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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灵感悟心灵感悟

■ 王国兴

记忆中的牛话说姚家行
■ 丁延林

岁月情怀岁月情怀

2021年是牛年即辛丑年，说道
牛，便想牛。然而，在现实生活中，
在当地农村想看牛已经成为了历
史，非常渺茫，非常遗憾了！可是，
深感欣喜的是在我的记忆里，依然
能够清清楚楚地瞧见那活灵活现、
身材魁梧、体魄健硕、牛高马大、牛
劲十足的牛；牛貌、牛音、牛活，至
今萦绕于脑海中，种植于记忆中。

现在牛大体分为：水牛、黄牛、
牦牛。当地农村水牛为主，黄牛少
见，牦牛活跃在山区。牛自古以来
是农民忠厚老实的好朋友，把毕生
奉献之，是名副其实地“鞠躬尽瘁
死而后已”！解放初期及前，有农
民家自己饲养牛，后来生产队集体
饲养牛。牛除了耕田犁田耙田外，
早期还担当起“灌溉站”引水种植
庄稼的重任。小时候跟随长辈看
到“牛赶车”，就是一片田地，挑选
靠河边的高地，建造一个牛车棚，
牛车棚六角形，用树木稻草建成，
棚下面安装一个大圆形的牛车盘，
再连接刮水槽，配备上刮水槽里面
理头板子，再通过木车轴，用牛拉
动大圆盘，这样就把河水引上来灌
溉入田种植庄稼。牛赶车时，要把

宛如电灯泡的一双牛眼睛，用“牛
眼罩”罩上。“牛眼罩”是用两只乌
龟壳做成的，之后让牛一圈一圈地
顺着走。据说如果牛亮眼赶车，不
服从且要气死它的。如今思来，我
对“牛赶车”佩服得五体投地。我
赞美牛的伟大——力大无比；我钦
佩牛的聪颖——目达耳通；我欣赏
牛的健壮——耳清目明。也许谁
人知晓？牛甚至一天，一直围绕在
牛车盘一圈一圈地走，没有晕倒！
或许牛的大脑出乎于人的大脑，倘
若人的大脑具备牛的不晕症功能，
那么，人人上天不是臆想！

牛住的是六角形的茅草棚，冬
天给围上草帘子等，夏天是敞开
式，到了晚上因蚊虫多，要给牛做
一个“臭水塘”，牛几乎在臭水塘里
要度过一个夏天。当然，是指水
牛。“牛吃的是草，却挤出来的是
奶。”“奶”！即为农业作贡献。我
十七八岁时在生产队饲养场养猪
养牛，一晃三年。那时队里有三头
牛，一头是黄牛，一头大水牛在全
大队是屈指可数的，力气大干活
快。春夏去捉牛草，冬天牛吃稻
柴，轧草有讲究，尤其是稻柴，短在
两公分左右，轧草要平不要尖，长
辈说要扎伤牛胃的。青草很难捉，
正值“备战备荒，寸土不慌”，路上、
浜滩捉不到，就撑船去河浜里捉茭
柴草，本队河浜里捉光了，去其他
队河浜里捉，有时不小心被他队人
看见，就要双方“大闹天宫”，因为

“侵略”了他们的地盘。牛在参加
三个大忙季节时，要“特殊优惠”，
加吃“花宁饼”。我大叔是队里有
名的犁把手，大水牛对大叔关系非
常融洽，干活非常听话，大叔叫怎
么样，大水牛就怎么样，几乎没有
吵过嘴，没有红过脸，没有打过
跤。但是，其他人去和大水牛相
好，就不太容易，反而被它背着跑。

牛年莅临，牛福会到。我祈祷
祝愿大家：牛年大吉、牛年如意、牛
气冲天、牛转新机、牛运亨通！

1956 年秋，我上五年级时，从
五姓村丁家宅出发，走弯弯曲曲的
乡间“官路”，经姚家行西侧的沙石
马路再走3里路到南桥小学。我有
时到姚家行里游玩，白墙灰瓦的五
开间四合院、前后埭各10间和5间
的平房在苍浦泾北畔一字排开，占
地面积约 15 亩。姚家行位东临南
竹港，南至苍浦泾，西至汤家宅，北
至南亭公路，因姚姓几代人开碾米
厂和花米行而故名。

