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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月印记

分币，对20世纪90年代以后出生

的年轻人来说，或许根本没有见过，甚

至现在壹角、伍角的纸币或硬币他们可

能也不看在眼里，但对我这个出生于20

世纪70年代的人来说，小时候为了讨得

五分压岁钱成了我埋藏心中永远挥之

不去的记忆。

小时候因为姊妹多，负担重，家

庭副业也不济，养猪猪病死，喂鸡鸡

发瘟……处处多有不顺。分得粮食

勉强维持温饱，进钱来路几乎没有，

平日里我们很少能够见到钱。有时

候看着别的小朋友拿着零花钱买零

食、小人书之类，只有眼馋的份。记得那

年除夕下午，一位与我们家关系很是不错

的涂姓小老到我们家里玩，可能是为了讨

得我们的欢心和喜爱，大声告诉我们：“明

天早晨都到我家去拜年，我给你们每人五

分钱！”听他这么一说，我们一个个眼睛发

亮，乐得手舞足蹈，满脑子都是五分钱的

事，夜里做梦还乐出了笑声呢。由于内心

异常激动，第二天，天麻麻亮，我们姊妹

几个就满怀着欢喜相约来到他家。呵

呵，还没起床。他说了的，我们可不能

白来！我们凑到他的床前，甜甜地叫着

“小老、小老”，用小手轻轻地拍打着他

躺在床上的身子。可好，他翻动翻动身

子，把被子又蒙在了头上，直到天大亮

他还是躺在床上不起来，更甭提给五分

压岁钱了。我们一个个耷拉着脑袋，带

着满心的失落悻悻离去。

五分钱对当时来说，也就只是买上

一块雪糕，或者一本小人书，但是对我

们这些穷孩子来说却有着莫大的魅力，

甚至是一种奢望，现在每每想起，既感

到好笑而又有着些许的心酸。

当下，伍分、贰分、壹分的硬币或纸

币，早已退出历史舞台，对年龄略长者

来说成了一种恒久的记忆，对20岁左右

的年轻人来说，是一种传说中的历史。

如今轻轻吟唱“我在马路边，捡到一分

钱……”那首儿时耳熟能详的老歌，依

然让人思绪飘飞，心生暖意，虽然那是

一个数额再小不过的金额，但是却曾经

展现一个小小少年非常崇高的行为举

动。

历史车流滚滚，时代飞奔向前。现

今人们的生活普遍殷实富足，阔步迈向

小康。如若哪个年轻小伙、垂髫少年，

春节期间到谁家拜年，主家热情地塞上

5元、10元作为压岁钱，他（她）准会说你

小气吝啬，就是给上两百元、三百元也

实属正常不过了。

我永远都忘不了儿时的一些事，特

别是那年的除夕夜，还有“五分压岁

钱”，不知怎的经常在脑中浮现。如今，

我国发展日新月异，人民生活稳步小

康，多项领域全球领先，奇迹不断出现，

这是过去想都不敢想的事情，从内心

里，我为祖国而祝福，我为祖国而自豪。

五分压岁钱

□陈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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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艳兰

