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跑发财
儿时吃了“腊八粥”，就掰着手指盼新年。因为六

七十年代国家经济困难，农村里人一年四季吃粗粮，
穿破衣，住小屋。只有到了大年初一，才可吃上几顿白
米饭、穿上土布新衣服，当吃上年糕、圆子，小孩子们
更是高兴得欢呼雀跃。在童年时代，为了能多吃点糕
和圆子，我还参加过一次“跑发财”呢。

“跑发财”是八十年代前流行的农村习俗，其实就
是“讨饭”。在那年代，腊月廿四一过，就有来自兴化、
东台等地的男人，他们身穿百孔千疮的破衣，脸上涂着
五颜六色的油彩，手里摇着一束挂着铜铃的松枝，“嘀
铃、嘀铃”地来到农家门口，朗声送上新年的祝福：“财
神到，福运来，老板年年发大财；爆竹落地纸开花，恭喜
财神到你家；发财、纳财，爷爷奶奶、叔叔阿姨、大哥大
姐都发财！”。唱完，弯腰鞠躬。这时，屋里人总会拿些年
糕、圆子放入他的竹篮，即“发财圆子、发财糕！”。

听到“嘀铃、嘀铃”的响声，“跑发财”的人后面总
会跟着一群嘻嘻哈哈的孩子。

9岁那年，我吃过年初一早饭，正和小伙伴兵兵
玩。看到一个头戴乌纱、身穿红袍的“跑发财”人，摇着
铃铛走东家、串西家。这时，小兵哥哥提议，“你看‘跑
发财’人，一大早圆子、糕就半篮多，我俩也‘跑发财’
去?”，“好啊！”，两人一拍即合。于是，我俩就拎着竹篮
追上他，开始“跑发财”了。

我俩年纪小，不会说话，一般来到人家门口，就倚
靠在门框一声不响。“跑发财”的摇着铃铛，唱完“恭喜
新年、祝贺发财”之类的顺口溜，我和小兵竹篮里同样
得到年糕圆子，然后跟着“跑发财”的一起说道“谢
谢！”，再走另一家。这样2只埭走下来，竹篮里沉甸甸
的，年糕圆子还真不少呢。

说来幼稚可笑。我俩“跑发财”，为啥不拣远些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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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在旅途 赵自力

●
踏歌岁月 王珉

时光在挂历中闪烁
李宗盛倾情演绎《爱的代价》，这首曲子总在年终

岁末让人感悟良多：“还记得年少时的梦吗,像朵永远
不凋零的花。”那些装帧精美考究的挂历，正是年终岁
末不凋零的花，成为每个人记忆深处的纪念品。它们
被牛皮纸或报纸包裹住的圆轴，散发着幽幽的墨香。
里面隐藏着少年时的我们不曾见过的风景，抑或工笔
细作的花鸟仕女，抑或老上海的收藏珍品“年历片”。

穿越时空，挂历是馈赠亲朋好友的新年佳品。母
亲喜欢在家中每个房间的墙壁上都挂一本挂历，她会
在每个月最后一天撕去一页，让眼睛享用新的图案；
那时，母亲还喜欢遵从挂历的黄道吉日、黄历、吉时、
皇历、择日，来选择今天做什么事；用完的挂历母亲还
用来给我包书，或是剪贴制作贺卡，甚至成为我的“草
稿纸”……

如今，翻页的瞬间让我黯然，因为挂历唯余薄薄
几页，往事在夜凉如水的月光下悄然蔓延。深情回眸
那些尘封的情感，轻轻扭动记忆的锁孔。儿时我喜欢
挂历，没买手机时查阅日期全靠它，喜欢用手撕挂历
的感觉，撕去一页，一个月在心里仿佛消失一般。撕去
一本挂历，一年就辗转不再了。从前，还是孩子的我，
最盼挂历撕完，春节如约慢慢而至，有新衣穿，有红包
拿，有平时鲜少吃到的各种山珍海味，有新年的殷切
愿望……欢天喜地过大年，小小的心中，埋藏着快快
长大的希冀。哪像如今，面对远逝的日子，只能慨叹光
阴流逝。曾经在挂历前，遥想未来，如今，年少时梦想
的画面都已成真，却已记不清当初想要的生活。

