不在时，又偷偷地喝了
一杯酒，还吃了几块肉。对这种装客气、假客气、过分
客气的德性，沙地人也斥之为
“寿”
“寿头”
。
其四，几个人一起出游，大家都靠右边走，他却
偏走路的左边；大家都走大路，他却偏走高低不平的
小道。到了商场，大家都进去看看，见到有合适的东
西买一点，他却坚持不进去，还说不准备买什么东
西。等大家都从商店里出来继续往前走了，却不见他
人影了，于是只好等，几个人还分头去找。过了一会
儿见他从商场出来，并买了一条牙膏，还买了一双凉
鞋。到了晌午的时候，大家都说饿了买点东西吃，他
却说一点也不饿，不想吃，过了一会儿，他却到路边
的小摊上买了个烧饼吃起来。回家的路上，公共汽车
进加油站，司机招呼大家可以去洗手间，大家都去
了，唯独他不去，可汽车刚上高速，他却提出要方便，
车子只好紧急临时停靠路边。人们对这个人的这种
不合群、不识事务的德性，也斥之为
“寿”
“寿头”
。
至于寿头寿脑，
则言
“寿”
之极，
即寿得很。
需指出的是，沙地话中的“寿”还是一句骂人的
话，
“ 寿头”即“寿数到头了”，言寿尽要死了。
“ 寿头”
即
“死人”
，咒人要死了。

●

东疆掠影

陈建平

蚕豆情缘

寿头
老钟
沙地方言中的“寿”
“ 寿头寿脑”有着特别的含义
和指向。在普通话中究竟是什么意思，几句话还真难
表达清楚，更找不到合适的词来“翻译”，只能在一定
的语言环境和应用实例中加以感悟。据笔者观察，大
体有这样几种语境和指向。

●

星期诗汇

南黄海的风，
用乡音喊来春天
唐诀心

蚕豆年年有，年年被追捧。蚕豆新鲜美味，土生
土长，从田头上餐桌三十分钟即可。也只有我们家乡
长江大海孕育的沙地生长的最好。
小时候是个物资匮乏的年代，父母亲用勤劳的
双手在宅前屋后种上一些，才能千方百计让我们吃
上一顿炒青蚕豆。虽然不像现在一样开怀，只是浅尝
辄止，可是那种美味是刻骨铭心的。我们众多的兄弟
姐妹是农家子弟，儿时随着父母在田地摸爬滚打长
大，蚕豆是儿时的伙伴。春天来了，历经寒冬风霜雨
雪的蚕豆，开始返青抽枝，生发新叶 ，这时候我们开
始寻寻觅觅，拢着蚕豆枝，一棵棵仔细寻找蚕豆耳
朵，它是有别于大多数蚕豆叶，是一种叶柄处连着的
小叶，呈喇叭状，极为罕见。听大人们讲，谁找到它，
长大了会耳聪目明，一生顺顺利利。有时会真正找
到，我们便会欣喜若狂，奔走相告，幸福满满的。随着
天气日渐湿润，蚕豆很快繁花朵朵，花像极了蝴蝶，
底部紫色向上晕开，其中点厾出大比例黑斑，凑近她
一股清香沁人肺腑，有时会情不自禁摘下几朵，会挨
大人骂的。长大了我们兄弟姐妹天南海北，各奔东
西。到了吃蚕豆的季节，有机会在煲电话或微信时聊
起它，
激动之意溢于言表，声调为之倾情。
蚕豆，家乡人又叫寒豆，大概是经历寒冬的洗
礼，家乡人给与的形象称谓。蚕豆应该是历经寒冬煎
熬，方得花香味美。而鲁迅在《社戏》中名其曰：罗汉
豆。是钱塘江及杭州湾沙地孕育而成。无独有偶，同
样的地域文化孕育的美味。难怪先生朝花夕拾时还
不忘蚕豆美味，因此也不忘乡村小伙伴的情谊。蚕豆
早年随家乡拓荒者一起在江海这块沙地一代代繁衍
生长。家乡俗话：一熟蚕豆一熟麦，种来头发胡子雪
雪白。不仅赞美了蚕豆带给家乡人民温饱，也歌颂了
家乡人民勤劳、奉献的精神。蚕豆还在家乡历史上有
着创造国家外汇的浓墨重彩的一笔。五十年代至七
十年代，由于西方国家的经济封锁，国家缺乏外汇储
备，而国际市场需要蚕豆，家乡人民勒紧裤腰带，把
蚕豆全数上缴国家出口，争取外汇。这些我们这代人
记忆犹新，温饱之余，
尚不敢忘怀。
蚕豆的鲜美不仅仅是本身，更多的是一种情结，
一种亲情乡愁，
或凝重或醇香。