农家旧物件

□杨会安

寒冬里的温暖

阅读，父亲送的财富
家风家训

父亲当了家风“讲解员”
□苗君甫

□张惜萍

随笔

儿时的记忆中，我的家乡——豫西

南一个偏僻的小山村，整个腊月都飘着

甜蜜的味道。

小时候，村里很穷，家家户户全是用

砖坯、蓝瓦、檩条盖成的低矮小房子，平

时粗布衣、粗布鞋，单调无油水的饭菜和

日子一样寡淡无味。但一进入腊月就不

同了，家里的餐桌上就不再只有白菜、萝

卜、红薯了，多了些青椒、芹菜等。父亲

会循猪嚎叫的方向去买肉，会把养了半

年多的公鸡杀了；母亲会挑着一担饱满

的黄豆去磨豆腐，会把绿豆浸泡后放在

一塑料袋里，袋子用针扎许多小孔，挂在

灶台旁，每天淋上水，生成白嫩的豆芽

菜；奶奶会在赶庙会时买几个又大又红

的苹果和些许炸得焦黄香酥的小鱼让我

们尝尝鲜、解解馋……除此之外，还有糖

果、瓜子等，如此“丰盛”的美味让人早早

嗅到了新年的气息。

当然，在大人们忙得不亦乐乎时，

小孩子们也不会“袖手旁观”。我最喜

欢在腊月二十四的“除尘日”大显身

手。所谓除尘，就是把家里里里外外、

犄角旮旯都清理干净，以焕然一新的

“家貌”来迎接春节的到来。当父母拿

着笤帚、抹布，端着水盆，在庭院、厨房、

堂屋清扫时，我会立刻跑到我和奶奶住

的房间，奋力将床上的被单抱出来，踩

着小板凳晾晒在暖暖的阳光下，认真仔

细地把床下的鞋子、纸盒以及床头木箱

上的针线笸箩和梳妆盒清理一遍。因

为这些看似辛苦的体力活儿，会给我意

想不到的惊喜：被褥下、鞋子里、梳妆盒

内或床下地板上总也少不了奶奶不小

心遗失的几枚硬币或碎票，合起来少则

一元，多则三五元，在当时一角钱就可

以买10个小花炮呢。而当我假装要把

这笔令我双眼放光的不菲收入归还给

奶奶时，奶奶一准会笑着对我说：“小宝

啊，拿去买花炮玩吧。”奶奶一声令下，

我一溜烟就跑开了。之后，在村里的代

销点买一大堆零碎的小花炮，和要好的

小伙伴开始燃放。

说起爆竹，在那没多少玩具的年代，

它可真是我童年的“珍宝”啊。待细长的

炮捻点燃，“哧哧”冒着火花，我们会把它

扔在装有烟灰的脸盆里，扔在正下蛋的

母鸡旁，或是把它放在旧瓷碗下，然后随

着一声巨响，沙尘暴来了，母鸡跑了，瓷

碗飞上天了，而我们就笑开了花。年味

更浓了。

在大人们煮肉或油炸东西时，我还

喜欢帮大人劈柴烧火，因为我可以第一

个品尝到那香喷喷的丸子、麻花、油饼，

可以啃骨头上剩得可怜的一丝肉末——

那时每家买的肉其实很少，是不敢也不

能敞开了尽情吃的。

儿时的腊月虽没有山珍海味，没

有新奇刺激的网络游戏，但在我的心

中，却是馨香的，富足的，令人欢欣鼓

舞的。

周末在家刚吃过午饭，父亲放下饭

碗就急匆匆地往外走，一边走一边说：

“下午有个学校要来馆里参观，我可不能

迟到。”母亲看着父亲的背影笑着说：“当

了‘讲解员’，你爸真是忙得脚不沾地

啊。”我也笑：“有个事儿忙，挺好的。”

父亲这个“讲解员”只讲家风家训，

工作地点就在村里每天对外开放的家风

家训馆，虽然是义务讲解，没有工资可

赚，但父亲依旧认真且努力。上午有学

校预约了让小朋友下午去听村史，父亲

才着急去做前期准备工作。

老村拆迁之后，村里群众整村搬迁入

住安置小区，生活虽然有了翻天覆地的变

化，但却没有了存放乡愁的地方，父亲经

常不无遗憾地说：“长了几百年的皂角树

也砍了，村里的土楼也拆了，再过些年，村

里的小孩子连村史都不知道了……”后来

镇村筹划建家风家训馆，父亲一下子找到

了目标和动力，他和村里的几位热心老

人义务当参谋，认真整理了村庄简介、老

村传统、民风民俗以及村庄大事记等所

有能反映村庄历史的东西，还在镇政府

的指导下去外地取了经。

取完经回来，家风家训馆开始着手

建设，全村大姓的姓氏介绍、家风家训的

重要内容、名家的家训格言，包括村规民

约都是重点展示的内容，父亲和村里热

心的老人们一起，每天的闲暇时间就泡

在馆里，从前期的内容整理、版面设计、

墙体美化，到后期的义务讲解、卫生打

扫，忙得不亦乐乎。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

缕，恒念物力维艰。”“不受无功之禄、不

取不义之财”“诗书不可不读，礼仪不可

不知”……这些家风家训馆里的格言，父

亲也经常给我们讲解，墙体上党的光辉

历史和领导人关于家风家训的重要讲

话，父亲都如数家珍。

父亲最常讲的是村里的老革命故

事、好儿子和好媳妇的光荣事迹，在父

亲的影响下，我3岁的小儿子也会背诵

“百善孝为先、家和万事兴”了。家庭聚

会上，父亲也会给我们分享家风家训馆

里的见闻：哪个学校的孩子听得最认

真、哪个机关的同志提的建议最好、哪

个村民家的事迹最感人……上周姐姐

过生日，一家人聚在一起吃饭的时候，

父亲给我们讲起了好媳妇丁大嫂的事

迹。丁大嫂14年如一日，和自己卧病

在床的婆婆同住一个屋，照顾婆婆的吃

喝拉撒，尽心尽力、从不厌烦，婆婆经常

对丁大嫂竖起大拇指：“媳妇做得和闺

女一样好！”父亲说：“久病床前无孝子，

丁大嫂真的不容易，孝敬老人就应该像

丁大嫂一样耐心细致。百善孝为先，一

个不孝顺的人根本不值得交往。”我们

郑重地点头称是，父亲欣慰地笑了，满

是皱纹的脸上全是骄傲和自豪，我知

道，他已经深深地爱上了家风“讲解员”