母亲曾把废旧的挂历纸，一张张贴在墙上，用于
粉饰祖屋暗淡斑驳的房间。也曾被她一张张认真地裁
剪好，做成了一本本光洁的记账本……后来，生活水
平提高，旧挂历再也派不上用场，但我和母亲对挂历
依旧一往情深。我们迷恋的，不再是挂历的图案，而是
图下的文字，唐诗，宋词，养生知识，生活小窍门，抑或
食谱……每日在撕和看中，那些点点滴滴的知识，也
有意无意地陶冶情操。

我和挂历最深的情缘，在于唐诗宋词挂历。因为
在我拿到的瞬间，暗暗发誓要跟着挂历一天背一首，
一年下来好像有了300首的积累。而母亲和挂历的情
缘，是依照挂历上食谱，做美食给我补身体。那年，我
淌过高三“黑暗的河流”，食谱挂历功不可没。

岁月总是匆匆，2019年的挂历，已经像翩跹的相
思叶飘远。2020年，我买来了刷爆朋友圈的《单向历》
以及介绍文物藏品的《故宫日历》，我想每个月都有时
间出去旅游，收获美好回忆，记录下每个快乐的日子。
我们在欣赏冬日凋零的落英，已然嗅到春的气息。每
年365天，都被双手撕得片甲不留。撕着撕着，却撕出
内心的眷恋。时间的拐点，让人们追索春节的距离。挂
历让我们在忙碌的生活中放缓生活的脚步，去寻找往
日最朴素、最纯粹的幸福。

●
江海文化 田耀东

海边的日出日落
海边的日出和日落
仿佛一个生命

横空出世时的庆典
悲壮离去时的葬礼

隆重豪华

海边的日出和日落
总是那么从容淡定缠绵悠然
在人们的殷殷期待中冉冉升起
在人们的恋恋不舍中徐徐落幕

海边的落日总有动人的场景
那天夕阳西坠

余辉尽洒海天如虹 辉煌灿烂
它恍若以一袭盛装
赶赴一趟豪华的晚宴

那一刻夕阳的余辉
为波浪彼伏的海面
勾勒出的线条

呈现一种无以伦比的柔美
那一刻当我闭上眼睛

也会沉醉其间
哦我等这些老人的晚年生活
正如那一轮美丽的夕阳
让人倾慕让人陶醉

那天傍晚 夕阳西下
一轮圆月高悬东方天际
晚霞如血月光似水

一位年轻的伤残女拄着双拐
恍若即将出征的战士

她披着血红的晚霞
挺立于高隆湾清浅的海水里
神情专注地凝视着远方
远方是什么远方有什么
或许远方是她的未来

有她的希望

那一刻她便是一位
挺立于我眼前的坚强女神
男友欲要搀扶她却回以拒绝
自己以双拐支撑面朝大海

婷婷玉立顶天立地

我忽然感到
仿佛这位伤残女的远方

也许就是远离战争远离苦难远离疾病
也许就是我等这些幸福老人

别样的晚年生活

竹园深处
忽然心血来潮，想去曹家镇拍几张寿丰桥的照

片。
老街上，寿丰桥的石狮们历经百年风雨，仍然神

气活现的。桥下流淌的仍是百年前的水，碧清碧清的。
连水草还是那几根，不过就是睡了一觉，泊在岸边的
乌蓬船开走了而已。

时间到了老镇就凝固了。老街的老人还是老样
子，晒着老太阳，呷着老热茶。人们连走路都轻手轻脚
的，怕惊扰了老街的宁静。

本想在桥边多耽一会儿的，寻找几艘当年运载石
料的帆船，看看远去的白帆，听听艘公的号子。但头顶
上忽然凉嗖嗖的，天竟下起雨来了。雨并不大，但也不
宜久留。回程的路上，河里的涟漪浓密了起来。路边的
冬青、香樟被雨洗得油亮油亮的。那片竹园绿得透剔，
院门却开着，好像专程为我避雨的。既然有缘，也就骑
进小楼的走廊了。放下车子，满脸狼狈，但也未忘礼
貌，真心赞一声:

