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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孤独的养蛙人画像话话题题

韩韩浩浩月月

一一款款名名为为《《旅旅行行青青蛙蛙》》的的时时间间放放置置类类手手游游在在中中
国国火火了了，，连连游游戏戏的的日日本本制制作作人人都都搞搞不不明明白白，，它它为为何何
一一夜夜之之间间在在中中国国市市场场爆爆红红。。

《《旅旅行行青青蛙蛙》》的的游游戏戏规规则则很很简简单单，，给给收收养养的的蛙蛙起起
一一个个名名字字，，按按时时收收获获三三叶叶草草，，用用三三叶叶草草置置换换青青蛙蛙出出
门门旅旅行行的的必必需需品品就就可可以以了了。。

规规则则简简单单，，但但颠颠覆覆性性却却很很强强，，因因为为《《旅旅行行青青蛙蛙》》
一一反反以以往往别别的的玩玩家家对对游游戏戏的的强强控控制制力力，，青青蛙蛙从从不不看看
““爸爸妈妈””的的脸脸色色，，想想要要开开始始一一场场说说走走就就走走的的旅旅行行，，一一
句句话话不不说说就就会会离离开开家家，，好好在在青青蛙蛙会会从从世世界界各各地地寄寄来来
明明信信片片，，以以安安慰慰那那些些牵牵肠肠挂挂肚肚的的““爸爸妈妈们们””。。

咨咨询询了了一一下下身身边边的的中中年年人人，，尤尤其其是是有有孩孩子子的的
人人，，玩玩这这个个游游戏戏的的很很少少。。为为什什么么不不玩玩？？很很简简单单，，家家里里
的的孩孩子子已已经经够够操操心心的的了了，，刚刚刚刚拿拿起起手手机机，，娃娃娃娃便便会会
问问““爸爸爸爸((妈妈妈妈))，，手手机机重重要要还还是是我我重重要要””，，在在这这种种情情
况况下下，，再再把把心心思思用用在在一一只只电电子子青青蛙蛙身身上上，，怎怎么么都都说说
不不过过去去。。

有有孩孩子子的的人人，，爱爱心心是是有有去去处处的的，，虽虽然然繁繁琐琐的的生生
活活，，也也日日益益在在消消耗耗着着耐耐心心、、破破坏坏着着情情绪绪，，但但每每每每看看到到
那那个个活活泼泼的的、、顽顽皮皮的的、、精精灵灵古古怪怪的的娃娃儿儿，，就就算算下下班班后后
有有再再多多疲疲累累，，也也会会在在逗逗娃娃的的瞬瞬间间烟烟消消云云散散。。

至至于于那那些些追追捧捧《《旅旅行行青青蛙蛙》》的的用用户户，，大大多多数数是是年年
轻轻人人，，这这可可以以理理解解。。对对于于年年轻轻人人来来说说，，养养一一个个电电子子青青
蛙蛙，，为为那那点点无无处处释释放放的的泛泛滥滥爱爱心心找找到到一一个个流流淌淌的的渠渠

道道，，也也是是减减轻轻压压力力、、寻寻求求情情感感愉愉悦悦的的一一种种方方式式。。
如如果果用用““佛佛系系青青年年””这这四四个个字字，，作作为为《《旅旅行行青青蛙蛙》》

的的用用户户画画像像，，则则会会很很容容易易找找到到这这个个游游戏戏受受欢欢迎迎的的原原
因因。。很很简简单单，，一一个个电电子子蛙蛙儿儿子子，，可可以以激激发发都都市市年年轻轻人人
的的爱爱心心，，对对一一种种虚虚拟拟的的亲亲子子关关系系展展开开浪浪漫漫的的想想象象，，
同同时时，，蛙蛙儿儿子子追追求求的的诗诗与与远远方方，，也也很很大大程程度度上上满满足足
了了年年轻轻人人在在生生活活方方式式上上的的一一种种““欲欲求求不不得得””。。

年年轻轻人人恐恐惧惧复复杂杂的的社社交交关关系系，，追追求求轻轻松松的的情情感感
交交流流，，这这种种精精神神状状况况也也通通过过《《旅旅行行青青蛙蛙》》得得到到淋淋漓漓尽尽
致致的的展展现现。。游游戏戏青青蛙蛙与与用用户户之之间间，，建建立立的的情情感感关关系系
是是简简单单且且纯纯粹粹的的。。游游戏戏尽尽可可能能地地压压缩缩了了用用户户的的游游玩玩
时时间间，，有有时时候候只只需需要要几几十十秒秒就就能能了了解解青青蛙蛙的的状状态态，，
这这从从潜潜意意识识里里减减轻轻了了用用户户的的负负担担，，用用户户几几乎乎不不用用付付
出出什什么么，，就就能能得得到到一一份份超超乎乎寻寻常常的的情情感感回回报报。。

最最重重要要的的是是，，无无论论用用户户在在着着迷迷于于这这款款游游戏戏时时投投
入入得得有有多多深深，，这这都都是是一一份份随随时时可可以以叫叫停停的的情情感感。。对对于于
用用户户来来说说，，没没有有什什么么比比这这种种情情感感付付出出更更为为安安全全、、更更为为
容容易易抽抽身身而而出出的的了了。。人人们们为为一一款款游游戏戏而而产产生生感感性性的的
认认知知，，但但已已经经训训练练有有素素的的理理性性，，却却会会在在合合适适的的时时候候告告
诉诉他他们们，，当当这这款款游游戏戏被被无无情情地地按按下下删删除除键键时时，，蛙蛙们们不不
会会受受伤伤，，用用户户本本身身也也不不会会受受伤伤，，大大家家会会心心安安理理得得地地遗遗
忘忘。。