这个身份，并以此为荣。

家风家训馆承载着村里的乡愁，记

录着村里的发展历史、担负着弘扬优良

家风、引领着民风村风的重任，家风“讲

解员”的身份至关重要，我想，这一定是

父亲最荣耀的职业，也是他最有成就感

的职业！

周末下雪了，大地一片白茫茫，天气

非常的寒冷，我坐在公交车上，此刻已是

夜幕降临。

车到市委站时，上来了一位戴着毛

线帽子，身着棉服手提行李的妇女，看起

来大约五十来岁，她往投币箱投钱时发

现自己口袋里没零钱，司机说，没零钱就

下去换，那位大姐说，等下一趟车外面天

气又冷，况且她有急事要赶坐这趟车回

娘家看望正在病中的父亲，请司机行行

好。司机说，如果乘客上来没投钱，他会

受到公司处罚的……我在车前排坐着，

刚好见到了此情景，便起身离开座位，走

到那位妇女面前说：“大姐，我帮你付

吧。”我边说边将钱投入投币箱内。那位

妇女见状对我说着许多感谢话，说，还好

今日有我相助，否则在这大冬天的下去

换钱不只是寒冷，再等下一趟车又会耽

误一阵子，回到家，天会更黑了。原来下

车后，她还要走几里路才能到娘家。她

边说边从自己随身行李包里拿出几个水

果硬塞到我怀里，叫我收下。

大姐真诚感谢的话语，让我心里生

出一阵阵温暖和感动。没想到，我小小

的举动竟赢得了一颗火热和感激的心。

那一刻，我深深地体味到“助人利己”这

四个字的真正含义，没想到微乎其微的

帮助竟有这么大的回报，这同时也让我

想起了去年自己坐车的事情。去年夏

天，我坐公交车时忘带零钱和手机，是一

位身穿红色裙子的女孩帮我付的，当时，

我请她留下微信和电话，以便我回家后

用手机发微信还钱给她，结果她听了连

忙摇手阻止说不用了，不用了。她还微

笑道：“帮你就是在帮助我自己，我之前

也碰到你这种情况，是车上一位大哥帮

我付的，下次碰到有需要帮助的人，你也

记得伸出援助之手。”

妇女递水果给我的那一刻，我推辞

了，我对那位妇女说：“大姐，你莫谢我，

你也莫客气，出门在外，谁没碰到个难事

啊，见到了，能帮就帮，你若碰到需要帮

助的人，你也帮一下，再传承下去就行！”

旁边有乘客接着说：“是的，助人为乐是

美，应该传承下去！”话音刚落，听到一个

小女孩稚嫩的声音：“我要为这位阿姨点

个赞。”小女孩的妈妈听了笑了，旁边很

多大人听了也笑了。这时，谁的手机里

传来了优美动听的歌声：“这是人间的春

风……幸福之花处处开遍……只要人

人都献出一点爱，世界将变成美好的人

间。”