“好竹！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
出乎意料，小楼老人笑吟吟地：

“无肉使人瘦，无竹使人俗……进来里边坐”。
老人在键盘上敲字，雨打竹叶潇潇，手敲键盘喀

喀。
老人精瘦，竹骨梅肉，面善眼亮，像深山老仙。

“你也喜欢苏轼的诗？”老人问。
“偶然记得一两句。”
真人面前不说假话。
那片竹真的好，看了就想折一根咬一口。竹边是

青绿的枸杞园，结着珍珠般鲜红的果实，被小雨染得
晶莹发亮。旁边是碧绿和油黑的蔬菜。慈眉善目的女
主人戴着老花镜一丝不苟地挑着种籽：

“这是决明子，和枸杞同吃，养眼的。”
“春天，掐一把枸杞芽，炒一根嫩笋，拌一碟莴笋，

老头子喜欢这样吃。”
真是碰到知己了。我们聊起了春天的枸杞芽，古

人食桃花，油炸玉兰花，清炒马兰头……聊得兴起了，
他忘记了下雨，拿个瓷盆，采了鲜红的枸杞果：吃！

吃着拉呱着，我掏出手机，把刚拍的寿丰桥向他
请教，他如数家珍。

我向他说了看寿丰桥的原因，他说：“应该给后人
留下一点东西。”

●
沙地方言 老钟

顿纤 顿卵
沙地方言中有“番芋田里挑担——藤欠”的歇后

语。
例①“话伊两句末伊藤欠特，饭碗一丢，拿上衣服

跑了，连一口饭勿吃。”
藤欠的情景，我们想像得出，是一种理不顺的状

态，是一种纠缠的状态，所以可以用以说“恼怒而撒手
不管。”与“藤欠”近义的还有“藤乱”，沙地人的性格
里，还有定性为“藤乱脾气”的，是指一种理不顺、说服
不了的固执，倔强脾气。十头牛也拉不回来的倔。这是
顾晓东先生在《崇明方言笔记》中的认定和解析。但笔
者在实践和民间的探究中，却另有发现。

“藤欠”应为“顿纤”。停、顿（音藤），停顿是个复合
词，但停与顿有细微的差别。“停”，偏重指一个过程的
结束，因而有“停止”，这个复合词，如“风停了”，“雨停
了”，都是指一个过程结束的状态。而“顿”则不同，也
是停，可以是一个过程的结束，但更偏重于一个过程
的中间停下来，而且是突然中断。所以，沙地人还有

“打顿”“打打顿”的说法。可见，“顿”比“停”更有一种
特定的感情色彩。再说“纤”，纤是拉纤，拉纤是船工的
一种行为。大家晓得，在没有机械动力的那个时候，船
在水上航行，可以借助水力（顺水行舟），可以借助风
力（扬帆启航），但若逆水行舟呢，若顶风行舟呢，那就
得靠人力，可以用篙子撑，可以用橹摇，可以用桨划，
再一个就由人在岸上用绳子拉。拉的绳就叫纤绳，这
种拉船的行为叫做“拉纤”。有句俗语叫做“逆水行舟，
不进则退”，所以拉纤的纤夫是非常辛苦的，必须一步
一个脚印，步步用力，一步不让，要是停下来，或勿用
力、用不上力，船非但不能前进，还会倒退，造成危险。
如是装满货的重船、大船，一般还需几个人将纤绳串连
起来，大家合力拉。可以想像这样一种情况，正当大家
合力前行的时候，由于船工之间言语冲撞闹矛盾，或是
船上的老大说了岸上纤夫几句伤人感情的话，惹怒了
纤夫，纤夫便发脾气，纤绳一扔不拉了。随便怎么劝，他
也勿听。可想，想像当时，纤夫的这种“顿纤”的脾气和
行为有多危险。因此，我觉得，“顿纤”比“藤欠”更贴近
生活、更形象，更能反映这个词的语意、语势和语境。