从从前前有有种种说说法法叫叫““独独生生子子女女是是自自私私的的一一代代””，，然然
而而在在当当下下，，““自自私私””不不再再是是负负面面词词汇汇，，甚甚至至在在众众多多年年
轻轻人人看看来来，，这这是是一一种种别别人人无无法法干干涉涉的的权权利利。。在在他他们们
看看来来，，拒拒绝绝不不必必要要的的责责任任的的同同时时，，不不给给别别人人添添麻麻烦烦，，

在在经经济济与与情情感感上上均均实实现现自自给给自自足足。。《《旅旅行行青青蛙蛙》》下下载载
量量如如此此之之高高，，表表面面上上看看是是用用户户们们爱爱心心泛泛滥滥，，其其实实冷冷
静静地地看看，，当当人人们们的的情情感感越越多多地地流流向向冰冰冷冷的的游游戏戏，，他他
们们对对现现实实情情感感的的关关注注，，相相应应地地必必然然会会减减少少。。但但对对于于
年年轻轻人人的的这这种种逃逃避避，，也也没没法法作作出出指指责责，，在在一一个个人人人人
有有压压力力的的社社会会，，有有时时候候能能够够主主动动选选择择一一种种减减压压方方
式式，，或或许许送送上上祝祝福福更更为为合合适适。。

朋朋友友圈圈这这几几天天蛙蛙儿儿子子刷刷屏屏的的信信息息减减少少了了，，在在最最
初初的的兴兴趣趣点点过过后后，，《《旅旅行行青青蛙蛙》》会会如如同同其其他他过过时时的的情情
怀怀小小游游戏戏一一样样，，慢慢慢慢被被用用户户淡淡忘忘。。所所以以，，越越喧喧嚣嚣越越孤孤
独独，，不不仅仅可可以以用用来来形形容容人人们们与与《《旅旅行行青青蛙蛙》》，，也也可可以以
看看到到未未来来那那些些迎迎合合人人心心的的游游戏戏产产品品。。《《旅旅行行青青蛙蛙》》在在
治治愈愈人人的的孤孤独独这这一一方方面面，，是是有有效效但但却却注注定定短短暂暂的的，，
渴渴望望长长久久陪陪伴伴，，是是人人类类内内心心潜潜在在最最深深的的情情感感需需求求，，
这这是是电电子子游游戏戏所所无无法法承承受受之之重重。。

恐恐惧惧婚婚姻姻，，拒拒绝绝家家庭庭，，生生子子欲欲望望极极低低，，及及时时行行乐乐
心心态态鲜鲜明明…………年年轻轻人人族族群群的的性性格格业业已已形形成成，，这这不不是是
当当下下中中国国年年轻轻人人的的问问题题，，而而是是日日本本、、韩韩国国、、欧欧美美青青年年
们们的的一一致致状状况况。。对对此此过过度度担担忧忧也也没没必必要要。。甚甚至至要要清清楚楚
地地认认识识到到，，传传统统与与文文化化的的力力量量，，已已经经无无法法更更好好地地影影响响
年年轻轻人人，，他他们们的的成成长长环环境境，，他他们们接接受受到到的的信信息息，，已已经经
形形成成了了专专属属于于他他们们自自身身的的独独特特的的时时代代性性格格。。

因因此此，，对对待待这这些些孤孤独独的的年年轻轻人人，，也也应应该该像像他他们们
对对待待旅旅行行的的青青蛙蛙那那样样，，学学会会放放手手，，学学会会祝祝福福，，愿愿他他们们
能能够够在在瞬瞬间间千千变变万万化化的的生生活活中中，，找找寻寻到到真真正正的的幸幸
福福。。

《旅行青
蛙》在治愈人
的 孤 独 这 一
方面，是有效
但 却 注 定 短
暂的，渴望长
久陪伴，是人
类 内 心 潜 在
最 深 的 情 感
需求，这是电
子 游 戏 所 无
法承受之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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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的胡琴
两两代代

侯侯严严峰峰

每每当当从从葱葱绿绿的的江江南南回回到到家家乡乡山山东东烟烟台台，，走走进进家家
门门，，总总是是不不由由自自主主地地踅踅摸摸进进父父亲亲的的书书房房。。书书房房是是一一间间
不不大大的的北北屋屋，，摆摆放放着着一一个个不不大大的的书书橱橱和和一一张张同同样样不不大大
的的写写字字台台。。

书书房房里里，，除除了了放放置置在在书书桌桌上上的的砚砚台台、、笔笔架架，，和和一一张张
父父亲亲的的遗遗像像，，就就是是塞塞得得满满满满当当当当的的书书橱橱；；书书橱橱的的一一边边，，
一一个个浅浅色色塑塑料料挂挂钩钩上上，，挂挂着着一一把把民民族族传传统统乐乐器器————二二
胡胡。。

这这是是父父亲亲的的琴琴。。
二二胡胡已已然然蒙蒙上上一一层层薄薄薄薄的的尘尘埃埃。。只只有有那那铜铜的的琴琴

轴轴、、蟒蟒的的琴琴皮皮，，还还闪闪着着旧旧时时的的磨磨光光，，看看上上去去也也还还是是那那么么
的的熟熟悉悉、、亲亲切切。。

书书橱橱旁旁侧侧的的墙墙壁壁上上，，贴贴着着父父亲亲抄抄写写的的琴琴谱谱，，是是瞎瞎
子子阿阿炳炳所所作作著著名名二二胡胡独独奏奏曲曲《《二二泉泉映映月月》》。。简简谱谱，，一一笔笔
一一画画，，工工工工整整整整。。

默默吟吟着着这这张张琴琴谱谱，，那那如如泣泣如如诉诉的的乐乐音音，，就就在在心心里里
泉泉水水般般汩汩汩汩流流淌淌。。

11995544年年春春节节前前，，父父亲亲第第一一次次和和母母亲亲一一起起，，来来到到龙龙
口口外外公公家家的的小小村村，，带带着着还还在在襁襁褓褓中中的的二二姐姐，，看看望望寄寄养养
在在外外公公家家刚刚满满两两岁岁的的大大姐姐。。

