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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健

记忆深处的东西无论岁月长河如何冲刷，
总会留下痕迹。出生于上世纪70年代的我，刚
懂事就赶上了改革开放的好时代，家庭联产承
包责任制的实行，释放了蕴藏于农民肌体内的
活力，使他们勤耕田亩，非黑不归。

上世纪80年代初期，像我这样刚入校门不
久的农家儿女，在父母下地时大多都不会闲着：
打猪草、拾柴火或到地里帮衬……因为小儿麻
痹症，我落下了左腿残疾，早晨时间短，一瘸一
拐上地耽误事儿，我们家早晨煮饭的活儿就落
在了我头上。

儿时嘴馋，记得一个初夏的早晨，烧着稀饭
锅，馋念顿生，看看我家老母鸭夜里在窝里下的
一个大鸭蛋，我找来一把小锄头，猫腰从窝里扒
拉出来洗洗，投进了饭锅里。其实，我家床下的
一个坛子里积攒了好多鸭蛋，但每往里面放一
枚，母亲都用心记着呢。这些鸭蛋，是我们家用
来买布做衣服和买盐的钱，没有母亲的允许，谁
也动不得。而老母鸭夜里现下的蛋，母亲应该
不知道。

正当我满脑子想着煮鸭蛋的美味时，父亲
突然回来了——饭锅还没烧开呢，以往他不该
这个时候回来的啊！我紧张害怕得赶紧用勺子
把鸭蛋捞出来想藏起来时，还是被眼尖的父亲
发现了……

我被父亲用麻绳绑在院门前的一棵皂荚槐

上，胳膊绑得太高，只能痛苦地踮着脚尖。是好
心的姐姐让三弟在我脚下塞了个小板凳，才让
我舒服了些。

太阳升起老高时，下地劳作的乡邻陆续回
家吃饭了。他们看着我吃吃地笑着，我则像一
个不可饶恕的罪人，耷拉着脑袋，目光不敢和
他们相对，脑子里也一片空白。不知过了多
久，胳膊上的绳子被解开了，却听见了父亲的
呵斥：“拿着你的棉袄，再拿几块馍，自己滚去
要饭吧！”

袄我没有带，拖着瘦小的身影一瘸一拐地
走在通往学校的弯曲小路上。背着的书包里装
着几块硬邦邦的凉馍。中午放学我没敢回家，
一个人孤单地游走在空旷的校园里。下午快两
点时，母亲的身影出现在教室门口，“晚上放学
了回家吧！”我无语，可心里很暖，也挺后悔：那
时候的鸭蛋，对我这个穷家来说就是日常生活
中的盐，也是来客人时的一个菜……

光阴荏苒。改革开放的40年里，人们的生
活在不断改善，鸡鱼肉蛋从过去来客招待、逢年
过节的贵重吃食，早就端上了普通人的日常餐
桌。村子里，左邻右舍的日子一年比一年殷实，
一年比一年富足。鸡鸭下的蛋，也不再用来换
油盐了。“雨天农家无活时，割块肉来包饺子”也
已成为平常事。

我结了婚有了孩子后，虽然钱挣得不多，但
对正长身体的儿子，总是想方设法增加他的营
养，满足他的生活需求。记得儿子5岁时，我特

意买回一提纯牛奶。想着儿子会很高兴的，谁
知他抿了一口就皱起了眉头，我哄他，“喝牛奶
能够不生病，还能长得高高的。”可他就是死活
不再喝，气得我还拍了他两巴掌……

现在，每天早餐我还要煮鸡蛋或鸭蛋给
儿子吃。但因为他不吃蛋黄，让我颇伤脑
筋。有一次我很感伤地讲我小时候偷煮鸭蛋
挨打的那一幕，儿子睁大眼睛听着，有点不相
信的样子。但这背后的辛酸，幼小的他又怎么
能了解呢？

因为他在学校的功课紧张，现在日常生
活中我几乎每天都要问：“儿子，今天想吃
啥？”他说想吃炸鸡翅，我就领他到街上，由他
吃个够；他说想吃肉，我就专挑瘦肉买……为
此，我常教育他，也时常叹息：你还挑剔哩！
我小时候要是有你现在吃的一半好，就不知
道会幸福成啥样呢！