与“顿纤”近义的另一个词“藤乱”，应为“顿卵”。卵，
是雄性动物的生殖器，是男人的生殖器。性生活是健康
人的一种正常的神圣的生理需求和行为，谁也不能剥夺
或被人剥夺。它与社会职业分工和贫富贵贱无直接关
联。即使再穷，性需求还有，性生活还需要，就是在残酷
的战争环境里，在战斗的间歇，人们还会有性欲的需求，
甚至还会有性冲动和男女性事。所以，如果到了“顿卵”
的地步（程度），就确实已是万不得已。既是无奈，更是一
种决心和狠心。需要指出的是，“顿卵”与“顿纤”同样有
理不顺，说服不了，九牛拉不回来的倔强性格的指向，但

“顿卵”更表示一种下决心、下狠心的态度。
记得上世纪九十年代，我在开发区管委会工作。

在一次进区企业家座谈会上，一位厂长发言的题目就
是“顿卵一百天，实现企业如期开工”。当时我心里纳
闷：“顿卵一百天”与企业开工建设有什么关联。原来，
开发区初始阶段条件较差，进区企业基建，都要从填
沟和开辟施工便道开始。这位厂长吃住都在工地，整
整一百天没有回过家，家里来电话也不接，妻子很有
意见，疑心丈夫在外面搭上了别的女人。终于有一天，
妻子带着孩子悄悄摸到工地，见丈夫正戴着安全帽与
工人们一起挑灯夜战，妻子十分感动，当即表示理解

在医院过年
谁也不想待在医院里，特别是到了过年的时候。
我在学校当老师时，有年腊月快放假竟突发疾

病，住进了县人民医院。经医生诊断，我患了神经系统
相关的疾病，病情很快得到控制，但不能下床走路，医
生说需长时间住院治疗。当时我就想，完了，要在医院
里过年了。

眼看年关临近，病友们相继出院，平时热闹拥挤
的病房显得空空荡荡。母亲回老家准备年货，父亲则
陪我在医院。我想早点回家，几次趁父亲去打饭时试
着下床走路，但毕竟没力气，走不了几步，还差点摔
倒。我当时真恨自己身体不争气，快过年了把自己扔
进了医院，还害得父母操心。我情绪非常不稳定，总感
觉处处不顺，总想发脾气。常常把衣服扔在地上，还踩
上几脚，仿佛这样心里才好受些。父亲从不说什么，总
是默默捡起地上的衣服。我听着父亲在厕所里洗衣服
的声音，想象着他笨拙洗衣的样子，眼泪常常情不自
禁地流了出来。我一次又一次地告诉自己，要学会控
制情绪。

在期盼与抗拒矛盾心理中，终于迎来了除夕。在
老家，没什么大过年的，年都过得隆重无比。一大早，
母亲就从乡下搭车辗转到了医院，她带来了老鸡汤和
猪脚。这些都是她提前炖好的，用煤炉子热好后端进
病房，我们一家人在医院里吃年饭。“爸妈，对不起，害
得你们大过年的还在医院陪我。”我满怀愧疚地说。

“傻孩子，人哪有不生病的，管它在哪儿过年，一家团
圆就好。”母亲说时还不断往我碗里夹菜。父亲没说什
么，只是望着我，目光充满了柔情。

吃过年早饭，值班医生和护士都来嘘寒问暖，我
当时心里暖暖的。最让我想不到的是，校长竟带着我
班上十几个学生来看我了。孩子们带着各自礼物，围
坐在我的病床旁。他们一个个像小大人一样嘱咐我好
好养病，早点出院给他们上课。当时我非常感动，在孩
子们清澈无比的眼眸里，我看到了爱和希望。那天，我
们一起包了饺子，吃了年饭。孩子们为我跳了舞，还唱
了歌。我默默告诫自己，一定要振作起来，要早点好起
来，因为有那么多人爱着我需要我。从此，我一边配合
医生治病，一边读书写作，我当时想到的就是“即使世
界以痛吻我，我也要报之以歌”。大约一个月后我就出
院了，身体几乎完全恢复，医生惊讶着说，是奇迹。

