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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灵感悟

申凡文艺情

诗以言志
■ 王莉萍

是怎样的一种力量，支撑着一份不倦追
求，成就了一段古稀之年的绚烂？是怎样的
一种倔强，怀抱着一尺蚀骨倾心，缱绻了一
场忠贞的梨园之爱？骑车回家的路上，我一
直在默默地思考着……
前几天，同事在朋友圈里发了张邀请函
——老父亲和他的戏迷朋友们排练了一台
节目，诚邀各位好友前来观摩，并晒上了几
张排练的剧照和一份节目单。从单子看，主
持、灯光、音响、乐队……一应俱全，很像那
么回事。我好奇，想一探究竟，私聊了同事，
表示会去观摩，同事说会给我备好凳子，于
是昨晚欣然前往。
晚会是 7 点开始的，6 点 45 分我就到达
了演出地点——申凡苑。申凡苑并不大，两
幢高层，抬头仰观，竟有些危峰兀立的险
峻。再看坐落在苑中的小露台上已是人头
攒动、人声鼎沸。看来小区居民已是倾巢而
出，
捧场很是给力！
我移步挤上露台，只见露台一端的舞台
已搭得有模有样——大幅山水画的舞台背
景，横幅上的几个大字熠熠生辉，明亮的小
太阳灯把露台照得如白昼一般！演员、主持
人、乐队、摄影师忙前忙后，做着开演前最后
的准备。观众们有的坐着，有的站着；有的
拿着扇子摇着，有的端着手机拍着；有的交
头接耳说着心事，有的帮演员理着头饰，真
是大家庭里一派其乐融融的祥和景象！
不一会儿晚会开始了。上台的两位主持
——女主持一袭紧身过膝红裙，
温婉而性感；
男主持白衬衫配红领带，帅气又洋气！两位
都已不再年轻，但眉宇间一股子精气神却是
气场爆棚！浑厚的女中音，
高亢的男高音，
一
下子把大家带入了一股浓浓的文化气氛。
有时，卸妆坚强的一颦一笑是动人的，
注视的眼神中流动着轻松与愉悦，被文艺挑
逗的内心如此柔软而美丽。在这些柔软的、
美丽的、期待的眼神中，
表演开始了。
首先上台的是沪剧《办喜事》。几位演
员打扮成淳朴憨厚的农村人，举手投足把农
人的豁达开朗、坚毅果敢演绎得淋漓尽致。
是的，他们怎么会忘记自己的本色呢？祖祖
辈辈的奉贤人，和农田打了几十年的交道，
那是沁入血脉的爱和痛啊！如今搞新农建
设了，种田、收割都机械化操作了，农村人住
进了现代化小区，那份情怀也终于化作了一
曲清歌高唱……
听说，弹古筝曲的孙丽老师是自告奋勇

人生百味

要为大家表演的。果然，她的弹奏专业，悠
扬灵动、余音缭绕的乐曲穿透心扉，荡涤心
灵，使人一会儿如观苍茫大海，一会儿如赏
万丈高山，
一会儿如临幽兰空谷。
那眼波流转的心底已是澄澈，
陶醉……
接着，是同事父亲表演的沪剧《蝴蝶夫
人——新婚别》。70 岁的老人，着一身洁白
的海军服，军帽下那张儒雅的脸庞，眼神深
邃而忧郁，把一个肩负保家卫国重任的军
人，离别时对妻子的愧疚、无奈、深情和依
恋，
拿捏得恰如其分。
听同事说，她父亲对沪剧的钟爱由来已
久，退休去了老年大学后更是如痴如醉。为
了这场演出，父亲和申凡苑小区的演员们排
练了好几个月。演出的道具、音响、服装等
等，大家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全部通过自
己的努力准备齐全。小区的物业公司和居
委也为演员们提供了礼物。晚会还得到她
母亲和两位叔叔的鼎力支持。两位叔叔一
个拉二胡、一个吹笛子，全程为节目伴奏，母
亲也参加了时装表演……正说着呢，同事的
母亲就上场了！

■ 袁晓林

思念总是在不经意的一刹那，
总在宁静的夜里朦胧地响起。
而逝去的时光却是如此的清晰，
清晰得让人相信这是真的，
仿佛就在昨天。
阴雨连绵的日子，
不眠的夜，
突生的白发，
还是泄露了我的思念，
我的乡思。
而今，
总在那不经意间出现，
天是那样蓝，
树是这么绿，
村庄依然宁静、
美丽，
人还是那么质朴，
勤劳……