感慨着，我常会想起当年因偷吃鸭蛋而被
绑到树上的事情……

变了，真的变了！从解决温饱到接近小康，这
40年，变化真大啊！8

历史深处

获得“全国文明家庭”荣誉，跟马昕家
庭的教育理念分不开。马昕说：“孩子们都
要走向社会的，人品怎么样，有没有敬业精
神，勤快不勤快，有没有成就感，这些非常
重要，必须培养他们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
和爱岗敬业的职业精神。”他的外甥女陈凌
三十刚出头，有自己的公司，还是郑州市

“三八红旗手”。外甥杨威从部队复员，在
马昕的老同学那里找到了工作，他建议老
同学给杨威发最低的工资，交给他最重的
活儿。马昕说，当时杨威才二十来岁，需要
磨炼。几年后，杨威成了公司业绩数一数
二的业务员，如今，他也有了自己的公司，
被河南省驻深圳团工委表彰为“豫鹏好青
年”……

“用心去爱这个世界，就会得到爱的真
诚回报。”马昕从军校毕业到部队后，得知

驻地附近有两个孩子因家庭贫困面临辍
学，就主动承担了他们的学费，一直资助到
他们大学毕业。交流到郑州工作后，马昕
热心公益活动的脚步也一直未停止，当他
的大家庭设立“和谐家庭爱心基金”后，他
就和家人一起把这些资金向社会公益延伸
——2011年 3月，农村老家的一个女孩因
车 祸 高 位 截 瘫 ，他 们 分 三 次 为 她 捐 款
74280元；2017年春节前，他们用基金为郑
州陇海大院的残疾人高新海购买了一辆价
值 13800元的油电两用三轮车，方便了高
新海出行参加公益活动。

为拓宽正能量传播渠道，马昕还配合
社区成立了“马昕工作室”，定期开设“居民
课堂”，以“全国最美家庭”“全国文明家庭”
身份带动大家共同创建“最美社区”“文明
社区”……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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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雄

东周时，商旅往来，常不限国界。孔子的
学生子贡就曾弃学经商，携带着装满布袋的刀
币，常年奔走于各国之间。一日，子贡归来，孔
子发现其布袋里装有燕国的尖首刀币，问：“此
乃何用？”贡曰：“四周通用也。”孔子恍然大
悟：“是矣。”

就当时币制而言，各国货币的形制及单位
重量并不统一，由于各国都允许非本地的货币
使用，这样就省去了许多麻烦，大大方便了商
业往来。1975年在山东临淄齐国故城出土的
一批燕国尖首刀币，就说明了商业往来可以携
带异国的货币入境。

春秋战国时期社会变革激烈，乃先秦货
币中最为多姿多彩的时期。列国征战，疆域
变迁，民族融合，商品交换，引起大量货币流
通，出现了布币、刀币等多种货币体系。略晚
于铲币的刀币，正是这个时期货币中的一朵
耀眼奇葩。

刀币是我国早期的青铜铸币。其形状就
像一把小刀，由刀首、刀身、刀柄和刀环四部分
组成。刀之缘以外郭，刃不向外，向左而不向
右，凹背凸刃，刀身和刀柄是大小相近的两个
长方形，刀环呈圆形。整个刀币几种几何形体
巧妙地组合在一起，形成了一种平稳周正、丰
满圆润的形象美与和谐美。

刀币源于东方渔猎及手工业较发达的地
区，由一种称作“削”的工具演变而来。

春秋时期，齐国已成为东方大国，地处海
滨，得渔盐之利，经济繁荣，国富民强，人们安
居乐业。春秋末期，大夫田氏专权，大力推行
刀货，刀币开始在市场占据主力地位。周安王
二十三年（公元前 379年），刀币逐渐成为齐国
的法定货币。其中“邦刀”尤为名贵，很早就被
世人当成“吉祥符”，认为收藏这种刀币的人可
以四季平安。到战国时期，齐国经济实力更加
雄厚，对货币的需求量也越来越大，齐国货币
在东部地区大量流通。

齐刀币铸造精良，造型精巧，币文俊秀，形
制独特，为先秦货币文化之最。齐刀币中多大
型币，体大厚重，有重达 60克的，超过一般刀
币的 3倍，素有齐大刀之称。

以制作而论，齐国刀币可分两类：一类刀
身外郭高出刀柄，有安阳之法化、节墨之法化、
齐之法化等数种（取名于刀币上的钱文），多数
为齐国地方货币；另一类刀身、刀柄外郭等高，
有齐建邦长法化及齐法化二种。齐刀除齐法
化外，其余几种均少见。