爱，往往能创造奇迹，这是我在医院里过年最深
的感悟。

和支持……“顿卵一百天”即由此而来。
“顿卵”有时还说“顿一张卵”“顿张卵”，极言决心

之大。“顿一张卵”“顿张卵”在语势上比“顿卵”更进
一层。

●
走近记忆 沈晖

●
星期诗汇 陆汉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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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可偏偏就在本村转呢?令我尴尬的是碰到熟人，
“啊，这不是南埭上老农的儿子么?你也来‘跑发财
’?！”一听这话，我感到有些羞涩，不得不拉下帽檐。

没走多久，来到了邻村，心情的确放松了许多。谁
知“跑发财”的却不让我俩跟了。估计：他认为我俩身
着便衣，冲淡了他的身价，还默默无闻地跟着，又占他
的便宜。没办法，到了村口，只好跟他分道扬镳。

不觉到了日挂中天，肚子也跟着咕噜咕噜叫起
来。我和小兵啃着2个冷圆子，不顾疲倦，继续前行。

谁知来到向阳乡海界河沿，遇上3个大男孩。他们
依仗人多势众，寻衅闹事，过来要抢我俩的竹篮。我俩毫
不示弱，与他们扭打起来。正当大家各不相让时，一个过
路的大伯给我们解了围：“大年初一，你俚吵啥?快分
手！”这几个孩子一看苗头不对，一哄而散，溜之大吉。

不知过了多久，来到向阳镇三大队东头。走进北
宅时，一条大黄狗突然窜出，咬住我的裤腿不放。吓得
我跌倒在地大哭起来，小兵丢下篮子就跑。“小黄，我知
道你要寻打了！”话音未落，一位留着短发的大妈从屋
里走出来，赶走了黄狗。她见我没被狗咬伤，心疼地说，

“哎，小小年纪，大年初一出来跑啥发财?我多给你点，
快点回家吧！”说罢，她从家里拿来一大把糕片，分别放
到我与小兵的篮子。顿时，我感到心里暖暖的。

炊烟四起，夜幕来临。转悠了一天，我和小兵各自
拎着大半篮子糕与圆子，拖着疲倦不堪的身体回家，
我心里满怀希望能得到父母的夸奖。谁知，一到家却
遭到老爸训斥：“大年初一，啥人叫你去的?不怕人家
笑话?！”望着他生气的样子，我心里好委屈：真是掮石
臼做戏——吃苦不讨好！

虽说那次遭受父亲训斥，后来再也没去“跑发财”。
但是，这次经历使我受益匪浅，并由此养成勤俭节约、
助人为乐的好习惯。一是更加珍惜粮食；二是同情上门
乞讨、“跑发财”的人，我总舍得多拿些粮食给他们。

五十年光阴，沧桑巨变。尤其是农村改革开放以
来，人民的生活日益富裕。天天吃白米，天天穿新衣；
家家有彩电，天天如新年；当年“跑发财”的农村习俗，
早已销声匿迹。再加上现在市场繁荣，商品琳琅满目，
别说吃糕和圆子，就是吃蛋糕、面包，小孩子们也会挑
三拣四。现在，我一有空，我就经常向幼辈讲述当年

“跑发财”的往事，旨在教育后代不忘过去，珍惜今天。

又说：“我就在寿丰桥下长大的，有什么尽管问
我。”

他领我走进他的书斋：“喜欢看什么书自己挑。”
仔细环顾，眼前一亮。
简陋的家俱，一桌，一椅，一凳，皆老而洁。只有电

脑，是现代的。凡是空间，全是书。书橱皆厚重，不然就
承受不住这岁月的凝沉。

北京的王府井大街，你不小心跌一跤，可能撞倒
几个厅长、处长。沙地的乡路，偶然避雨，竟然就闯进
了书斋。

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二十四卷，傅雷全集二十
卷，田汉全集二十卷，郭沫若全集，鲁迅全集，歌德文
集，巴黎圣母院，战争与和平，红与黑……

