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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灯下漫笔 谢汝平

人到中年的春节
年轻时并不觉得年轻有多好，那时调皮任性，总

认为时光是大把大把的，可以随意挥霍。那时性情多
变，不知道珍惜遇到的人，做事经常做到一半就丟开，
再对其它事产生浓厚兴趣。那时的春节似乎还没有情
人节重要，但对节日的需求也是多多益善，只管去追
求快乐的极致，也许每个年轻人都是爱情之上，把心
中的一点小欢喜小忧愁放大无数倍，将之代替人生的
全部。那时最喜欢的诗句竟然是“中年心思浓如酒，少
女情怀总是诗”，记不清是从哪里看来的，但就记住
了，还没来由地向往着中年，羡慕那浓如酒的心思。

可真的人到中年以后，却多了很多惶恐，没有感
觉到浓如酒的心思，倒是因为身体原因，把酒给戒了。
即使到了春节，也只有看着酒瓶酒杯空余恨，反过来
怀念年轻时的好。年轻时是真能喝呀，只要遇到所谓
的知己，便是千杯恨少，不醉不归。其实醉酒也是不错
的事情，有许多心得和感慨，但从未写成文字，白白地
浪费了。不喝酒的春节似乎有点对不起老祖宗，对不
起这个传承几千年的隆重节日。我的一个哥们儿，也
是因为身体原因被医生劝诫戒酒，于是戒了，不为自
己的身体负责，也要为全家老小的生活负责啊。人到
中年，不能给自己生病的机会，哥们儿说了，等到六十
岁，就开戒喝酒，管不了那么多。

中年时的春节才像春节，才是完整的节日，不是
光有快乐或者忧愁，更夹杂着太多的平凡琐碎。事无
巨细，都要张罗，都要考虑周全，要对小的负责，要对
老的负责，满满的似乎全身都是责任，连做梦都不能
轻松自如，刚刚开头就会被惊醒。人到中年，已无法再
找犯错的借口，此时的春节，少了些许激情，激情已传
递给了孩子们，少了些许快乐，快乐已奉献给了家中
老人，那么还剩些什么呢？午饭后，眨眨疲倦的眼睛，
抚抚脸上渐多的皱纹，走走家前屋后熟悉的小路，在
动中取静，在热闹间隙里找到从容，也许是中年时才
有的体验，才有的人生收获。

还记得少年时放鞭炮的激动吗？快速点着，迅速
移开，捷速捂住耳朵，待那红红的鞭炮变成一地碎纸
屑，仿佛理想绽放凋落，人们享受的也许不是结果，而
仅仅是过程，可小小少年哪里能懂。还记得少年时贴
对联的喜悦吗？对联是自己写的，红纸是自己买的，对
联的内容多天前就选定了，写的时候秉气凝神一丝不
苟，贴上以后获得了多少人的夸赞。现在想想，做了那
么多，似乎只是为了满足小小虚荣心，又似乎不是，即
使人到中年，还有许多事情搞不清楚。

春节还是要过的，它不在乎你的年龄，只看重你
的心态。人到中年也好，人到老年也罢，把春节尽量过
得喜庆快乐些，且能细细体会那份人生的难得，心愿
足矣。

●
人在旅途 马亚伟

幸福余味长
春节是一道团圆幸福的大餐，让我们尽情享受着

浓浓的爱和温情。可欢乐的时光总是太短暂，假期飞
逝，转眼间我们又要回到工作岗位。

返程的列车上，还是那些似曾相识的面孔，回乡
的时候大家坐一趟车，回城的时候又坐了一趟车。看
到那些熟悉的陌生人，不由握握手说：“缘分啊！”只是
回乡和回城时车上的氛围不一样了：人们的脸上少了
焦急，多了笑容；人群中少了拥挤，多了相视一笑的默
契；人与人之间的交谈少了戒备，多了共同的话题
——过年故事。大家沉浸在过年的回忆中，细细品味
着幸福的余味。

瞧，前排的那位大姐，正闭着眼睛靠在椅背上，突

●
城市一隅 青衫

“连牵”三义
我们汉语中，有“异体字”，虽两个字形，而其实是

一个字，是任何场合均可以替代的，如“异”与“異”，
“韻”与“韵”，“淚”与“泪”（此三组字并非繁简字关
系），这犹如同一人穿了不同的衣、帽、鞋而变了形貌。
汉字中还有相反的情形，叫“同体字”，一个字形，其实
是两个字，不是一字多义。如“分别”的“别”，与“别针”
的“别（彆的简体）”，其各自语义并非引申转化的关
系，是毫不相干的两个字。再如“发生”、“发言”、“发
芽”的“发”与“头发”、“发卡”、“发髻”的发，前者是