齐刀币不仅反映了当时齐国政治经济的繁

荣发达，亦反映出 3000年前齐国人的
艺术品位，对齐文化的研究极具价值。

燕国出现刀币形式应是受齐国的
影响。燕昭王颇能接纳人才，在位时
开拓疆土，建立了上谷、渔阳、辽西、辽
东诸郡。燕国铸有“针首刀”“尖首刀”
和“明刀”等等，铜质不精，制作粗糙，
文字也简单或无文，主要流通于长城
内外，故又称“匈奴刀”。而后，随着经
济的发展，刀币得到了更加广泛地流
通。“匈奴刀”在日伪时期曾出土于承
德、张家口一带，被日本人盗走许多，
视为珍品收藏在日本博物馆里。

刀币大致上可分为六种类型，齐
刀、直刀、燕刀、尖首刀、针首刀和圆首
刀。刀首是划分刀币类型的主要依
据，按形状可分为针首刀、尖首刀、截
首刀、圆首刀和平首刀。按刀背可分
为磬折刀和弧背刀。刀币上面都铸有
文字，一字至六字不等。秦始皇统一
中国后，统一币制，废弃贝、刀、布等
币。其后，王莽所铸造的钱币中有金错刀。

刀币深为收藏者喜爱，除其形制特别外，
其面文书体的流畅华美和字意的不确定性，也
是重要的原因之一。齐刀文字，在刀币中首屈
一指，字划犹如刀锋，篆刻精致秀美。不仅如
此，其文字的释读至今也说法不一。如齐法化
也释成大化、大刀，六字刀也有建邦、造邦、返
邦等多种释法。

上世纪 50 年代后期，罗伯昭先生捐献给
中国历史博物馆一枚齐法化刀币。还有一种
齐法化，面文自柄部向首部倒书，制作极其精
美，但实际上却是伪品。

据考古发现，燕明刀存世最多，河北等地
时常有明刀大量出土的新闻。齐法化存世也
不少，极可能是六字刀的简化，近年来在山东
济南历城地区大量出土，应属齐都临淄所铸。

据出土资料表明，明刀、齐法化等出土刀
币上有绳索捆扎的痕迹，为有意识的窑藏，埋
藏的年代估计应在秦始皇二十六前后（公元前
221年）。此时秦始皇曾下令统一全国的度量
衡、文字等，货币想必也不会例外，这样原六国
的货币必将要严重贬值，有钱人不甘心失去这
笔财富，唯一的办法是精心埋藏起来，以等待
机会。由于秦汉之际的战乱，刀币的主人或丧
亡消失，或无法找到藏钱标志，只能无偿地奉
献给后人了。

齐刀上的文字最多，字义也最为复杂。如
“节墨之法化”“安阳之法化”等，所谓“法化”，
即法定货币之意。也有释为“大货”的，即大型

货币。“节墨”就是即墨，与安阳一样都是铸币
的地名。如燕刀的钱文只有一个明字，又称明
刀。而“齐建邦长法化”六字刀，则最为罕见，
是齐刀中的珍品，乃无价之宝也。

“齐返邦长法化”六字刀还是中国历史上
最早的纪念币。据何琳仪先生考证，六字刀上
的“返邦”就是返国，即复国，“长”指国君，此
乃齐襄王时齐军打败燕军，收复齐国，重返齐
都临淄后所铸之币。

据《史记》《战国策》等史籍记载，公元前
284 年，燕、秦、楚、赵、魏、韩六国军队大举伐
齐，济西一战，大败齐军。公元前 279年，田单
用火牛阵大破燕军，不几个月就收复了齐国被
占的失地，洗雪了齐国差点被灭亡的耻辱。这
是齐国历史上的大事，举国欢腾。这天齐襄王
突发奇想：何不以铸币来纪念齐国的胜利？

于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纪念币就这样诞
生了。8

□本报记者 刘向东 本报通讯员 张富国

郑州市二七区有一个“全国文明家庭”——马昕家庭。这个39口人的“大家庭”，
是由马昕等兄妹六人的小家庭组成。这个大家庭设立的“和谐家庭爱心基金”，近年
来也向社会奉献着爱心。