临临近近春春节节，，村村里里劳劳作作了了一一年年的的乡乡亲亲们们便便热热闹闹起起
来来，，在在村村边边的的麦麦场场上上搭搭了了台台子子，，唱唱起起大大戏戏。。听听说说城城里里来来
的的女女婿婿会会拉拉““胡胡琴琴””，，不不由由分分说说，，把把正正在在为为乡乡亲亲写写春春联联的的
父父亲亲请请上上了了台台子子。。

““胡胡琴琴””是是乡乡里里人人对对民民族族弓弓弦弦乐乐器器的的统统称称。。那那时时的的
““胡胡琴琴””却却也也简简陋陋，，琴琴杆杆木木质质粗粗糙糙，，用用的的是是丝丝弦弦，，调调音音的的
木木制制琴琴轴轴要要么么拧拧不不紧紧要要么么容容易易崩崩弦弦；；不不似似现现今今紫紫檀檀的的
琴琴杆杆，，铜铜制制的的琴琴轴轴，，品品相相极极好好的的琴琴皮皮，，还还有有质质地地纯纯正正、、
松松紧紧可可调调的的马马尾尾琴琴弓弓。。

父父亲亲并并不不打打怵怵，，提提着着把把二二胡胡走走上上了了木木板板搭搭建建的的土土
台台子子。。

早早在在抗抗战战后后期期，，1166岁岁参参加加革革命命的的父父亲亲在在胶胶东东兵兵工工
局局从从事事军军工工和和宣宣传传工工作作时时，，就就经经常常参参与与文文艺艺宣宣传传活活
动动。。至至今今，，家家里里还还珍珍藏藏着着一一张张发发黄黄的的照照片片，，照照片片上上，，父父
亲亲身身穿穿军军装装，，披披件件黑黑色色外外衣衣，，倚倚坐坐在在地地上上，，怀怀里里揣揣着着一一
把把小小提提琴琴，，神神情情散散淡淡而而执执着着；；他他的的十十几几个个战战友友也也各各自自
拿拿着着不不同同的的乐乐器器，，或或站站或或立立，，围围聚聚在在一一起起。。

6600多多年年过过去去了了，，父父亲亲拉拉““胡胡琴琴””的的往往事事，，还还时时常常被被

村村里里的的老老人人提提起起。。
当当时时，，父父亲亲是是烟烟台台日日报报总总编编辑辑，，刚刚满满 2266岁岁。。
在在我我童童年年的的记记忆忆里里，，不不论论家家住住太太平平街街还还是是虹虹口口

路路，，父父亲亲的的房房间间总总是是放放着着一一把把二二胡胡。。已已经经在在烟烟台台市市委委
宣宣传传部部工工作作的的父父亲亲，，只只要要有有闲闲暇暇，，就就会会端端坐坐在在椅椅子子上上，，
操操起起二二胡胡，，先先是是衔衔一一枚枚口口哨哨般般的的黑黑色色校校音音器器调调弦弦，，““嘟嘟
嘟嘟””地地发发出出 AA 的的音音调调；；再再用用松松香香在在琴琴弓弓的的马马尾尾上上来来回回
抹抹擦擦。。拉拉的的曲曲子子，，除除了了传传统统京京剧剧唱唱腔腔的的伴伴奏奏音音乐乐，，就就是是
经经典典的的二二胡胡独独奏奏曲曲。。优优美美的的琴琴声声，，氤氤氲氲着着我我们们姊姊弟弟无无
忧忧无无虑虑的的童童年年和和少少年年…………

小小学学还还没没读读完完，，文文化化大大革革命命就就来来了了。。
在在那那些些荒荒唐唐的的岁岁月月里里，，主主管管宣宣传传文文化化工工作作的的父父亲亲

首首当当其其冲冲遭遭受受冲冲击击。。父父亲亲的的琴琴收收了了起起来来，，也也不不知知道道被被
藏藏到到那那个个角角落落；；熟熟悉悉的的琴琴声声消消失失了了，，我我们们常常常常看看到到的的，，
是是批批斗斗游游街街后后父父亲亲疲疲惫惫的的脸脸色色，，和和不不时时发发出出的的无无奈奈的的
叹叹息息。。

后后来来，，父父亲亲进进了了地地处处市市郊郊小小沙沙埠埠的的五五七七干干校校。。那那
里里是是参参加加生生产产劳劳动动改改造造思思想想的的所所在在，，自自然然，，琴琴与与音音乐乐
是是多多余余的的。。

父父亲亲在在干干校校，，不不常常回回家家，，闲闲置置的的二二胡胡就就成成了了我我无无
聊聊时时取取乐乐的的物物件件儿儿，，平平时时也也跟跟几几个个爱爱好好音音乐乐的的同同学学一一
起起捣捣鼓鼓琢琢磨磨。。或或许许是是自自幼幼耳耳濡濡目目染染，，过过了了两两年年，，我我就就能能
照照着着乐乐谱谱，，演演奏奏难难度度较较高高的的二二胡胡独独奏奏曲曲《《赶赶集集》》了了————
当当然然，，那那个个时时候候，，这这样样的的曲曲目目还还属属于于““封封资资修修””的的作作品品，，
只只能能背背着着人人偷偷偷偷练练习习。。

11997700 年年的的初初冬冬，，我我夹夹把把二二胡胡参参加加了了部部队队招招考考文文
艺艺兵兵的的面面试试，，竟竟然然被被录录取取了了。。不不满满 1166 岁岁的的我我，，成成了了部部
队队文文艺艺宣宣传传队队的的一一名名乐乐手手。。