一两声惊雷炸开，三五道闪电穿越
春天，
就在一棵桃树上
被南黄海的大风，狠狠地吹出
一朵一朵梦境，
发芽，开花了
在江海平原上，
我爱大风横行
像爱我有血缘的亲人
刮得重一点，
轻一点，都没有关系
怒吼也好，低吟也好，长啸一声
直接从我的内心，刮出了一匹野马
春天就在原野上飞驰
每一个蹄印里，
都有绿潮汹涌
这是南黄海，
春天的海风
用乡音为我喊来整个春天
从长江口刮到黄海边，
从圆陀角
刮到茅家港，
大洋港，刮了五十多年了
这从我血液里刮出来的风
充满悲悯的情怀，像我第一次听见一样
喊着我的乳名，
温暖又亲切
大风刮着刮着，
曾经奔跑的人
像大风一样，
在时光里突然无影无踪了
大风喊着喊着，
四季迁移，
冷暖交替
亲人们，
像河岸边的芦苇
春来，
举起绿旗，
绿遍河沟、原野
秋来，
头顶着一团蓬松的月光，
慢慢都变老了
如今在远离故乡的地方，
这住在心底的大风
像无形的锯子，
拉锯着我久远的乡愁
有时候，
大风把人关在屋子里
不让出门远行，
听它猛兽一样发怒
鞭子一样抽打着无情的岁月
一颗心就被抽出一道道春天的血印

我多想拉住季节的手
张士达

启东方言
(jiou)纹
(jie)个
地(jue)
（jie）头
脚
（jie）头

再如，以“戋（jian）”为声旁的“盏（zhan）”的声母
为“zh”;而“笺（jian）”的声母为“j”,也说明了声母
“zh”与
“j”的对应关系。
以上例子中的
“见”字，就是
“占”字。

立即引来朋友们的好奇留言：古董乎？文物矣！在哪
儿？能买吗？
这颓废的庭院位于惠安老街的北端西侧，主人姓
陈。
“ 这是我祖上的，就剩这半只缸了，还有半只坏
了！”见我对那只寿缸产生兴趣，屋内走出一位长者，
幽幽地告诉我这寿缸的由来。
镇滨江临海，初建于清代道光年间，沿河而
筑，通江而兴，得地理和舟楫之利。《启东文史》 记
载，民国初期，惠安镇商户麇集，兴盛异常。如
今，老街上的人提起这些往事，满脸洋溢。可惜，
现在只有残存的三二家杂货店、铁匠铺还残喘着小
镇的几丝余脉。
据传，龚姓、陈姓，是惠安镇的开埠人家。我
想，这皈依佛门的陈姓老人定然是个吃素念斋的慈
祥老人。也许是位循循善诱的教书先生，也许是位
乐善好施的商业主，或许是一位悬壶济世的中医郎
中……他在世时就已选定了自己的圆寂方式，用沙
船从外地将这只寿缸运回小镇。他的圆寂一定是镇
上一件庄重而热闹之事。在悦耳的诵经声中，众人
将他的肉身盘坐于寿缸之中，再择日将上半只寿缸
合上、密封，抬入陈家祖坟。之后，历经动乱战
火、文革、乡村墓葬改革……寿缸易地迁徙，最终
颠簸折磨得缸碎分离，仅存如今的上半只残缸。陈氏
后人，自然不忍舍弃，痛惜地将那半只残缸搬回家
中，置于庭园墙根挂花树下，以示怀念。
人生无常，佛缘常在。十多年前，一位俗称“铲地
皮”的古董商贩告诉我，他们曾常年在崇明和启海地
区，进村走户，搜寻“寿缸“，价格不菲，贩卖到东南亚
等国家。这只惠安寿缸，如果不是残缺，也许早已被
“贩走”到异国他乡了。
在佛教看来，永离一切烦恼生死谓之“寂”；具足
一切福德智慧称之“圆”。沙地启东，历史短暂，但百业
兴盛，人文昌达，与佛教融入民性密切相关。
“阿弥陀
佛”是百姓口头熟语；
“做好事”是向善沙民的日常行
为。否则，启东为何佛教大市、
“中国好人”榜总有人物
出现？
寿缸虽残犹存，
见证了惠安沧桑和沙地文明。

●

灯下漫笔

陆欣

惠安寿缸
阳春三月，随作协同仁踏访惠安镇老街，意外遇
见了一种沙地文物——寿缸。在这偏僻的乡间小镇，
居然还有这种老古董，怎能不让人惊喜万分？
寿缸废弃在庭院墙跟，缸体基色赫红，主色黄
釉，缸身一个大大的“佛”字，书法飘逸遒劲，分
外醒目。其周遭都是断砖碎瓦，青苔斑斑。一棵枝
枯叶翠的桂花与之掩映。这情景恰如一幅宁静的风
俗画，令人感动。我随手拍下，发送微信圈分享，

凌晨，
大风与大雨组成的联合部队
锁定南黄海边，
长江北岸狂轰滥炸
雨借风势，风借雨威，真牛
把大地的肌肤，
一寸寸浸泡发白
只见田野上，
花生卷缩着瑟瑟颤抖
黄豆叶损枝残，
垂头丧气
水稻东摇西摆，
一直低着头
门前的花木也站立不稳
仿佛喝醉了酒
“一场秋雨一场寒，
十场秋雨不穿单”
眼看季节转身，
收起温柔
一米米走向冬天，听北风呼啸
看霜花满地或飞雪漫天
而我多想拉住季节的手
留下金秋
心里千呼万唤
秋季啊，
请不要走
可是
岁月太匆匆，
时光如水流
白云啊，
我别无他求
只托你捎去对大雁的问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