外面雪花飞舞，寒冷无比，而车内歌

声飘荡，温暖如春。

乡村印象

晚饭后，我去小妹家送东西，小妹

在客厅等我，茶几上放着一本在读的散

文集，书房中妹夫和小外甥也在读书，这

全家阅读的情景让我恍若回到多年前。

冬季的午后，雪后初霁的阳光照进

窗棂，铺洒在暖洋洋的炕上，大姐靠着被

褥坐在炕头，二姐趴在炕尾，我和小妹坐

在书桌前，每人都沉浸在面前的书籍

中。而父亲则坐在炉旁，边看书边时不

时地往炉膛添上几块木头，整个房间静

悄悄的。外面冰天雪地，室内怡然温馨。

我们喜欢阅读，是受父亲的耳濡目

染。从记事起，父亲每有空闲，总会手捧

一本书，忘了周遭的世界。妹妹爬到父

亲腿上，去拉扯父亲手中的书，父亲会把

小妹抱坐腿上，给我们读一段书，有时也

让我们点选想听的故事。

记得有一个傍晚，我们围坐一圈，听

父亲讲《花木兰》，到精彩处，父亲却停了

下来，慢慢地呷了一口茶，笑眯眯地看着

我们。我们赶紧拿扇子、倒水、给捶腰，

眼巴巴地等着继续讲，但一通忙乱后，父

亲站起来，呵呵笑着伸了伸腰，拿出早放

于一边的书，对我们说：“我还有事要忙，

你们自己看吧。”我们只好拿书到书房

里，几个小脑袋凑在一起，让识字多些的

姐姐来读，有不明白处，七嘴八舌地猜

测。第二天，父亲让我们每个人说一段

自己昨天没讲的故事，然后才开讲下一

个。如此这般，我们不知不觉地成长

着。渐渐地，我们已不满足于父亲的讲

故事，开始如饥似渴地自己找书读故事，

而父亲总会时不时地使简陋的书架悄悄

地多上几本书，我们迫不及待抢来看，热

切地期盼着新书的出现。

现在父亲依然离不开书。父亲每日

粗茶淡饭很满足，但没有书看不行，炕上、

床边时时放本书。

我们姐妹亦如此，每日不读点母亲

口中的“闲书”，好像缺少点什么。姐妹

中谁发现好书，会立即分享到家庭群；过

生日也不用发愁送什么礼物，反正送书

都会欢喜。

长期的阅读，使我们的写作能力都

很强，上学期间，作文经常被当范文来

读，还经常获奖。当然，读书不但让我们

学习受益，还丰富了我们的思想，开阔了

我们的视野，人生更积极进取。

《小窗幽记》中写道：万事皆易满

足，唯读书一生无尽。父亲无意中践行

了古人的这句话，还将我们引领上读书

之路。每日读书让我们精神富足、开心

快乐。阅读，是父亲送给我们一生的财

富，我们感恩！

农家旧物件静静地躺在那里，多数时

间显得很落寞。

老家的宅院里，凌乱地放着犁耙、锹

锨、笆斗、镰刀、扁担、单绳等，这些旧物件

已闲置了许久，虽然有很多已经没有多大

用处了，但是我们还舍不得丢弃，每次见

到它们，都有一种复杂的情绪。

作为土生土长的农家人，我们从小接

受的是从土里刨食、土地创造财富的人生

教育。生活的耳濡目染，实践的自我磨

砺，大家都认识到在艰苦的环境中，奋发

图强的道理。这在我小时候的玩伴中得

到了充分体现，同学中有很多人依靠努力

读书，走入大城市并站稳脚跟；也有很多

人先务工后创业，淘得了一桶桶金，在城

里安家落户；还有留守家乡的，以勤奋创

造出不凡业绩，为美丽乡村建设洒下了汗

水。无论在何种环境下，彼此都以勤奋和

坚忍，过上了幸福稳定的生活。

纯净的乡野，带给我们丰富的记

忆。漫漫人生，青少年时代必须经历一

番摸爬滚打，以苦为乐，勤于修整，坚持

不懈，才能适应人生旅途的风风雨雨。

曾经，我们对那些笨重的犁耙，难以熟练

运用的锹锄等，心存畏惧，但是经过多次

的劳作，慢慢地总结，掌握了很多技巧，

也让我们适应、接受生活的磨砺。那些

农家物件，让我们感受了生活的温暖，体

会到人生的欢欣。

农家物件带来了丰盈的生活。农村

的水渠塘坝边，勤劳人家多是利用其便于

用水的条件，开荒整地，一锹一锄地积累，

以无数次磨破手掌为代价，换来了计划外

的一块块零星土地，我们家也是如此。在

父母亲的辛苦操持下，这些不大的地方，

种上了各类蔬菜和瓜果等，常年生机勃

发。每一块土地都有收获，积少成多，生

活逐渐殷实起来。

农家物件常常不辱使命，大家都喜欢

使顺手的农具，也喜欢借用，大方一些的

人家，总是很热情地说拿去用吧。舍不得

借出的，害怕损坏农具的，总是千叮咛万

嘱咐。遇到一件好的农具，大家都很精心

地对待它，反复擦拭，经常保养，小心使

用，像是拥有了一件宝贝，生怕被陌生人

顺走。记得小时候干农活儿，大人们给小

孩子用的都是不好使的农具，因为害怕耽