我听祖父说，清代末前，一般小
户人家用石臼椿米，大户人家请人
矸砻。1900年，姚金奎在南竹港西
畔，秀毓桥南侧，苍浦泾北畔购地置
居，购买蒸汽碾米机和开设姚泰茂
碾米厂。四邻五乡农户都去加工。
1911 年，雇工 20 余人，开花米行并
兼轧籽棉。1913年，姚金奎后人姚
炳均与其弟姚正均开设姚家碾米
厂。1934年又开设方作铺。那时，
行里人来人往，船只满浜，生意兴
隆。1938 年，日军侵占奉贤，企业
倒闭。1944年，姚炳均儿子姚忠心
复开姚泰华碾米厂，1950年停业。

1938 年 1 月 4 日，侵华日军在
姚家行屠戮我军民83人，这是日军
在奉贤犯下一次杀人最多的滔天暴
行。1937年冬，以李伯全为首的一
支国民党散兵驻扎在南桥协和弄沈
家花园，李自封奉南川剿匪司令、奉
贤县长。是年1月3日上午，驻扎在
新寺的侵华日军小仓工兵部队发现
沈家花园楼顶上挂着国民党的青天
白日旗，即派出两辆摩托车到沈家
花园探情，带走李部两个哨兵。下
午，6 个日军各骑自行车复探。次
日上午，一辆日军卡车满载官兵直
驶协和弄，分两路包围沈家花园，李
部哨兵吓得朝天连放两枪，午饭前
日军全部撤走。午后，一辆满载日
军的卡车在姚家行停下，留下几个
日军，其余的日军荷枪实弹徒步到
直奔沈家花园。约 3 点钟后，日军
到园内横冲直撞四处围捕我国军
民，连手无寸铁的花匠和我的堂叔

也不放过。我堂叔丁桂明，是小学
教师，这天他乘寒假之期到沈家花
园探望在李伯全部下当职员的同
学。日军用花包索把他们全部捆
绑，再用绳子串牢押到姚家行，关入
两间棉籽仓库，用木板将窗户封
死。留在姚家行的几个日军兵分两
路，一路到姚家宅提鸡掳蛋，抢走姚
关均等 10 余家活鸡 20 余羽、鲜蛋
30余斤，扛走姚宝才烧酒两甏。一
路到姚家行汤宅强拉汤同生、汤阿
美做菜煮饭。

当晚约 9 点钟，日军酒足饭饱
后，用卡车灯作照明，开始将关押在
棉籽仓库的人拉到公路桥堍一个一
个地刺杀，后来用枪扫射。枪声、喊
叫声交织在一起，四周村民吓得一
夜未眠。桥下尸体成堆，河水成血
水，场上尸体满地，除个别逃出和被
枪杀复苏者4人外，共有83人惨死
在日军的屠刀下。次日早上，我堂
叔丁国民和丁士贤从尸体堆里认领
3弟弟丁桂民，未认领的20余具尸
体由催征吏姚正均组织人员掩埋。

1949年5月13日下午，中国人
民解放军第九兵团 20 军先遣部队
同中共南桥地下党支部在姚家东侧

的沪杭公路上接上关系，解放军进
驻南桥。是年 5 月下旬，奉贤建立
人民政权，废除国民党统治时期的
保甲制度，秀龙乡公所设在姚家
行。1950年土地改革时，除10间后
屋分配给 7 户贫苦农民居住外，其
余全部没收为国有。

1950 年始，先后有秀龙乡公
所、新民中心社、奉贤化肥厂、奉贤
县精神疾病防治所、血吸虫病临时
病房、奉贤县卫生学校、江海供销社
植保站、奉贤教育局工业公司和江
海乡农科站设在姚家行。沪杭公路
南桥段改线后，沪杭公路又在姚家
行西侧的老马路向南延伸，与四车
道的南亭公路十字交错，南来北往
车辆奔驰不息。如今的姚家行，奉
贤区教育保障服务中心、奉贤区医
疗急救中心、奉贤区医疗急救中心
竹港桥分站、奉贤区交通运输管理
中心设在这里。