“發”的简体，后者是“髮”的简体，只是借用同一简体
字“发”，本就是两個字，犹如撞脸的人又穿了一样的
衣、帽、鞋，犹如一人。这里说的是单音节词（字），双音
节词的此类情形要少一些。但是本方言中倒是有一
个，那就是“连牵”。

《海门方言志》就有“连牵”一词，放在副词的范畴
之内。释义为：连忙，马上。举例为：看见老师来了，他
连牵从座位上站起来。这里的解释与举例都是正确
的。

《海门方言志》“熟语”类，又收集了“结葛连牵”一
词，释义为“纠结一起，不易分解。接二连三。”似这样
解释稍好些：葛结藤缠，连二牵三。这样，“连牵”的意
义得以显现，说明记词是有依据的。

可见以上两例的“连牵”，其间并不“牵连”，没有
关系，只是“同体词”而已。

其实，本方言中还有“连牵”一词，只是《海门方言
志》漏收了，在《汉语大词典》《上海话大词典》却收下
了。这两书指出，有“连牵”一词，一般与否定词“勿”连
用，即“勿连牵”，表示办不成、不成事。今试拟一例：几
天前，甲本约乙、丙两人同游黄山，临行前一天，乙说
患重感冒，丙说要到重要亲戚家吊唁。甲就说，“这样
的话，游黄山就‘勿连牵’了”。这里的“勿连牵”，用

“勿”作否定，使得“连断”、“牵裂”，即有“不成功”、“不
成事”的意思。语义能得到解释。

“连牵”的第二、第三义我们已对语素“连”、“牵”
的意义作了解释，因此，这种记词是可取的。可是，“连
牵”第一义中的“连忙，马上”意义，与“连”、“牵”是没
有相关性的。“连忙”一词，“忙”是中心词，“连忙”是

“连着忙”，与“连牵”是没有关联的。也就是说，对这一
“记词”可作研究，应当另有本字。本文认为，这个“连
牵”就是“立即”的音变。“连”、“立”同声母，“牵”、“即”
是近声母——期、骑、强、揪等字的声母都有“j”“q”两
种的情形。显然，“j”、“q”间可以互换。而“连牵”是叠
韵词，“立即”也是叠韵词。作为入声字的“立即”的韵
母“ik”，演化为“牵连”的韵母“ian”，正是入声韵演化
为非入声韵的规律——入声字“歇”的韵母也是“ik”,
在本方言的“等一歇”中是读如“等一先”的，“先”的韵
母正是“ian”。再如，入声字“日”的韵母也是“ik”，可
是在“勿出头日”中读如“勿出头‘年’”，即也是

“ian”, 可见，原本入声韵的“立即”化为“连牵”是符
合语音演变的规律的。

●
方言考究 徐乃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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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期诗汇 陆元俊

真味在心
感觉自己越来越浅薄，不再喜欢看有思想、有内

涵的“大部头”，偏偏喜欢上了轻松随意的随笔，特别
是关于美食的文章。

喜欢时尚杂志里的美食栏目，有美食专家在上面
开专栏，文字一如杂志的风格，新潮又有品位。不论是
西餐还是中国菜，早餐或是下午茶，各式调料，甚至平
民化的酱油，在作家笔下犹如被赋予了灵性，满足我
们对口腹之欲的渴望。

承蒙网络与电视的发达，通过美食家们的精彩分
享，美食的学问增长了许多，即使面对一碗粥，也要说
出无数的好来。我更对那些所谓的私房菜颇有“窥探
欲”，仿佛随时会有“料”爆出来，满足我等凡俗之人的
好奇心，因为私房二字，本身就寓意深长。

儿时物资匮乏，一碗蜜水就是人间美味。时至今
日，胃口早已不堪各种美食的重负，味蕾也变得迟钝
不堪。遥想当年，能天天吃上一顿蛋炒饭一直是我的
人生理想，躺在床上望着朗月星空咽口水。如今能激
起食欲的东西还有哪些呢？

那日去会朋友，四人即将结束一顿美餐时，做东
的朋友招呼服务员来半碗米饭。只见朋友将米饭倒入
只剩一点鱼汤和一根鱼骨的清蒸鱼的盘子里，搅拌均
匀，然后分给四人食之。我大碗喝酒大块吃肉惯了，面
对一小勺的米饭拌鱼汤笑了，为什么不是一碗？朋友
也笑了，这样刚刚好，有滋有味。