翌翌年年，，父父亲亲离离开开干干校校，，担担任任了了市市革革委委会会政政治治部部宣宣
传传组组的的负负责责人人。。有有一一次次，，我我趁趁着着到到烟烟台台购购买买乐乐器器的的机机
会会，，回回到到东东南南台台子子的的新新家家，，还还给给父父亲亲拉拉了了一一曲曲刚刚刚刚学学
会会的的刘刘天天华华的的著著名名二二胡胡独独奏奏曲曲《《良良宵宵》》，，父父亲亲听听了了，，并并
没没作作声声。。

““这这样样的的曲曲子子，，自自己己练练练练琴琴还还可可以以，，尽尽量量别别在在外外人人
跟跟前前拉拉。。””回回部部队队前前，，父父亲亲挺挺严严肃肃地地嘱嘱咐咐我我。。我我知知道道，，刚刚
刚刚恢恢复复工工作作的的父父亲亲，，对对那那时时的的社社会会文文化化气气氛氛还还心心存存隐隐
忧忧，，不不得得不不谨谨小小慎慎微微。。

尽尽管管如如此此，，父父亲亲对对我我在在部部队队从从事事的的文文艺艺宣宣传传工工作作
还还是是很很在在意意的的。。

有有一一次次给给父父亲亲写写信信时时，，不不经经意意地地提提到到，，部部队队宣宣传传

队队配配发发给给我我的的那那把把小小提提琴琴不不仅仅老老旧旧，，而而且且拉拉起起来来音音质质
含含混混，，每每当当演演奏奏到到高高把把位位，，就就有有些些轻轻浮浮、、甚甚至至刺刺耳耳的的乐乐
音音飘飘出出。。

父父亲亲有有位位老老战战友友，，时时任任北北京京电电影影制制片片厂厂乐乐团团团团
长长。。极极少少求求人人的的父父亲亲给给老老战战友友写写了了信信，，大大意意是是我我在在部部
队队宣宣传传队队当当乐乐手手，，希希望望他他代代买买一一把把质质量量好好些些的的小小提提
琴琴。。

没没想想到到，，过过了了不不久久，，一一把把小小提提琴琴就就到到了了我我的的手手中中。。
后后来来听听说说，，父父亲亲的的老老战战友友为为了了这这把把小小提提琴琴花花了了 550000多多
元元，，当当时时这这可可是是一一笔笔巨巨款款。。

这这把把小小提提琴琴木木质质极极好好，，从从面面板板、、侧侧板板到到背背板板，，一一色色
粗粗粗粗的的““虎虎皮皮纹纹””，，音音质质比比宣宣传传队队弦弦乐乐队队首首席席的的那那把把小小
提提琴琴好好多多了了。。

父父亲亲曾曾告告诉诉我我：：““伯伯伯伯说说了了，，这这把把小小提提琴琴是是‘‘借借给给’’
你你。。””

““还还得得还还啊啊？？””我我有有些些不不情情愿愿。。
““伯伯伯伯还还说说，，””父父亲亲说说话话总总是是慢慢条条斯斯理理：：““借借给给，，借借

给给，，‘‘借借’’就就是是‘‘给给’’。。””
我我这这才才放放了了心心。。打打那那以以后后，，这这把把小小提提琴琴就就一一直直跟跟

随随我我，，走走南南闯闯北北，，不不离离不不弃弃。。
2200世世纪纪 9900年年代代初初，，父父亲亲离离休休了了。。
平平日日里里，，父父亲亲不不是是读读书书、、与与友友人人叙叙旧旧，，就就是是习习练练书书

法法；；当当然然，，家家里里的的那那把把二二胡胡也也不不时时奏奏响响，，《《二二泉泉映映月月》》的的
旋旋律律又又在在闲闲适适而而温温馨馨的的时时光光里里飘飘荡荡。。

父父亲亲虽虽然然长长期期在在党党政政机机关关工工作作，，但但性性情情内内敛敛，，不不
事事张张扬扬；；每每当当琴琴声声婉婉转转悠悠扬扬的的时时候候，，我我们们料料定定，，父父亲亲此此
刻刻心心情情大大好好。。

前前些些年年，，弟弟弟弟一一位位搞搞民民乐乐的的朋朋友友举举家家迁迁往往美美国国，，
行行前前送送来来一一把把类类似似专专业业级级的的二二胡胡。。
现现今今的的二二胡胡不不仅仅品品类类繁繁多多，，而而且且品品质质与与以以往往也也大大

相相径径庭庭了了：：紫紫檀檀、、红红檀檀、、花花梨梨木木…………琴琴杆杆用用料料很很是是考考
究究；；敦敦厚厚且且油油亮亮的的共共鸣鸣箱箱，，铜铜制制的的琴琴轴轴，，钢钢丝丝弦弦的的顶顶端端
还还配配有有微微调调器器。。

““老老了了，，指指法法不不灵灵便便了了。。””有有一一年年回回家家探探亲亲，，父父亲亲踱踱
入入书书房房，，取取出出这这把把二二胡胡：：““还还是是你你拿拿去去吧吧。。””

于于是是，，这这把把二二胡胡又又跟跟我我来来到到了了江江南南。。
父父亲亲离离开开我我们们 55年年了了。。每每当当一一个个人人坐坐在在俯俯瞰瞰湘湘江江

的的阳阳台台上上，，望望着着满满城城灯灯火火、、北北去去江江水水，，幽幽幽幽地地拉拉起起《《二二
泉泉映映月月》》，，就就仿仿佛佛看看到到父父亲亲的的微微笑笑，，听听到到父父亲亲的的琴琴
声声…………

父亲离开
我们 5 年了。
每当一个人坐
在俯瞰湘江的
阳台上，望着
满城灯火 、北
去江水，幽幽
地拉起《二泉
映月》，就仿佛
看到父亲的微
笑，听到父亲
的琴声……