我站在南亭公路南竹港桥上一
眼望去，姚家行与大润发超市和贝
港花苑隔港相望，上海长途客运站、
上海奉贤交通液化气有限公司、奉
贤县公安分局派出所的建筑比肩接
踵，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

为而不争，这是实现人生安泰
的行为准则。

为而不争，首先体现的是为人
的修养和气度，其中最直接的表现
是谦行，即:谦卑虚下的德行，也就
是始终应当有静如止水的心境、虚
已待物的器量、融然远寄的情怀、
与世无争的平和、谦诚蔼如的粹
美。时常在想，为什么老子说“圣人
终不为大”呢？思来想去觉得这是
因为，如若贪大，必然遗忘细物，正
是从这个意义出发，老子告诫人
们，人世而为，终不为大。另外，为
大必骄、为大必傲、为大必霸，这都
是不争的事实和事物发展的必然！

诸如此类的事和人，世人听得
不少、看得也挺多。在伶牙俐齿的
背后，常常会有“指鹿为马”的祸
心；在卖弄口才的背后，未免有“哗
众取宠”的心理。《道德经》中反复

强调“致虚守静”的观点，认为这是
为人处世的行为之法。致虚，这是
对修心的要求。如果一个人没有经
过任何世俗浸染，没有私欲杂念，
心境清明澄澈、光明坦荡，又很谦
虚，没有偏见，这就是达到了致虚
的境界；守静，这是讲对心态的把
握，要世人守静、安静、清静，不起
妄想邪念，能够拒绝外界的一切诱
惑，这个境界就达到了静如止水。
要想达到这种程度和境界，是很难
但不是不可能为之！

为人处世，让一步是心，退一
步是情。让一分，四面灵通，不要把
自己栓在小利上；退一回，一当两
使，不要把自己殉在脸面上。世态
人情，可作书读，可当戏看。懂得谦
让的人，若水，看似无形，却时时占
着有利地形。要知道，盛气凌人不
算能人，凌强欺弱，更不算是才能，

待人谦让，才是人生的至纯。
其实，人活着没必要凡事弄个

明白、凡事争个对错、凡事拼个输
赢，重要的不是什么都拥有，而是
你想要的正好在身边。

诱惑的表象是美丽的，我们应
学会鉴别；诱惑的方式是隐弊的，
我们应学会警惕；诱惑的结局是放
纵的，我们应学会克制；诱惑的过
程是渐进的，我们应学会反思。有
一句话，叫作“积德无须人见，行善
自有天知”。相信，三尺头上有神
明，做了好事，上天会知道，那么做
了坏事呢，上天更会替你记下。这
不是迷信，而是因果关系。

人生路上要学会善待他人，也
要学会善待自己。善待他人，可以
让人生走得更远；善待自己，可以
让生命活得滋润。现实中，即使身
外的颜色再好，世间的诱惑再多，

如果视而不见，不为之所动，潜心
过属于自己的日子，那么所谓凄
怜、所谓迷惘、所谓失落，自然就会
远你而去、不再打扰！

欲望往往是理想的原动力，理
想常常是欲望的温柔床。一个人如
果沉溺于欲望，人就会病了。心魔
一旦形成，便会在心中像风暴一样
升腾！人不应当被外物牵扯影响到
自己内心的坚持。外界的诱惑那么
多，难道我们就要违反本意去迎合
吗？世间的挫折并不少，难道我们
就要沉溺失败不再奋发吗？

结果当然是否定的！一个人最
的好状态，莫过于眼里写满了故
事，脸上不见风霜，心里不藏嫉妒，
不羡慕谁，不嘲笑谁，也不依赖谁，
不与谁争风头，不与谁比高低。只
是悄悄地努力，吞下委屈，喂大格
局，活成自己喜欢的样子。

春节的小雨
像穿透心灵
沥沥凋零在
艳丽的花伞上
品味酒的甘醇
沿着热闹的老街
诉说青溪文化
仿佛提醒所有路人
春节就是不一样

不过可以聆听
平静有节奏的雨滴
敲打在装饰的屋角上
偶尔几声爆竹
披着五彩盛装
奉献一缕清香

家门口的一幅幅春联
填满雄心勃勃的诗行
写下云朵下对春天的向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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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的小雨
■ 袁晓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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