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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近记忆 杨谷森

●
聆听古典 木火

●
方言考究

●
星期诗汇 张士达

●
灯下漫笔 王珉

送春春去几时回
花非花，雾非雾。
夜半来，天明去。
来如春梦几多时？
去似朝云无觅处。
对于白居易的这首诗是再熟悉也不过了，对于

《花非花》的旋律也是烂熟于心。记得是在高中时从同
桌那里学会了这首歌，却不知道谁作的曲，以为古已
有之，更不解歌中滋味。慢慢参悟诗意，不觉已过半
生。世事短如春梦，方才记得春暖花开，眼前却见落花
满地，春去春又来，花已不是记忆中的花。

某日听曲，惊闻天籁——古筝清丽淡雅，二胡温
柔缠绵，这一首《花非花》竟被演绎得如此超逸，听得
我如痴如醉，熟悉的旋律，不一样的感受。其实我不太
喜欢二胡，凄凄惨惨，呜呜咽咽，听了让人不知所措，
就像见了一个不幸的人，不知道如何安慰才好。可在
这首乐曲里，二胡竟如大提琴般地沉静柔和，加上钢
琴、古筝的伴衬，丝丝怅惘恍如缕缕青烟袅袅飘散。花
非花，雾非雾，不悲不喜，不垢不净，心生一片空性。

作这乐曲的是黄自，国人并不熟悉的一个名字。
但他是中国近现代第一位专业作曲家，1929年耶鲁
大学音乐学院毕业时，他创作的《怀旧》在学院演出，
其堪称中国交响乐作品的开山之作，而他在上海国立
音乐专科学校带出的四大弟子赫赫有名：贺绿汀、陈
田鹤、江定仙、刘雪庵。

最能代表黄自创作成就的是艺术歌曲，创作于
20世纪30年代，其中5首取材于古诗词，分别是：《花
非花》（白居易诗）、《下江陵》（李白诗）、《点绛唇》（王
灼词）、《南乡子》（辛弃疾词）、《卜算子》（苏轼词）。那
个年代，政局动荡不安，社会矛盾尖锐，经济秩序混
乱，人民生活疾苦。从古诗词中挖掘音乐素材，作曲家
似在逃避现实，又似在向往美好生活，无奈春梦随云
散，飞花逐水流，怎不令人感慨？

将艺术歌曲改编为器乐曲，《花非花》褪去了一份
凝重感，舒缓的旋律，淡雅的和声，尽显轻盈飘逸，让
人沉醉于太虚幻境。钢琴的引子，琶音串串，烘托出恬
静朦胧之意境。二胡奏出淳朴的五声音阶旋律，那是
唐代《清平调》的古风，稍显沙哑的乐声，透出一片真
挚深重之情。愁思转瞬即逝，古筝在高音区奏出这段
旋律，宛如御风而行，遨游云端，风景飘渺不定，思绪
游离若丝。随之清丽的钢琴与凝滞的二胡交错翻飞，
一段复调音乐愈显缠绵。待二胡婉转，古筝轻弹，如一
股浓情倾泄而出，诉尽沧桑。最后留下余音袅袅，复归
平淡素雅，萦绕在你的耳畔，回荡在你的心间。

那不是“但目送、芳尘去”的悲情，也不是“流水落
花春去也”的伤怀，白居易的《花非花》算是
一首朦胧诗，黄自的《花非花》则是一首空灵
的歌。点滴相思，飘忽而过，梦醒花飞，身在
尘世之外……暂问，送春春去几时回？

“哈特唬”本字与民俗
徐乃为

电脑网络中有《启东方言集锦》之类的方言资料，
列第一条的是“哈特唬”，后边有释义：意思是不可能
发生的事情他还在那边吹。此是记音词，作为地道的
启东人，本人自然知道此词的读音与含义，自是心有
意会而又忍俊不禁。

方言词，可用方言记音与普通话记音，此普通话
记音。启东人都知道，打头的“哈”的本字是“吓”，方言
读音是入声字，普通话中入声音已消失，无从记音；又
怕方言外朋友读普通话音“xia”;因此用近似音“哈
（ha）”作记音。启东话中“吓”与上海话读音同，《上海
话大辞典》记作hak,k表示入声。“唬”字，是写手从