真正会品的人，能把一点点的鱼汤吃出情调，就
像写美食的高手，不必鲍翅峰掌，能写出大白菜的华
丽优雅，也能把一盘清炒豆芽写得津津有味，字里行
间香气缭绕。有人曾悄悄告诉我：海参真的很难吃，不
如母亲做的南瓜饭。我也悄悄告诉他：我也有同感，想
念母亲用柴火大灶烧出的粗茶淡饭。

人到中年学着节制饮食，开始讲究营养健康。对
美食的要求，就是不能常常令胃口泛酸水，白米粥、清
汤面便是最爱。吃的平淡，不为舌所累，返璞归真，在
味道中寻找情绪的出口，心酸、苦涩与甘甜。

《二十四节气》组诗
（节选）

何谓节气？节气是指二十四时节和气候，是
我国劳动人民长期经验的积累成果和智慧的结
晶。我国农历将一年划分为二十四节气，一个节
气大概有十五天，又因为古人将每5天称为“一
候”，故每个节气都有“三候”，全年24节气分为
72候。

24节气分别为：立春、雨水、惊蛰、春分、
清明、谷雨、立夏、小满 、芒种、夏至、小暑、大
暑、立秋、处暑、白露、秋分、寒露、霜降、立冬、小
雪、大雪、冬至、小寒、大寒。 古人将其中各个
节气的首个字连在一起，编成一段歌诀：春雨惊
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
冬雪雪冬小大寒。

然间笑出了声，一定是想起了和家人一起过年的幸福
时光。靠车窗的那个女孩一直扭身望着家乡的方向，
眼神里满是不舍和留恋。

还有一位大哥，正在开心地和人们聊天，他评价
春晚的节目，说家乡过年的习俗，说老母亲给他带了
好多年糕。他的话题，引起了很多人的兴趣，大家纷纷
参与到关于春节余味的讨论中。

一位怀抱小孩的妈妈说：“过年最大的幸福就是
又尝到了妈妈的味道，虽然我也做了妈妈，可做菜手
艺怎么都比不上我妈妈。我也尝过各大饭店的各种美
食，但没一样比得上妈妈做菜的味道。”妈妈的味道中
有熟悉的甜味和香味，也有独特的童年时光的味道。
每一位妈妈做菜时都会加入自己独有的调料——浓
情和挚爱，她们对儿女的口味了如指掌，用心为儿女
做出一道道美餐。这种味道，任凭是多么高明的厨师，
用再好的食材和配料，也做不出来的。这个世界上，有
妈妈在，就有一份属于我们的独一无二的味道。那种
味道，才下舌尖，又上心头。

那位看上去很稳重的中年男人说：“我都这么大
了，父亲还把我当个孩子，过年回家都没完没了嘱咐
我：好好工作，注意身体，照顾好家……他每年三十晚
上都会‘演讲’一番，就像领导讲话一样，回顾过去，展
望未来，对我提出要求。现在想想，父亲的嘱咐，我还真
的没听够呢！”每位父亲都希望儿女们好好生活和工
作，做个有出息的人。他们的叮咛和嘱咐中，都是爱啊！

还有一位从国外回国过年的小伙子，一直在不停
地打电话，听到人们聊得开心，他也对大家说：“我这
个年过得真叫一个爽，和朋友同学聚聚，感觉特别亲
切。家乡的一切都那么好，只有回到这里，才感觉到自
己是有根的。朋友们都说我年纪轻轻就有机会到国外
工作，是大家的骄傲。其实和他们在一起，我才感到我
还是原来的我，一点都没变。”说着，小伙子唱了起来：

“洋装虽然穿在身，我心依然是中国心……”这个小伙
子会带着朋友们的祝福启程，把一份份爱紧紧揣在心
间，走向更加灿烂的明天。

大家都感叹道：“这年还没过够呢！”是啊，幸福的
味道还没品尝够呢。就让我们把幸福的余味带到新年
里的每一天，用满满的爱意和温馨带给自己绵长持久
的幸福。让我们带着幸福的余味在春天启程，驶向春
暖花开的彼岸……