“

申申树树凤凤

这这几几天天街街市市上上日日渐渐热热闹闹，，过过年年的的气气氛氛
越越来来越越浓浓郁郁了了。。小小时时候候一一些些过过年年的的记记忆忆，，常常
常常浮浮现现在在脑脑子子里里。。

当当年年，，每每到到腊腊月月十十几几，，村村子子里里的的石石碾碾石石
磨磨就就进进入入了了忙忙碌碌阶阶段段，，有有的的人人家家白白天天排排不不
上上队队，，只只好好晚晚上上点点着着马马灯灯来来忙忙活活。。我我睡睡下下
了了，，还还能能听听见见回回荡荡在在村村子子上上空空吱吱吱吱扭扭扭扭的的
声声音音。。

大大人人们们没没明明没没夜夜地地忙忙活活着着，，倍倍感感时时间间
不不够够用用；；我我们们孩孩子子们们却却与与父父母母唱唱着着反反调调，，在在
扳扳着着指指头头数数日日子子，，盼盼望望着着春春节节早早点点儿儿来来临临。。

村村子子里里的的风风俗俗古古朴朴而而久久远远。。大大年年初初一一
早早晨晨，，家家家家要要给给上上辈辈老老人人送送磕磕头头饺饺子子。。老老人人
们们也也会会把把预预备备好好的的零零票票子子从从毡毡子子底底摸摸出出来来
给给孩孩子子们们发发压压岁岁钱钱，，侄侄儿儿五五毛毛，，外外甥甥三三毛毛，，
关关系系远远点点儿儿的的给给一一两两毛毛，，也也有有一一毛毛不不给给的的。。

当当初初，，谁谁能能挣挣到到一一块块钱钱，，那那绝绝对对是是大大面面额额的的
压压岁岁钱钱了了，，这这孩孩子子往往往往要要举举着着票票子子，，做做出出笑笑
傲傲群群雄雄的的样样子子来来。。我我们们村村里里年年景景好好点点，，一一个个
劳劳动动日日能能分分五五毛毛钱钱，，算算是是那那一一带带分分值值高高的的
村村子子。。

过过年年了了，，孩孩子子们们都都喜喜欢欢去去给给长长辈辈磕磕头头，，
这这是是一一种种沿沿袭袭久久远远的的传传统统礼礼节节，，打打懂懂事事起起就就开开始始接接受受父父母母
的的言言传传身身教教。。孩孩子子们们磕磕头头即即便便挣挣不不到到压压岁岁钱钱，，也也可可以以吃吃到到花花
生生、、瓜瓜子子、、糖糖果果，，还还可可以以拿拿到到油油炸炸的的““喜喜果果子子””。。喜喜果果子子是是乡乡亲亲
们们只只有有过过大大年年才才肯肯制制作作的的一一种种传传统统食食品品，，它它用用两两种种面面做做成成，，
一一种种是是放放着着鸡鸡蛋蛋的的白白面面，，一一种种是是放放着着软软柿柿水水的的黑黑面面。。开开始始分分
别别擀擀开开，，再再叠叠起起来来打打造造成成三三角角形形长长条条状状，，接接着着用用刀刀切切成成片片
儿儿，，接接着着一一个个一一个个圈圈着着捏捏起起来来，，放放进进油油锅锅里里炸炸熟熟，，整整个个制制作作
过过程程就就完完成成了了。。喜喜果果子子看看起起来来黑黑白白分分明明，，吃吃起起来来又又香香又又甜甜，，
是是大大人人孩孩子子非非常常喜喜欢欢的的过过年年食食品品。。磕磕头头多多的的孩孩子子，，拿拿的的喜喜果果
子子也也多多，，手手里里放放不不下下，，就就找找一一根根荆荆条条串串起起来来，，边边吃吃边边走走，，招招摇摇
过过市市…………

磕磕头头，，也也不不只只是是孩孩子子们们的的事事情情，，只只要要有有上上辈辈老老人人健健在在，，
父父母母也也要要去去磕磕头头拜拜年年。。我我们们村村子子位位于于太太行行山山狭狭长长的的““河河峧峧
沟沟””里里，，大大山山阻阻隔隔，，交交通通不不便便，，形形成成了了““闺闺女女不不出出村村，，亲亲戚戚连连亲亲
戚戚””的的局局面面。。村村里里一一千千多多口口人人，，不不是是沾沾亲亲就就是是带带故故，，几几乎乎都都有有
亲亲戚戚关关系系。。就就拿拿我我来来说说，，大大年年初初一一需需要要磕磕一一百百多多个个头头，，早早晨晨
刚刚穿穿上上的的新新裤裤子子，，到到中中午午回回家家，，两两个个膝膝盖盖已已经经灰灰不不溜溜丢丢的的
了了，，使使劲劲拍拍打打也也不不顶顶用用。。

刚刚结结婚婚的的新新媳媳妇妇，，只只有有第第一一年年认认识识亲亲戚戚时时需需要要新新郎郎带带
着着出出去去磕磕头头外外，，一一般般磕磕头头拜拜年年都都是是男男人人们们的的事事。。孩孩子子们们辈辈分分
低低，，需需要要磕磕头头的的人人就就多多。。大大年年初初一一早早上上，，早早早早就就被被父父母母叫叫起起
来来，，跟跟着着大大人人先先到到院院子子里里，，给给““天天地地爷爷””烧烧香香磕磕头头；；再再到到屋屋里里，，
给给供供奉奉着着祖祖先先牌牌位位的的““先先人人堂堂””上上香香磕磕头头。。饺饺子子煮煮好好了了，，父父母母
亲亲离离开开灶灶台台，，端端端端正正正正坐坐在在一一边边，，等等待待着着子子女女们们磕磕头头。。孩孩子子
们们规规规规矩矩矩矩给给父父母母磕磕过过头头，，领领上上发发的的压压岁岁钱钱，，就就抓抓紧紧吃吃饺饺
子子，，以以便便早早点点出出发发去去亲亲戚戚家家磕磕头头。。相相对对来来说说，，大大人人们们比比较较消消
停停，，只只等等把把家家里里收收拾拾停停当当了了，，才才要要慢慢腾腾腾腾出出去去，，到到上上辈辈人人家家
里里磕磕头头拜拜年年，，也也好好借借这这个个一一年年中中最最消消闲闲的的日日子子送送去去问问候候，，老老
人人享享受受到到了了应应有有的的尊尊崇崇，，亲亲情情也也得得到到了了进进一一步步的的巩巩固固。。