在他们的爱心基金明细账中，记者看到这样几笔支出：2017年 2月，外甥杨威战
友的女儿被查出骨肉瘤，基金捐助12897.66元；6月，外甥女陈凌的朋友肾衰竭，基金
捐助5250元；7月，他们农村老家的邻居因车祸致残，基金捐助20880.45元；2018年
9月，回老家看望残疾邻居，基金捐助15181.98元……

小家与大家

马昕家庭也曾一盘散沙。10多年前，
马昕的 5个兄妹都在郑州打工，分别租着
城中村的房子，生活拮据。“苦点累点没啥，
最主要是一大家人不和睦，抱不成团儿。”
2009年，兄妹中排行老四的马昕从部队交
流到地方人武部工作，他把父母和 5个兄
妹召集在一起，提议大家搬到同一个小区，
有钱的买房，没钱的租房。

同样一小套住房，市里小区房租每月
1200元，租金却是城中村的 10倍。当时，
马昕的大哥每月收入 800多元，连房租都
不够。为了动员大哥搬家，马昕替他拿出
一年房租。马昕说，环境会影响人，理念一
变天地宽。

终于，6个小家庭组成了一个30多口人
的大家庭。马昕把这个大家庭编成了连队，
自任连长；副连长二姐马艳负责调解家庭矛
盾；外甥杨威、外甥女杨洁分别担任一排长、
二排长，他们是大家庭的“创业先锋”；侄子

马涛、外甥女陈凌是通信员和文书，负责家
庭会议的召集，处理日常事务……“遇到重
大问题，全体家庭成员一起协商。”马昕说，
他们每月开一次“生活会”，每人都要对学
习、工作和生活进行总结，制定下一步规
划，相互监督，共同提高。

接着，大家庭设立了“和谐家庭爱心基
金”，逢年过节聚会时，鼓励大家将零花钱
存入基金账户，6个小家庭各有一名代表参
与管理。有谁提出使用时，集体讨论，三分
之二以上的人同意才能通过。

最初，爱心基金主要用于家庭文体比
赛等活动，对优胜者奖励，年终给家庭里的

“三好学生”发红包。如有哪个家庭遇到重
大变故或创业发展需要，也可申请基金支
持。大姐的女儿杨洁自主创业时手头资金
短缺，申请暂借基金 5万元，并约定了归还
日期。经过两年打拼，她不仅提前还了款，
还买了一套140多平方米的商品房……

孝老与爱亲

孝老爱亲，是这个大家庭做得最重要
的事。

10多年前，马昕在边陲当兵时，每月
都会给父母寄钱。但他寄回的钱，却被父
母节省下来给了其他孩子。马昕就给两
位老人讲道理：无条件的帮助如同施舍，
会助长安逸。有一次，马昕问他大哥：“我
每月给父母 500元，你能不能给50元？”大
哥却说，你每月有工资，我打工挣钱顾自己
都勉强。

“大哥当时每月能挣多少我也知道，但
如果不‘逼’他一下，他一家就很可能一直
安于现状。”马昕说，这也是他坚持要让几
兄妹住在同一个小区的主要原因。果然，
搬到小区后的马昕大哥一家，不再满足于
像在城中村时每天只卖两锅卤面，而是一
家人起早贪黑想方设法勤劳致富……手头
有了活钱，大哥便主动找到父母要“尽一份
孝心”。

近年来，马昕兄妹只在春节、端午、中
秋时，每人给父母 1000元，他们组织儿女
给爷爷奶奶发工资，十几个已参加工作的
孙辈，每月给他们的爷奶钱。一年下来，两
位老人手头有了 6万元。老人手头宽裕，
自己花不完就会奖励给学习好的孙儿孙
女。回老家时见到孤寡老人，他们也会帮
衬一些……“得到资助的人感激他们，他们
觉得很有面子，也有成就感。”马昕说。

马昕还讲了这样一件事：早年他为方
便和父母联系，给老家装了固定电话，但常
常没聊几句，母亲就担心花钱让挂掉，“挂
吧，多说一分钟都是钱啊！”他就说：“妈，我
又不抽烟，如果我每天抽一包十块钱的烟，
一个月起码三百块，你全当打电话用的是
烟钱。”后来，母亲渐渐放开了……“老人都
想和子女多说说话，但他们过惯了苦日子，
心疼钱。如果兜里富余，他们也大方，因为
他们更看重亲情啊！”

责任与教育

记忆中的那枚鸭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