“吓唬”一词联想而来。其实，此词可记作“吓特火”，意
思是“吓特魂”，让我们列出此词的变形与其他用法，
并说出一段民间风俗。

1.伊这毛病，糊里糊涂的，像“吓特火（唬，即魂）”
的样子。

2.你大呼小叫的，把我“火（唬，即魂）”也吓特了。
3.昨天夜里，伊屋里帮伊“叫火（唬，即魂）”个。
4.你喊（hái）来像“叫火（唬，即魂）”，把人都吓

煞特了。
这四句里边筛选出两个关键词“吓特火”，与“叫

火”。这两词语是相关的。
“吓特火”是一种病状，本指受到极大的惊吓而

“丧魂落魄”的病状；也指精神迷糊、魂不守舍的状
态。“叫火”，就是招回他丧落了的“魂魄”。这“叫
火”，其实就是“叫魂”，也就是“招魂”；“叫火”
与“叫魂”、“招魂”同义，以下是《古代汉语大辞
典》对“招魂”的解释：

一、招死者之魂。《仪礼·士丧礼》“复者一人”郑玄
注：“复者，有司招魂复魄也。”（《长恨歌》描写有唐玄
宗招杨贵妃死后魂之事。）二、招生者之魂。《楚辞》有
《招魂》篇，汉王逸《题解》：“《招魂》者，宋玉之所作也
…宋玉怜哀屈原，忠而斥弃，愁懑山泽，魂魄放佚，厥
命将落。故作《招魂》，欲以复其精神，延其年寿。”杜甫
《乾元中寓居同谷县作歌》之五“呜呼五歌兮歌正长，
魂招不来归故乡”仇兆鳌引《楚辞》朱熹注：“古人招魂
之礼，不专施于死者。公诗如‘剪纸招我魂’，‘老魂招
不得’，‘南方实有未招魂’，与此诗‘魂招不来归故乡
’，皆招生时之魂也，本王逸《<楚辞>注》。”世间小儿
病时或恐其失魂，每使人于室内或室外路旁呼之，谓
之叫魂，即招魂施于生者之义。

“招魂”的这两种义项均保存在启东的旧时风俗
中。其一，启东谓之“召（浊声母）魂”。如有人外出死
亡，尸体无归。家人则往离家的方向凭空用网从水中
田中捞出或鱼或虾或昆虫，即谓死者魂之所托；然后
加上死者衣冠，装在坛甏中，作衣冠塚。日常生活中，
有时找不到失落之物，比喻语便说“像在召魂”，或“召
啥老魂”。

今着重讲第二义，“招魂”即“谓之叫魂”，此即启
东民间的“叫火”，《海门方言志》也如此记音。但启东
风俗并不仅指上面引文说的“小儿”生病，成人生病亦
有“叫火”。尤其郑重其事的叫做“抱烟囱叫火”，一是
取其高，登高招远；而招魂者抱着屋顶上的烟囱，即是
抱着“火”了，可以引来亲人失落的“火（魂）了”；然后

童年的童年的““烧烤烧烤””
所谓“生不逢时”，于我恰如其分，我的童年正撞

上了三年困难时期。那年月，能塞得进嘴填得饱肚的
食物，实在是屈指可数。

然而童年毕竟是个天真烂漫的季节，再贫乏无趣
的日子也可以把它过得如花儿一样灿烂。长年累月的
忍饥挨饿，使幼小的心灵过早地催生出对摄取食物的
敏锐与贪婪。何为“饥不择食”？吾辈自有切肤之痛。而
童年的烧烤恐怕是我那苦难岁月中最难忘怀的“幸福
时光”了。