俗俗话话说说：：““男男人人膝膝下下有有黄黄金金，，跪跪天天跪跪地地跪跪双双亲亲。。””磕磕头头，，是是
一一种种古古老老而而庄庄重重的的仪仪式式，，也也是是中中国国人人心心目目中中规规格格最最高高的的礼礼
仪仪。。那那年年，，我我到到湖湖南南凤凤凰凰一一带带旅旅游游，，见见到到很很多多百百姓姓家家中中供供着着一一
个个帖帖子子，，上上书书““天天地地君君亲亲师师””。。他他们们讲讲，，逢逢年年过过节节全全家家人人都都要要给给
这这个个帖帖子子磕磕头头，，意意在在告告诉诉人人们们要要有有所所敬敬畏畏，，要要学学会会感感恩恩。。

我我们们全全家家来来县县城城生生活活已已有有十十几几个个年年头头了了，，城城里里人人都都在在
追追求求现现代代化化，，对对传传统统节节日日冷冷淡淡了了不不少少。。每每年年春春节节，，周周围围邻邻居居
忙忙着着备备办办吃吃喝喝，，忙忙着着玩玩耍耍，，孩孩子子们们不不再再给给长长辈辈们们磕磕头头，，只只是是
没没有有忘忘记记向向大大人人要要压压岁岁钱钱。。想想想想老老家家，，看看看看眼眼前前，，我我常常常常会会
产产生生一一种种错错位位的的感感觉觉：：孩孩子子们们不不知知尊尊敬敬父父母母老老人人，，传传统统的的孝孝
子子贤贤孙孙没没有有了了，，而而““啃啃老老族族””与与日日俱俱增增，，父父母母沦沦落落为为““孝孝子子””的的
现现象象似似乎乎越越来来越越多多。。

还还好好，，因因为为我我和和妻妻子子是是一一个个村村子子出出来来的的，，在在自自己己小小家家庭庭
里里还还保保留留着着村村里里的的传传统统。。大大年年初初一一早早上上，，我我们们仍仍要要祭祭天天祭祭地地
祭祭宗宗亲亲牌牌位位，，磕磕头头是是顺顺理理成成章章的的事事儿儿。。孩孩子子们们曾曾在在老老家家生生活活
过过，，懂懂得得磕磕头头的的规规矩矩，，给给我我和和妻妻子子磕磕头头虽虽不不算算积积极极踊踊跃跃，，但但
还还是是要要中中规规中中矩矩来来完完成成这这个个传传统统礼礼仪仪，，等等他他们们磕磕过过了了头头，，我我
们们才才要要给给发发压压岁岁钱钱。。

我我家家的的这这一一做做法法，，遭遭到到过过同同事事和和邻邻居居们们的的非非议议，，认认为为都都
什什么么年年代代了了，，还还要要让让孩孩子子们们磕磕头头，，实实在在有有点点儿儿落落后后。。

我我却却不不这这么么看看。。每每年年的的春春节节，，不不只只是是全全家家团团团团圆圆圆圆、、吃吃
吃吃喝喝喝喝，，也也不不只只是是讲讲穿穿讲讲戴戴、、放放鞭鞭放放炮炮，，其其中中还还应应该该包包含含许许
多多重重要要的的内内容容，，比比如如忆忆传传统统讲讲家家风风、、知知恩恩情情思思报报答答、、明明辈辈分分
排排大大小小等等等等内内容容就就缺缺少少不不得得。。

过过年年了了，，面面对对着着自自己己上上辈辈亲亲人人、、恩恩人人，，一一个个头头郑郑郑郑重重重重
磕磕下下去去，，跪跪拜拜者者表表达达的的是是孝孝敬敬与与尊尊崇崇、、感感恩恩与与报报答答、、钦钦佩佩与与
折折服服，，受受拜拜者者收收获获的的是是快快慰慰与与喜喜悦悦，，思思考考的的是是权权利利与与义义务务，，
打打造造出出来来的的是是榜榜样样与与表表率率。。磕磕头头，，这这个个简简单单而而古古老老、、庄庄重重而而
虔虔诚诚的的仪仪式式，，传传达达出出了了许许许许多多多多厚厚重重的的文文化化意意义义，，对对双双方方来来
说说都都是是一一种种明明确确的的界界定定或或严严肃肃的的提提示示。。

我我们们周周边边邻邻国国，，如如韩韩国国、、朝朝鲜鲜、、越越南南、、新新加加坡坡、、马马来来西西亚亚
等等国国家家受受历历史史的的影影响响也也要要过过春春节节，，大大年年初初一一这这天天他他们们特特别别
讲讲究究祭祭祖祖，，有有的的也也要要给给尊尊长长叩叩头头拜拜年年。。

今今天天的的中中国国，，是是五五千千年年历历史史中中国国的的延延续续；；今今天天的的我我们们，，
是是炎炎黄黄子子孙孙的的一一代代传传人人。。我我们们不不单单应应该该让让这这个个黄黄皮皮肤肤黑黑头头
发发的的民民族族继继续续兴兴旺旺发发达达下下去去，，还还应应该该把把中中华华民民族族优优秀秀的的文文
化化基基因因保保护护传传承承下下去去。。