岁月情怀

比爆竹
■ 张剑峰

喜鹊枝头报喜春（撕纸）

■ 杨淑华

压 岁 钱

■ 褚伯葵

■

杨一

晚辈给老人的，这个“压岁钱”的“岁”指的是
年岁，
意在期盼老人岁岁平安、健康长寿。
乡村老年人吃过年夜饭后有上床“窝米
囤”的习俗，即亮着灯坐在床上的被窝里，称
其为“窝米囤”，以祈新的一年粮丰仓满；也
有的通宵不眠，又称其为“守岁”；还有一种
说法，亮着灯坐在床上不睡觉叫做“守祟”，
驱“祟”
的意思。
最早的“压岁钱”出现于汉代，又叫“压
胜钱”，并不在市面上流通，而是铸成钱币形
式的玩赏物，有避邪的功能。唐、宋时期出现
了以钱币用于春节祝吉的举动，而最终演变
为除夕向晚辈赐钱压岁，作为一种风俗流行
是在明清时期。
如今，压岁钱已变为货真价实的人民
币，甚至还有外币。随着经济条件越来越好，
压岁钱的传统寓意渐渐走样，长辈们拼面子
发压岁钱，孩子们也开始比谁拿到的压岁钱
多。
我家是多子女家庭，是祖辈种田的农耕
之家，我小时候生活贫困，吃和穿都非常一
般，过年时，小孩子穿件新衣服、给点压岁
钱，
就感到心满意足。
记得我 12 岁那年的大年夜，母亲给我 2
角钱的“压岁钱”，钱虽然不多，但我很高兴，
因为我家孩子多、家底薄。当时 2 角钱可以

赶庙会（包括吃、看、玩）；2 角钱可以买 2 个
有百果馅的芝麻饼、或 10 只煎蛋糕、或 20 粒
糖果。记得我用 2 角“压岁钱”买了一盒腊
笔、一枝有橡皮头的铅笔和一本小人书（连
环画），压岁钱用在学习上，很有意义，也能
减轻父母负担。
由此看来，
“ 压岁钱”牵系着一颗颗童
心。现在长辈为晚辈分送“压岁钱”的习俗仍
然盛行，新时代、新时尚，为“压岁钱”赋予了
新的内容。
我小时候，大年三十之夜，小孩子拿到
了“压岁钱”，高高兴兴聚集在一起尽情地玩
耍，一会儿玩“老鹰捉小鸡”、一会儿“捉迷
藏”、一会儿“排排坐讨只花面小狗”等游
戏，好开心！直至父母喊了后小伙伴们才逐
渐回家，睡觉时基本上已跨入新的一年，渐
入梦乡。

己亥大吉（篆刻）

“压岁钱”，汉族年俗，寓意辟邪驱鬼，保
佑平安。
“压岁钱”最常见的，即由家长用红纸包
裹分给孩子的钱。压岁钱可在晚辈拜年后赏
给，亦可在除夕夜孩子睡着时，由家长悄悄
地放在孩子的枕头底下。
“压岁钱”有一个有趣的来历,传说有个
叫“祟”的小妖，每年三十夜会摸睡熟孩子的
头，孩子就会变傻。又一年的三十夜，
“祟”如
约而来，有户人家孩子睡觉时把包着“压岁
钱”的红纸包放在枕头边，当“祟”正靠近他
时，红纸发出一道亮光，
“ 祟”就惊慌失措的
逃跑。因此，大家叫它为压“祟”钱，
“ 岁”和
“祟”
发音相同，
后来叫“压岁钱”。
相传“压岁钱”可以压住邪祟，由此，当
地有传统，年夜饭之后或春节拜年时，长辈
要将事先准备好的“压岁钱”分给晚辈。因为
“压岁钱”又称压“祟”钱，晚辈得到“压岁
钱”就可以在新的一年健康吉利、平平安安；
又因为用红纸包钱，故称其为“红包”，分给
孩子，
讨个红红火火的好彩头。
除了长辈送孩子“压岁钱”之外，有的地
方还有送“压岁果”的习俗。除夕夜，长辈会
把橘子、荔枝等水果放在小孩子枕边，取“吉
利”
寓意，
是祝孩子来年大吉大利。
“压岁钱”除了给小孩子外，还有一种是