通向共产主义天堂的公共食堂，早已因没米下锅
而断了炊烟。就像嗷嗷待哺的雏鸟，母亲除了起早摸
黑的劳作，整天为我们兄妹仨的裹腹而绞尽脑汁。正
月刚过，饥荒来袭，若是用芥菜帮子能拌上少许豆渣
一煮，那便是一顿奢侈的美餐了。母亲偶尔从地角田
头拔回一大捧茅针（茅柴初春萌发的嫩芽，味甜可食）
供我们充饥；将玉米棒外壳放缸里沤泡数日，浸出的
些许淀粉，用来熬制糊汤，可安慰至少半个时辰的辘
辘饥肠。

忽一日，坐在灶口头学添柴烧火的我获得了一
个意外惊喜。一把黄豆秸杆塞进灶膛燃烧过程
中，竟发现有二个豆荚还剩有未脱落的三五粒黄
豆，星火烧烤中散发出一缕诱人的香味。我顿时
手忙脚乱把即将付之一炬的那几粒黄豆拨拉出灶
膛，顾不得沾着的薪火尘灰，赶紧往小嘴里一
塞，哇，满口的豆香！整个胃肠仿佛都欢腾雀跃
了起来！现在回想起来，那绝对是我人生中的第
一份“烧烤”！

从此，每每放学回家，除了挑羊草斩猪草，我的另
一份“兼职”是自告奋勇当个“火头军”。我像个“守株
待兔”的主，又像个忠于职守的海关缉私官员，以X射
线般的目光密切关注着塞进灶膛前秸杆上的任何一
粒可能残留的食物。比如花生秸上的干瘪颗粒、蚕豆
秸上的“漏网”豆荚……每有小小斩获，那种稍纵即逝
而历久弥新的口腹之欢，是今日山珍海味大餐盛宴之
乐所无可比拟的。

饥荒像条可怕的水蛇日复一日地缠绕着人们的
脖子，长期的营养不良，造就了一拨拨“浮肿病”人群。
我童年的“烧烤”营生也在苟延残喘、举步维艰。饥荒
的春季显得格外漫长格外春寒料峭。“面黄昏，粥半
夜，蕃瓜吃了一跺脚”；“麦子在场上，饿死在床上”，类
似这样描述饥荒惨状的启海方言顺口溜，就是在那个
痛苦不堪的年代学到的。

母亲白天从年前挖的地窖里掏出了一畚箕山芋
和芋艿，这可是咱全家熬到麦熟时节的最后一点留存
食物了。当晚烧的是棉花秸杆，星火正旺时，那一堆窝
在灶口头柴禾里的山芋芋艿，勾起了我的馋虫，我
拣个最小的山芋悄悄埋进了刚熄的星火里。对，趋
着空隙该把作业做完。谁知，一转一晃悠，竟把灶
膛里的烤山芋给忘了。待到晚上吹灯熄火上床睡觉
时，这才想起还有只烤山芋正在呼唤着我呢！可是
等待我的竟然近乎捶胸顿足的节奏。由于星火余温
旺盛，烤灼时间过长，一只仅小老鼠般大的山芋，
早已大半被烤成炭化！想想就此丢弃于心不甘，就
着昏暗的洋油盏灯光，我草草剥下些坚硬的外壳，
将那焦黑的炭状山芋胡乱吞下了肚。翌日母亲起得
早，发现了灶口的残局，一盘问是我的“杰作”，一大早
迎来了好一顿数落，我成了浪费食物的罪魁祸首！唉，
想想也真是罪过！

熬过了度日如年的春荒，一投进夏天的怀抱，黄
瓜、茄子、蕃茄等可资糊口的瓜果总算多了起来。我童
年的“烧烤”随之也多了些选项，趁着傍晚烧麦粥的
当口，悄悄潜入场头的玉米地里，手脚麻利地掰得
两颗青玉米棒子，回到灶口撕开壳子才发现，籽粒
尚欠饱满，用后来母亲的话这叫“煮蟹等不得红”。
没办法，既然被我腰斩了，总得食尽其用吧。将玉米
棒子顶于铁杆火棒尖端，一番烟熏火燎之后，两颗瘪
瘦的烤青玉米，让一起分享的我兄妹仨，吃得灰头土
脸，满口喷香。