最最近近高高兴兴地地获获悉悉，，我我们们老老家家一一带带，，已已经经有有好好几几个个村村子子入入
选选了了““中中国国传传统统村村落落””和和““中中国国历历史史文文化化名名村村””，，不不用用说说，，春春节节
的的传传统统民民俗俗礼礼仪仪也也顺顺理理成成章章地地得得到到了了应应有有的的重重视视与与保保
护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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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乡寻找故乡原原乡乡

张张丰丰

我我去去看看住住在在广广东东的的父父母母，，他他们们在在佛佛山山帮帮弟弟弟弟带带
小小孩孩，，已已经经在在那那里里住住了了一一年年。。车车停停在在小小区区门门口口，，我我就就
看看到到父父母母在在那那里里等等候候。。广广东东也也遭遭遇遇多多年年不不见见的的寒寒
流流，，但但是是太太阳阳很很大大。。他他们们在在小小区区门门口口晒晒太太阳阳的的样样子子，，
很很像像在在河河南南老老家家自自家家门门口口，，安安详详自自在在。。

这这场场景景让让我我想想起起读读高高中中的的时时候候，，通通常常每每个个月月回回
一一次次家家，，父父母母总总是是会会在在村村子子的的西西头头等等我我。。到到大大学学时时
回回家家改改成成了了一一年年两两次次，，那那时时还还没没有有手手机机，，他他们们无无法法
掌掌握握我我到到家家的的确确切切时时间间，，也也许许会会在在村村头头待待上上两两三三个个
小小时时。。他他们们在在那那里里和和住住在在附附近近的的人人聊聊天天，，虽虽然然比比大大
多多数数人人都都穷穷，，但但是是他他们们很很自自豪豪：：儿儿子子从从远远方方回回来来，，这这
是是多多有有意意义义的的事事啊啊。。

他他们们一一定定把把弟弟弟弟现现在在居居住住地地小小区区当当成成老老家家的的
村村庄庄了了，，所所以以，，他他们们看看到到我我下下车车，，也也是是问问了了一一句句：：““回回
来来了了？？””回回来来，，听听到到这这个个词词我我心心头头一一震震。。他他们们所所理理解解
的的““回回家家””，，从从来来不不是是回回到到村村庄庄或或者者院院子子，，而而是是回回到到
自自己己身身边边。。我我从从四四川川到到广广东东，，也也可可以以被被理理解解为为““回回
家家””，，对对他他们们来来说说，，这这应应该该是是一一种种进进步步。。要要知知道道，，前前两两
年年他他们们还还很很顽顽固固，，非非要要居居住住在在老老家家不不可可呢呢。。

母母亲亲今今年年已已经经 7700 岁岁，，她她依依然然希希望望一一两两年年后后回回
到到老老家家居居住住。。我我拿拿今今年年的的寒寒流流来来劝劝她她：：河河南南今今年年可可
是是要要零零下下十十几几度度呢呢。。她她回回答答：：““过过去去也也很很冷冷，，但但是是也也
没没见见谁谁会会冻冻死死。。在在老老家家，，穿穿上上厚厚厚厚的的棉棉衣衣，，也也能能过过。。””
在在我我的的印印象象中中，，小小时时候候冬冬天天大大雪雪纷纷飞飞，，但但是是却却没没有有
寒寒冷冷的的记记忆忆。。反反而而是是工工作作后后回回家家过过年年，，经经常常冷冷得得跳跳
脚脚。。我我们们早早已已习习惯惯了了外外地地的的气气候候，，回回到到老老家家就就无无法法
适适应应。。

周周日日的的晚晚上上，，父父亲亲早早早早宣宣布布：：““我我等等下下要要看看梨梨园园
春春。。””这这是是河河南南台台一一档档戏戏曲曲选选秀秀节节目目，，坚坚持持了了十十几几
年年，，大大多多时时候候都都在在周周日日晚晚上上播播出出。。节节目目开开始始，，父父亲亲能能
够够认认出出所所有有的的评评委委，，有有专专业业演演员员上上台台为为小小选选手手拉拉
票票，，他他甚甚至至能能说说出出那那个个演演员员的的工工作作单单位位，，““省省豫豫剧剧三三
团团的的团团长长””。。这这是是父父亲亲坚坚持持看看了了十十几几年年的的节节目目，，早早已已
成成为为他他生生活活的的一一部部分分。。

上上世世纪纪 9900 年年代代末末，，老老家家才才用用上上电电，，父父母母买买了了一一
台台电电视视，，他他们们看看电电视视的的时时候候，，更更关关心心我我和和弟弟弟弟所所在在
城城市市的的天天气气预预报报。。如如今今，，在在广广东东，，他他们们关关心心的的仍仍然然是是
老老家家的的天天气气。。

尽尽管管已已经经好好几几年年都都不不做做农农活活，，但但是是父父母母仍仍然然喜喜
欢欢收收看看天天气气预预报报。。除除了了晚晚上上新新闻闻联联播播后后的的天天气气预预报报，，
也也要要看看第第二二天天中中午午的的天天气气预预报报。。气气温温升升降降，，是是否否降降
雨雨，，他他们们仍仍然然关关心心庄庄稼稼会会不不会会遇遇到到干干旱旱。。谈谈起起一一个个自自
杀杀的的邻邻居居，，父父亲亲准准确确说说出出了了时时间间：：那那是是 11999944 年年，，就就是是
秋秋天天庄庄稼稼绝绝收收的的那那一一年年。。母母亲亲会会补补充充一一句句：：她她喝喝药药是是
一一个个晚晚上上，，从从家家里里出出去去半半天天没没回回来来，，她她家家养养的的牛牛一一直直
叫叫。。