这一张张橱、柜、搁板，就这么整齐地、满满地，把
人类的精华汇集到这乡间的小楼。为了防潮防蛀，还
把空间扩大到二层的客厅和卧室。连楼梯的转角处都
是储书藏报的木箱和纸箱。橱柜明显的不够用，二楼
的各种容器里都放满了书。皆整齐有致，有编号，有注
册。打开藏书登记册，在编的已七千多册，并不包括全
国各地的杂志和报纸。老两口的卧床被泊到一角，像
守护金库的门卫。

我如在梦中。
“您是？”
他抽出一册书，递给我，是歌德的“浮士德”。首页

刻着“岩缝草斋藏书”。旁边是一行流畅的行书：陆继
权。

“陆老师，能给我说说您的故事吗？”
每一册书里都藏着故事：

“我是乡村教语文的，除了教书和看书，没什么爱
好。歌德说，读一本好书，就是与高尚的人谈话。我老
太婆怪我，说看书把我看成了穷光蛋。既对也不全对。
我这个院子，人不在家，开一年门，梁上君子也不会光
顾。把我扛去了，也不值三分钱。但我生活得很富足。
我的朋友，全是古今最智慧的人。诗仙，诗圣，外国名
家，青年才俊。只要想见，抽出一册，两人即可交流。年
轻时青丝如云，如今须发皆白，但只要一册在手，就又
回到青年时代。就像这竹园，永远青翠，谁有我这般富
有？老太婆笑我，说书籍是我情人，魂全被书勾走了，
也不全对。为了买书，皮带断了，用尼龙丝缝好再用。
塑料凉鞋脱根豁口，用铁条烧红，补补烫烫，穿了十五
年。只有书和老太婆不嫌弃我，那个情人肯跟我走？

他诙谐地一笑，像个孩子。
他抽出巴尔扎克《人间喜剧》中的一本，轻轻抚

摸:为了买这二十四卷，我一时钱不够，向学校袁飞鹏
主任借了一千元。买“田汉”全集二十卷，我向西宅老
黄借了五百元。好书实在太多，梁晓声，汪曾祺，许多
现代作家的作品，我还未全部收集到。《郭沫若全集》
文学篇二十卷，考古篇十卷，我守候奔波了二十多年
才买齐。还有补编和译文约四十卷，这几年也将陆续
出版，又要够我忙碌一阵了。书海浩茫，我只集到一滴
水。我八十了，如能活到百岁，能与书再相伴二十年，
是我唯一心愿。

他说:我知道你是爱书的，今后，你想看哪本，随
时可来。世界上，书是最无私的。你爱她，她必定爱你。
人和书的爱情最甜密，最纯洁。爱得深了，世界就光明
了。战争也少，贪官也少。一本好书，有时能影响一生
的命运，你信吗？

“我信！”
他的老太婆笑起来：

“别听他，教书匠的穷理。”
大家都笑起来。

“陆老师，您也写书吗？”我问。
他走到一张橱前停下：“偶然也写一些，不多”。
他抽出几本，赠给我。沉甸甸的，散发着油墨的芬

芳。
全是他的著作。
诗集：《蓝天放歌》《车前草》《追求》。散文集：《星

光灿烂》。寓言集:《贪睡的人》《孔雀的尾巴》《小狗熊
玩滑梯》。

还有一堆齐人高的手稿。
“我正在整理，筹到款，再变成铅字。”他说。
“为了你的书，一辈子陪你过苦日子。”老太婆笑

得很灿烂。
雨停了，我捧着满满的收获，告别了那一片青竹。
雨后的太阳那样红。小院，老人，竹园，全罩在晚

霞中。金光灿烂，晶莹透剔。
真是一场好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