那年月，说来你别不信，在我童年林林总总的“烧
烤”系列里，最上品、最能兑人口水的莫过于烤年糕和
烤蛋壳。大饥荒的日子总算熬过去了，逃过一劫的人
们似乎又看到了生的希望。与那些善于打理生活的农
家一样，小年夜时节，我家也蒸上了一笼年糕。在稀薄
的玉米粞粥里，能捞得一二片薄薄的糯玉米糕，狼吞
虎咽之际，心头便升腾起一丝无可名状的幸福感。然
而少不更事的我竟有点贪得无厌。又是烧火停歇的当
口，我偷得一小片年糕，往铁杆火棒上一搁，小心翼翼
地置于星火之上，只听得一阵吱吱作响，糕片随着水
分脱干，竟鼓起了串串气泡，片刻即食，焦黄脆爽，香
气扑鼻，余味无穷。

至于烤蛋壳，那纯粹是偶得之作。晚饭的小菜
是茄丝蛋汤，母亲将打完的一只鸡蛋壳随手往灶膛
里一丢。看火的我留意着火中的蛋壳，瞬间出现了
奇迹，原来那蛋壳里残存的蛋清，在灼热高温的作
用下，竟很快膨胀蒸发成厚厚的一坨蛋白。我赶紧
将那宝贝拨出灶膛，顾不得尚在滚烫中，用手指抠
出那一小撮烤蛋白，哦，啧啧，这岂不又是一道超
极棒的美食呀？！

鸡戳萝卜丝
老钟

沙地话中的“鸡戳萝卜丝”，是指两个人或几个
人在一起，背着大伙，或背着另外一帮人，窃窃私语，
鬼鬼崇崇，商量、议论着什么。而商量、议论的内容又
不便公开，甚至见不得人，上不了台面。那么，为什么管
这种行为、这种现象叫做“鸡戳萝卜丝”呢？原来，“鸡戳
萝卜丝”应为“鸡啄萝卜丝”，“戳”是“啄”的偕音。几只
鸡在一起啄萝卜丝，一边啄一边咯咯地叫唤，好像在说
什么悄悄话，说着什么让旁人听不见的话。也许有人
会说，鸡啄其它食物，如米啊、麦子啊、稻子啊，也会
有咯咯的叫唤声，何以偏要拿啄萝卜丝来说事呢？我
寻思，萝卜丝的“丝”正好与私下里的“私”偕音。因
此，鸡啄萝卜丝，就更有窃窃私语形象了。

由“社会人”
想到外婆

近日，“小猪佩奇”席卷各大社交网络平台，“社
会人”也成为流行词汇。暗黑与无厘头，幼稚与深沉，
相互交织的大龄卖萌“社会人”，让我联想起外婆，她
有种老顽童的乐天知命，也隐藏着大智若愚的境界。

外婆出生在鼓浪屿，有着与生俱来的贵族气质。
可后来，家族迁徙海外，她独留国内。婚后，她哺育五
子，经受历史磨炼，一直过着并不富裕、但勤劳简朴
的日子。“生活不相信眼泪，社会不同情弱者”。她有
个记人情账的笔记本，至理名言是：“社会人有社会
人的规矩，适者生存，才能适应社会！”

有一天，好奇心使然，我拿起端详，才发现笔记
本原来记着礼尚往来的东西和数目。譬如，亲戚送几
只鸡，朋友送几盒茶等。我诧异：有必要记这么清？她
说年纪大，记性不好，在社会混，最讲信用，口碑很重
要！古语“投之以桃报之以李”，记数字一是提醒要还
别人的情，更要有颗感恩的心，记住别人帮多少忙，
在能力范围内帮别人。在外婆的言传身教下，我的叔
叔，现任某市公安局党委委员，也谨记“滴水之恩”。
叔叔曾在微信对我说：你外婆说得对，人要知足感
恩。我这人很感恩的，不会在人家如日中天的时候感
激，没啥意思。曾经对我最好的领导现在正在坐牢，
但我每年都去看他，人要感恩，我走上这个位置没有
请客送礼，所以我感恩他！