挂着露珠的冬麦
冬天的阳光总是让人那么喜欢。挂着露珠的冬

麦，当然也不例外。
站在五滧河畔二姐家东边的田头，眺望眼前那

一片绿色的原野，满眼暖暖阳光，萧瑟的寒风也在她
跟前发软。那一片望不到边际的绿色，是一片辽阔的
冬麦。青青的，绿绿的。她在冬日的阳光下，呈现着一
派蓬勃的生机。她很稚嫩，也很娇情。说她娇情，是因
为她还挂着晶莹剔透、一不小心就会掉落的露珠儿。
昨夜后半程无风，便天降朝露。露珠儿在金色的阳光
照射下，泛着鲜洁、通透、明媚的光亮。

这是大寒过后，正当四九寒天里的一片冬麦。昨
晚小有上冻，太阳升至竹竿高的时辰，冬麦地里的泥
土渐渐开始开阳了。开阳后的泥土表层有些湿润，泛
着微微的暖暖的光。细看，还冒着淡薄的白色的水
气。与路边了无生气的灰白的泥土，形成了鲜明的对
照。挂着露珠儿的青青的冬麦，在开阳的湿润的泥土
上，有点儿神气活现。

我站在这片绿色的原野上，发现这一垄垄的冬
麦，青青的麦苗儿也不过三五厘米长，却在阳光下抖
擞着精神，在清晨萧瑟的寒风里摇头晃脑。似乎，那
一缕暖暖的阳光，给了她无穷的勇气。

我不知道她是如何度过这一个冬天一个个寒冷
的夜晚的。昨夜很黑，也很冷，几近零度。没有清冷的
月光，后半夜也没有凛冽的寒风，或许只有一群鸟儿
从她上空飞过。夜很静，静得很干净，一丝风儿也不
敢肆意张狂。这一个寂静的夜晚，或许只有几声清脆
的鸟鸣，还有鸟儿从她上空掠过的瞬间，发出的令人
不易察觉的细微的声音。我却倦缩在厚厚的被窝里。
厚厚的被子里，还塞满了优质的羊毛。房间里还要开
着空调，空调开到26℃。还有音乐有微信，有好看的
电视剧陪伴。这一片冬麦却很孤寂，没人理她。风儿
也不来和她亲近，也不知在什么闹情绪，远远地离她
而去。其实，她也并不害怕风，风是她的好朋友。微风
轻拂，她会随风起舞，喜欢“人来疯”。她更喜欢风调
雨顺。这一晚风儿没来，便让南黄海边这一个寒夜的
露水，有了亲近她亲吻她给她穿金戴银的可乘之机。
她喜欢露水。因了露水的滋润，她一早醒来，便在主
人面前，显得特有精气神，特有尊严。在黑暗中被主
人的目光冷落了一夜的这一片冬麦，当太阳一出来，
她便带着一身珠光宝气似的露珠儿，迎上前去，倾情
拥抱。

黑夜里的这一片冬麦，似睡非睡，似醒非醒。她
总是在这一状态中度过一个个漫漫长夜。寒冷的冬
季，是她生命中最具挑战性的一道坎儿。她不惧寒
冷，不怕风雪。她只怕冬雨。冬雨会将她冻得遍体鳞
伤。一旦冻伤了的她，需要在返青时慢慢恢复。漫漫
长夜里的冬麦，在似睡非睡似醒非醒中憧憬着自己
美丽的梦想：越冬过后，她将于春暖花开的季节里，
循着自己生长的节律，由返青、拔节、孕穗、抽穗、开
花、灌浆，进而奏响“麦浪滚滚、麦香飘飘”的《成熟
季》交响曲。春暖花开时的返青、拔节，是她最为得意
最为风光的时候——那一刻，她的颜色由嫩绿变墨
绿，由稚嫩变老成；她的高度一天一个样，一周大变
样。待到孕穗、抽穗时，她更是日夜沉浸在孕育、分娩
的幸福时光里。开花、灌浆，是她向着最后的辉煌冲
刺的关键节点。一到成熟季，她只怕绵绵不绝的黄梅
雨。她便祈望风调雨顺。她的祈望，无疑也是她主人