误劳动力抢收时间。趁着大人休息的间

隙，我们会拿他们用的刀把光滑、刀锋锋

利的镰刀试试，割麦割稻特别顺手，一次

不注意，镰刀一下子就把我左腿的裤子划

破了。

一段段难忘的记忆，在我的人生体验

中占据重要位置。让我在遇到困难之时，

能够以平和的心态去面对，有些事，咬咬

牙就挺过去了，反复地纠结，只会徒增烦

恼。

如今，走在美丽乡村，曾经被抛弃的

旧物件也找到了被宠爱的感觉，有的还有

了新的用武之地，供城乡游客体验。曾经

意气风发，如今油腻初显的中年人见到它

们，总是回忆过往，和它们亲密接触一

番。少不更事的孩子，如同发现了一个个

新奇的玩具，急切与家人交流沟通，家人

也少不了忆苦思甜一番。农家旧物件，陪

伴人们走过一段段或艰辛或辉煌的岁月，

见证了一代又一代人芳华时光。在每个

人的心中，旧物件永远是不老的记忆，它

们是崭新生活的承启，见证着不断向前的

生活。

那天，读林海音所著《奶奶的傻瓜相

机》，里面有一篇提到她热爱收藏大象的

故事。说起来，她原来不喜欢大象，因为

它那么巨大、笨重、丑陋！可是后来经常

出国，在逛异国市场时，发现各国都有象，

于是就随意买了一些奇形怪状的象，慢慢

家里也有了数十个这样的摆设品。这时，

她开始有意读一些和大象相关的书籍，渐

渐知道象非常聪明，它们从初生下来就像

天才儿童一样，它们的家庭观念也很重。

大象在林海音心中变成了一种神圣而可

敬可爱的动物，于是开始收藏更多的象。

艺术家们用来造象的材料非常多，无论铜

铁、陶瓷、玉石、玻璃、象牙、木头、布料都

可以拿来做成各种形状。朋友们投林海

音所好，看见了象就买来赠送，造成了她

家集象满柜的形势。这篇文章配了一张

插图，林海音和自己收藏的一部分象在一

起，她脸上的笑容那么灿烂。因为这样一

种特殊的爱好，林海音每次出门旅游，都

好像要去寻宝一样。当收藏成为生活中

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仪式感就来了。

林海音在台北有一位朋友傅培梅，她

收藏的目标更有趣：围裙。她是一位无师

自通的烹饪专家，在长达几十年的时间

里，她总是每周一次参加电视台的美食节

目，教观众朋友如何做菜。傅培梅家里的

诸多围裙，多是她到各地表演时搜购或别

人赠送的。有一次，她干脆在自家楼下举

行了一次围裙大展，选出200多条围裙来

展览，分成迷你型、花边型、格子型、古典型

等，还特意从时装店租来人体模型，给他们

全都穿戴上围裙摆满了会场！我想，傅培

梅每次下厨前，挑一件最喜欢的围裙，也是

一种非常有仪式感的事情，有了这件道

具，她做起菜来，心情更多了几分愉悦吧！

说起来，我也喜欢收藏，因为喜欢种

花种草，我夏天出门时，常自备一个小铲

子，看到路边有不知名却又漂亮的植物，

哪怕只是因为它的叶子很独特，我也会挖

一棵回来种下。平时逢小城过集，我必去

找熟悉的卖花人，每次都不会空着手回

来。有一天，同事跟我说，小城有一家类

似私人花园的地方，它的位置在比较隐蔽

的城边地带，我费尽周折才找到，里面果

然花草品种非常丰富，注重搭配摆放，让

人看了赏心悦目，我当天就把铁丝莲、蔷

薇带回了家。最有趣的是，有一次我跟男

主人去千里之外的老家，姑姐家门口有一

种不知名的花，当时开得正艳，我为了等

花儿落下后，方便把花籽带回来，把本来

订好回程的火车票都退了，足足延后了5

天才回来。如今，我的花花草草也有几十

种，我闭上眼睛都能说出它们的花期、习

性，它们没有一种名贵的品种，却每一种

都被我视若珍宝，这也是一种收藏之乐。

每天早晨，收拾过花草再开始一天的生活

和工作，对我来说也是一种美好的仪式。

收藏是一种情趣，藏品不一定值钱，

却可以填充生活中的空白，每个人喜欢收

藏的东西都不一样，或许是邮票、电影票、

门票、粮票、报纸、地铁纪念车票、信封、像

章等，只要是自己喜欢的物品就可以收

藏。当你的收藏越来越丰富，闲时一一去

欣赏，是一种无法用金钱来衡量的乐趣。

收藏，会让我们在不知不觉中注重细节，

提升个人修养和审美观，也让原本凡俗的

生活充满仪式感，何乐而不为呢？

□仇多轩

散记

收藏
让生活充满仪式感

杂谈随感

□张军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