某次，外婆的朋友请她帮忙筹备婚礼，碰巧她高
烧不退，但老顽童的她，坚称要去热闹地玩一玩，如
果不去，主人脸色不好看。毕竟，中国人婚礼讲风光
好攀比。外婆的表现，就像“小猪佩奇”的奶奶一样喜
欢收集旧物，帽子等心爱物品都不能丢。后来，朋友
知道外婆的事，甚为感动，在朋友圈夸赞外婆特讲礼
信！

外婆常教育我：社会不止黑和白，有些灰色地
带，比如包红包。亲戚孩子满月请客，只邀部分人。但
许是外婆热心，平常包的红包又多，邻居听说后不请
自来，还怪不给面子。无规矩不成社会人，社会人讲
究礼信。外婆口中的“社会人”，具有广泛的人脉，她
用人情账本构建的交际圈，由内而外延伸，总会收获
意外的温暖。

从毕业到工作，我深刻体会到人情冷暖，无可奈
何、毫无选择地走向社会。我用心学习外婆的好家
风，一点一滴感知世界。选择世故或人情坚守，我一
步步地走向“被社会化”过程，按社会模样规范自己。

“社会人”虽说是东北词，但衍化分为南北两派，从杜
月笙到山鸡哥，从象牙塔到工作岗位，从直播狂欢到
社会步的亚文化，世人用岁月体会社会的冷暖。“社
会”是把双刃剑，有正能量和负能量，应和社会“千人
一面”，你是什么样的人，就会遇到什么样的世界。

如今，我终于明了，外婆的人情账本只是形式，
关键是每个人心中要装着别人。外婆的点滴恩情，使
得亲朋好友和睦相处如沐春风。同样，她也赋予了底
层社会人某种庄重的意义，让人由衷钦佩她是位重
要的小人物！

留点时间给父母
小时候总以为我们的时间有好多，那个时候对

于时间的概念很茫然，于是我们可以肆无忌惮任意
挥霍。那时候每个人都希望过新年，因为一到除夕夜
我们就会有压岁钱有新衣服穿，于是激动得整晚睡
不着，那种感觉真的是美到全身。到了新年我们这一
辈的人成群结队一起去看电影，偶尔几个姐妹一起
的时候，我们的胆子大了和男生戏谑一下开个玩笑,
然后留下许多快乐的笑声。

我们盼望着快点长大，感受一下大人的威风，因
为当了大人偶尔可以呵斥孩子，而我们哪怕再不情
愿也得乖乖听话。到了青年时期我们会有很多梦想，
虽然有时候离那梦想很遥远，但想起来还是感觉美
滋滋。渐渐的长大后才发现我们有很多梦想不能实
现，有很多无奈和烦恼，而真正当了家有儿女后,经
历那种柴米油盐的日子和许多琐碎的事才发现原来
梦想和现实的差距，于是我们知道不能再依赖父母，
为了生活唯有努力不懈去奋斗，在孩子面前我们努
力做到最好，严肃认真来维护自己在孩子面前的那
份威严。

有时候真的自己觉得很好笑，因为我们心里的
那份童真还在，却偏偏要做出大人的样子。而那些样
子曾经都是父母的熏染下的自然而然。渐渐的我们
的孩子也长大成人有了他们自己的家，我们突然之
间感觉到了失落。

时间是把杀猪刀，刀刀催人老，我们的容颜多了
皱纹，我们的记忆开始下降，我们做事开始力不从
心，许多人这样形容：刚沐浴初升的朝阳，一转身一
忙碌时已手握黄昏。

确实如此，突然觉得时间那么短暂，回过头来发
现人生犹如一场梦，而这梦中几十年的时间只是转
眼一瞬，这时间快得让我们束手无策，我们还没好好
陪陪父母自己却也近暮年。此时此刻才知道做父母
的辛苦，上一辈子的人舍不得吃舍不得穿辛勤劳作
勤俭节约，到了老年种种病症缠身，于是盼星星盼月
亮的盼儿女们来看看陪陪，而我们这辈人老小两头
兼顾不周又各有各的事业，忙不过来，只能总是说等
有时间等有空了，可有时候发现身边的亲人等着等
着一转身不见了，于是留下许多遗憾。