恍惚是天上的七仙女下了凡，难以置
信，这些都是六、七十岁的老太太，体态仍是
婀娜，步履依旧矫健。她们时而抬腕低眉，
时而轻舒云手，时而合拢握起手中的扇子，
时而打开转动肩头的花伞，行似笔走游龙绘
丹青，舞如凤飞祥云吐春曲，衣决飘飘，轻盈
典雅。面对这样精致的表演，观众们的喝彩
声怎会不似浪潮翻滚呢？
……
一路上，当脑中回放完这些精彩的镜头
后，我已经可以回答自己一开始提出的问题
了——是一种年轻的、
健康的、
积极的心态给
了这些古稀之年的老人们无限的精力和魅力，
是新农村的好政策给了老人们绽放精彩的时
间和空间，
是文明城区建设的精神引领了老人
们朝着健康优良的文化生活迈步前行。
群星闪耀，久违的星空之美让我沉思，
让我兴奋！
仰望星空，我想，城市的精神之光，早已
不是在一个“申凡苑”里闪耀，奉贤大地的夜
空早已是星光灿烂……
我爱你，
大美奉贤！

乡 思

小时候，最喜欢过年了。不必说穿新衣、新
鞋，也不必说有很多好吃的，单是比爆竹，就有无
限趣味。
那时，家家户户的大人都忙于准备年货，亲
手做香甜酥脆的炒米糖、油炸豆粑和果子，自制
腊肉、香肠等腊味，而我一考完试就快马加鞭回
家，
一门心思准备一年一度的比爆竹活动。
也不知道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反正自我记
事起就一直有，内容很简单，就是两个村民小组
的小孩子在大年初一那天，各自为阵，列队比爆
竹，看谁放的响、长，谁就最有面子。为了赢得这
场硝烟弥漫的面子大战，大家摩拳擦掌，严阵以
待。有人买现成的爆竹，
有人则自己亲手做。
年初一拜完年，我们三五成群早早来到晒谷
场，每个人口袋里都装满了大大小小的爆竹，列
队摆开架势与“敌人”对阵，就像古代打仗一样。
迫不及待地等待激动人心的一刻，随着“啪”的一
声，一颗震耳欲聋、响彻天宇的烟花弹腾空升起，
正式宣告大战开始。于是双方轮流派代表放爆
竹，
看谁放得响、扔得高。
一时间，你方唱罢我登场，大家都不甘示弱，
放出拿手好炮。顿时五花八门的爆竹，不停的往
空中扔。霎时噼里啪啦的炸响声不绝于耳，一浪
高过一浪，
滚滚的硝烟弥漫在村子上空。
渐渐地，爆竹声稀少了，经过长时间的消耗，
大家口袋里的武器越来越少，补给也跟不上。这
时双方休战半小时，各自回家补充能量和弹药，
之后又开始新的一轮“厮杀”。
为了赢得这场大战，我们小组每年都会使出
杀手锏，做一个直径十多厘米的特大爆竹，在关
键时刻压过他们。眼看就要顶不住了，立即点燃
引线，只听见轰的一声巨响，像原子弹爆炸一样，
蘑菇云般的浓烟腾空而起，无数纸片纷纷扬扬飘
落一地，顷刻将对方的火力完美压制！我们赢
了！小伙伴们欢呼雀跃、相互拥抱，庆祝这来之
不易的胜利！
后来，小伙伴渐渐长大，走出小山村去打工、
读书，大家再也没有机会比爆竹了。但我依然怀
念那段热热闹闹过大年、简简单单就快乐的时
光，那时的物质生活比较匮乏，娱乐活动更少，我
们不怨天尤人，邀上三五个同伴，因地制宜找乐
子，
不需要父母陪着，
也不需要花什么钱。
现在，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的
腰包越来越鼓，吃穿越来越好，工作却越来越忙，
回家时间越来越短；娱乐活动越来越多，玩手机
时间越来越长，相处交流越来越少；爆竹声越来
越稀疏，过年越来越冷清；年俗越来越远，年味越
来越淡……
过年总感觉缺少点什么，我想这也许是成长
带来的烦恼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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