我我发发现现，，他他们们住住在在佛佛山山的的小小区区，，仍仍然然按按照照老老家家
的的方方式式在在生生活活。。早早饭饭是是稀稀饭饭和和馒馒头头，，我我来来了了，，他他们们会会
炒炒一一盘盘鸡鸡蛋蛋，，这这可可是是小小时时候候在在老老家家最最高高的的待待遇遇，，和和
印印象象中中的的一一样样好好吃吃。。父父亲亲会会走走上上几几公公里里，，去去一一个个大大
型型超超市市买买馒馒头头。。买买菜菜的的时时候候，，父父亲亲总总是是购购买买老老家家也也
能能吃吃到到的的那那几几种种，，他他总总是是抱抱怨怨物物价价太太贵贵，，参参照照物物是是
老老家家镇镇上上的的菜菜市市场场。。在在广广东东，，他他们们没没有有受受到到任任何何粤粤
菜菜的的影影响响，，坚坚持持按按照照老老家家的的方方式式在在烹烹饪饪。。

这这个个新新小小区区很很大大，，有有 3300 多多栋栋楼楼。。父父亲亲很很快快就就找找
到到了了同同类类，，他他从从邻邻居居中中辨辨认认出出了了河河南南老老乡乡。。这这是是让让

人人惊惊讶讶的的能能力力，，在在这这个个小小区区，，他他已已经经有有十十几几个个来来自自
河河南南的的朋朋友友。。这这些些人人都都和和他他一一样样，，从从老老家家来来到到广广东东，，
和和子子女女住住在在一一起起。。他他们们用用家家乡乡方方言言交交谈谈，，彼彼此此分分享享
对对大大都都市市的的看看法法，，也也交交换换一一些些对对子子女女的的意意见见。。他他知知
道道这这些些人人现现在在住住几几栋栋，，甚甚至至他他们们的的单单元元和和房房号号，，他他
也也知知道道他他们们老老家家是是哪哪里里，，曾曾从从事事过过什什么么职职业业。。

他他们们的的社社交交范范围围甚甚至至扩扩展展到到其其他他小小区区，，他他们们会会
在在市市政政广广场场上上碰碰面面交交谈谈，，这这不不是是什什么么事事先先约约定定的的聚聚
会会，，但但是是他他们们总总能能碰碰到到彼彼此此。。在在去去饭饭店店吃吃饭饭的的路路上上，，
我我们们碰碰到到一一个个道道路路清清洁洁工工，，母母亲亲亲亲切切地地和和她她打打招招
呼呼，，那那也也是是一一个个河河南南老老乡乡，，在在这这里里不不甘甘心心闲闲着着，，就就去去
找找了了一一个个打打扫扫的的工工作作。。这这样样的的交交流流，，给给了了他他们们特特别别
的的温温暖暖：：尽尽管管生生活活在在一一个个粤粤语语背背景景下下完完全全不不同同的的环环
境境中中，，他他们们仍仍然然精精心心构构筑筑了了一一个个河河南南人人的的小小世世界界。。
儿儿女女们们奔奔忙忙在在外外，，没没有有时时间间关关照照他他们们的的内内心心，，也也很很
少少有有人人注注意意到到，，失失落落的的父父母母们们已已经经团团结结起起来来，，打打造造
了了一一个个抱抱团团取取暖暖的的共共同同体体。。

这这个个发发现现让让我我陷陷入入长长久久的的思思考考。。在在我我所所居居住住的的
小小区区，，可可能能也也有有这这样样的的共共同同体体存存在在，，只只不不过过我我从从来来
没没有有注注意意到到而而已已。。我我不不知知道道小小区区里里居居住住了了哪哪些些人人，，
连连同同一一楼楼层层的的邻邻居居都都认认不不全全。。我我们们有有小小区区业业主主群群，，
但但是是大大家家都都共共同同点点，，也也不不过过是是““业业主主””这这个个身身份份而而
已已，，那那个个由由房房贷贷和和房房产产证证所所标标注注的的身身份份，，也也和和这这样样
东东西西同同样样私私密密。。我我们们都都是是孤孤零零零零的的个个体体，，而而我我们们也也
早早已已习习惯惯了了这这种种处处境境。。我我们们在在业业主主群群里里纵纵论论天天下下，，
我我们们是是一一个个个个 IIDD，，却却不不知知道道现现实实生生活活中中是是谁谁。。我我曾曾
在在一一个个酒酒局局中中遇遇到到了了同同一一小小区区的的邻邻居居，，在在那那之之前前，，
我我们们根根本本不不知知道道彼彼此此的的存存在在。。那那一一晚晚，，我我们们一一起起打打
车车回回家家，，就就好好像像一一个个村村的的邻邻居居一一样样。。

我曾在一
个酒局中遇到
了同一小区的
邻 居 ，在 那 之
前，我们根本不
知道彼此的存
在。那一晚 ，我
们一起打车回
家，就好像一个
村的邻居一样

“

捉错园
秦殿杰

((554422))
“凭心静气说几句”，
句中“凭”字是错误；
心情平和很冷静，
正写是“平心静气”。
*词典没有“凭心”词，

“凭”字不能代替“平”。

(543)
“莫悲伤节哀顺便”，
“顺便”二字是大错；
死者已去莫悲伤，
正写是“节哀顺变”。
*节，节制；顺，顺应；

变，变故、节制悲哀。顺
应变故，不是“顺便”，
“节哀”与“顺便”不能搭
配。

(544)
“付出不蜚的价钱”，*
句中“蜚”字错难看；
费用、价格很可观，
正写应当是“不菲”。

*蜚：扬名、蜚声文
坛；菲：价格，费用。“蜚”

字不能取代“菲”。“菲”
“蜚”二字发音相似义有
别，不可混用。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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