有几句俗话说的好：对待贫穷的父母钱到为孝，
对待唠叨的父母聆听为孝，对待生病的父母陪伴为
孝，对待火爆的父母理解为孝。我们和父母的缘分有
时候经不起等待，我们都知道时光不老岁月依旧流
转，可我们已回不到当初的模样。望着年老的父母有
点辛酸，我想我们能否在余生多留点时间给父母，因
为不久的将来这也会是我们的期望！

●
灯下漫笔 陈娟拿着扫帚向远方一招一喊：“XXX归来呀”；病人的亲

人则应答“归来特”。这与词典的“叫魂”完全一致。六
十年前，笔者曾所亲历。先母曾久病迁延，邻居大妈
说，恐是“吓特火”了，建议“叫火”；晚上点香烛，兄长
举扫帚喊“母亲归来呀”，我们兄弟俱应“归来特”，忆
之而令人酸鼻。因此，《启东方言集锦》中的“哈特唬
（虎）”，当写成“吓特火”，本义是“吓特魂”。

至于启东方言为何由此音变，本人认为：首先是
“火”与“魂”声母相同，均是“h”。然而，“魂”与“浑、
混、溷、昏”同音，而“吓特魂”正是神志“浑、混、溷、
昏”的情状，本是去“浑、混、溷、昏”而恢复“清醒明
白”，因此，不宜用“魂”之“浑、混、溷、昏”音，而以一
音之转，去掉尾音“n”,成“火”字；而“火”则是去“昏
暗”而成“明亮”者，合于语境。而“抱烟囱叫火”式的

“招魂”，正是中国文化中的“医巫不分家”与“医者意
也”的曲折的反映。

总之，“哈特唬”的本字是“吓特火（魂）”。而“吓
掉魂”指神志不正常，常说“胡话”，才有“不可能发生
的事情他还在那边吹”的释义；当然，其释义与本义
相距甚远。

另外，需要指出的是，“魂”本音之字，在启东方
言中仍有使用。如“吓来魂舍（音啥）也落特”，“魂舍”
是“魂不守舍”的缩词；也是吓得丧魂落魄的意思。

立 夏
风，温柔的手指
轻轻点开大自然的屏幕
节气的背后，立夏以热情奔放的姿态
一下子跨上前台
春季知趣地隐身而去
默默等待下一轮时唤它归来

立夏后的青葱时光里
白头翁、戴胜、麻雀、斑鸠……
所有的鸟儿，谁也不会轻易错过
都在自由恋爱，争相生儿育女
蜻蜓、蝴蝶不甘寂寞，舞动双翅
煽出风和日丽，繁花似锦
庄稼有序地发表绿色的宣言
发芽、探头、放叶或拔节都按部就班
油菜、蚕豆、麦子一寸寸走向成熟

立夏，也是诗人挥霍的时节
斗蛋的游戏，已成遥远的回忆
在模糊与清晰间交替
夜晚，看闪烁的群星
听起伏的蛙声
白天，观摇曳的绿叶
嗅吐芳的鲜花
我把意象酿成醇香的酒
一勺勺灌下肚，不知不觉中烂醉如泥
然后，构思平平仄仄的诗行
向码成的文字
庄重地鞠躬

蝙蝠，一幅流动的水墨画
四十度的桑拿天。傍晚，闷热难耐
夕阳依然循规蹈矩步履匆匆
可缤纷的晚霞如天马行空
给人们留下一缕缕多彩的遐想
任意翱翔，与鸟儿比试身手

村庄，一片蟹塘的上空
数以千计的蝙蝠看上去自由松散
但分布错落有致，立体的层次分外抢眼
急缓相兼，时低时高，忽西忽东
仿佛是一朵朵怒放的黑蝴蝶
秀姿翩翩，起舞于低空
每一只蝙蝠就是一台雷达
同时，犹如一位勇士
锁定、跟踪、咬住每一羽飞虫
然后调整攻势，并一鼓作气发起冲锋
实施分割包围，各个击破
那是一场正义的攻坚战
黑色的精灵，毫发无损
以完胜收兵
引来知了的声声喝彩，还有
星星点灯庆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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