《立春》
立春，农历24节气中的第一个节气。春是

温暖，鸟语花香；春是生长，耕耘播种。时至立
春，小春作物长势加快，大春备耕也开始了。少
数年份还会有“白雪却嫌春色晚，故穿庭树作飞
花”的景象。

春雨绵绵细无声
扬扬洒洒到天明
翠柳袅袅弄春潮
苍苔阴阴地泛青

春气融融万物生
泥燕筑巢巧又精
水暖鱼陟芦抽芽
鸟语花香蛩虫醒

冻土风化地升温
百花待放气象新
萧瑟大地披绿装
不负时令抢耕耘

一年之际在于春
一日之际在于晨
农夫心藏春牛图
冒汗挥锄闹春耕

《雨水》
雨水在二十四节气中位居第二，雨水节气

开始气温回升、冰雪融化、降水增多，是反映降
水现象的节气。

杨柳吐芽雨水到
春风伴雨润禾苗
油菜分蘖拔节长
除草施肥放首要

草木萌动雁北飘
芦雀喳喳抢筑巢
冬麦油菜遍地绿
瑞气满田丰收兆

夜雨下到鸡报晓
农夫庆幸天送宝
春雨蒙蒙贵如油
乐得农民笑弯腰

晴天抢着除稗草
停雨间隙施肥料
春华备耕抓得紧
秋实丰收喜眉梢

●
散文欣赏 陆汉洲

●
舞文弄墨 赵利勤

的祈望。
人们都说，一熟麦子一熟稻。她不能永远是冬麦。

走过春风春雨，当麦芒刺眼的季节来临，她就得给主
人下一熟的稻，腾地方了。

眼前这一片稚嫩的冬麦，仿佛学龄前无忧无虑的
孩童。她虽然无法预知自己的未来，但她始终勇于面
对各种挑战。她也懂得感恩，感恩于冬天里这一缕阳
光给予的温暖，这一缕朝露给予的滋润。

缘于她的这一片嫩绿，那一缕阳光和那一缕朝
露，这一刻，她便成了这一片土地上最宝贝的宠儿，最
美丽的风景。

故土难离
正吃着午饭，忽然听到鞭炮声，母亲说：“你杨伯

退休了，翻新了老宅，在老家住下了。”我点点头说：
“这下杨伯可安心了，怪不得他要放鞭炮呢。”

杨伯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的大学生，那时村里
出个大学生可不简单，虽然我只有十岁，但清楚地记
得他收到录取通知书后，大队放了三晚上电影。毕业
后，他分配到县城工作。那些年他的父母都还健在，
他也经常回来。十年前，他的父母相继病逝，他就很
少回来了。老家的院子没人住，不但院子里荒草没
膝，就连房屋也年久失修，破败不堪。邻居盖新房时
想把他的老宅买下来，这样新院子就大了，但去城里
和杨伯商量，杨伯就是不同意，不是嫌价钱低，而是
说老宅不能卖，他将来还要回来住呢。当时，不但邻
居不理解，杨伯的儿子更是不理解——他结婚时买
了新房，还还着房贷，经济压力很大。他们都在县城
有房住，县城毕竟生活方便，也都住惯了，杨伯和老
伴年龄越来越大，住在老家不但自己生活不方便，就
是儿子回老家看望他们也不方便。为这事，老伴也生
杨伯的气，但杨伯认准的事，谁劝也不听。并且村里
修路，他还主动捐了一千元钱，就是为将来回老家住
名正言顺。

吃过午饭，我来到杨伯家，乡亲们还没有散尽，
他见我进来，忙抓起桌上的糖让我吃，我推脱不掉，
只好接过一颗剥开放到嘴里。我看着装饰一新的房
子说：“杨伯，县城那么好。怎么舍得回来住？”“故土
难离啊。”杨伯说，“我在村子里生活了二十年，这里
有我的父老乡亲，有我小时候的伙伴，有我的思乡梦
啊。”“那你不会经常回来看看？毕竟你一生的大部分
时间还是在县城度过的。”旁边有人问。“回来看和回
来住是不一样的。就是在县城住的时间再长，我还是
把自己当成乡下人，我的根在村里。再说这几年国家
重视新农村建设，振兴乡村经济，现在村里一点儿也
不比城里差，我们单位好几个人都说退休要回农村
老家住呢。”“你在村里长大，自然对农村有感情，关
键是你家里人同意吗？”“同意！”杨大娘挤过来说，

“我和老杨都规划好了，在院子里种点花，种点菜，没
事到村里活动中心转转，挺好。”“还有我们呢。”杨伯
的儿子不知什么时候站到了我们身后说，“我虽然不我虽然不
是在农村长大是在农村长大，，但回来看到农村现在的样子但回来看到农村现在的样子，，有些方有些方
面真是比城里都好面真是比城里都好！！将来等我退休了将来等我退休了，，我也回来住我也回来住。”。”

““等我退休了等我退休了，，我也回来住我也回来住。”。”没想到杨伯没想到杨伯33岁的孙子岁的孙子
也接了腔也接了腔，，大家听了都笑了起来……大家听了都笑了起来……

我也笑了起来我也笑了起来，，觉得嘴里的糖更甜了觉得嘴里的糖更甜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