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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 岁的小舅公终于决定今年清明不来
四川扫墓了，“老喽，实在走不动了”。

他原本坚持了多年的清明扫墓不同一
般。每年清明前夕，他先是在上海的太爷爷
太奶奶墓前磕头：“阿爸姆妈，我去看哥哥姐
姐了。”然后80多岁的老人巍巍起身，执意拒
绝儿孙的陪伴，行程 1600 多公里，独自从上
海坐火车赶到重庆下辖的一个小县城里，给
我外婆扫墓：“大阿姐，我来看你了。”之后再
坐500多公里的火车，赶到贵阳，去给当年三
线建设时扎根那边的二哥扫墓。最后，再满
身风尘地回到上海，给安葬在太爷爷太奶奶
旁边的三哥和五妹扫墓。

最后的最后，这个早已是耄耋之年的老
人也疲惫了，他在太爷爷太奶奶的墓前复又
点上一炷香：“阿爸姆妈放心，四川和贵州我
都去看过了。”据我的小表妹说，每逢这个时
候，小舅公哭是不会哭，岁月的重重沧桑早已
沉淀为深深的皱纹，湮没了他所有激烈的表
情。他只是在坟前疲累歇息，偶尔垂首，比哭
还伤心：“我们这一辈人，只剩下我一个了。”

他常常会在坟前回想起幼时和兄弟姐妹
在清明踏青的日子。古时的清明又叫“踏青
节”，适逢仲春与暮春之交，也就是冬至后的
第104天。孩子们眼中的清明和成人眼中的
大不相同，成人世界的这一天真正地寄托了
哀思，而对孩子们而言，上坟祭拜只是一个形
式。依照家里大人的规矩恭恭敬敬磕过头之
后，清明的重头戏就是在野地里撒欢、追逐嬉
闹。最早的清明本身就是一个好节气，《历
书》上这样介绍它的由来：“时万物皆洁齐而
清明，盖时当气清景明，万物皆显，因此得
名。”在“八九燕子来、九九耕牛遍地走”之后，
清明正是一段清新整洁、生机勃勃的好时光，
耕犁翻起的土壤黝黑濡湿，桃花与梨花倾吐
的彩霞交相辉映，孩子们站在田野里遥遥眺
望，看见别人家的风筝飞起来、再飞起来，最
后吹落到长江的那头去。

在孩子们的嬉闹中，我外婆作为大姐，要
跟母亲去采撷最为新鲜的艾草，拧出清香扑
鼻的汁水，再拌进自家磨细的糯米粉中，制作
清明节的时令美食“青团”。江南人喜欢吃
甜，豆沙馅的青团是少不了的；但是还有一种
青团更受家人欢迎，就是新鲜荠菜加马兰头、
香干的咸味青团。马兰头和荠菜是散布在野
地里的珍馐，每年也就在那倏忽而逝的短暂
春光里迸发。采集艾草、荠菜和马兰头制作
青团，本来就是伸开双手接受春之馈赠啊。
奇怪吗？为何这一主祭祀的节日没有被放在
底色沉郁的寒冬，而安排在这春意盎然的清
明？后来我渐渐想明白了，这是要告诉人们，
万物流转，生机不绝，清明节既是对过往的纪
念，也是对未来的期待。

当年给小舅公做青团的大阿姐现在葬在
一处高山上，前边就是悠悠流淌的长江。其实
外婆在世的最后十多年间，早已被我接到了成
都赡养。总觉得比起重庆的酷暑与潮湿，她应
该更喜欢成都平原的温润。没想到她在垂暮
之年，哪怕最后思维都不甚清晰的时候，仍反
复交代我们要把她送回重庆。原以为她是想
跟早已过世的外公团聚，但当我给她扫完墓转
身眺望长江时，心里突然悟到外婆也许还有另
一层意思：她要葬在看得见长江的地方。长江
的另一头，是她这一生都心心念念的故乡，那
里葬着她的祖先、父母和兄弟手足，还有她深
深追忆却再也回不去的年少时光。

长江边依旧有别家的孩童放着风筝，很
少有人知道，放风筝其实也是清明的习俗。
过去的人们将风筝放到极高远的天际时，会
一刀剪断牵线，任凭风筝被吹到天涯海角，据
说这样能除病消灾，给自己带来好运。还有
人会在风筝上写下自己的心愿，再遥遥地期
盼风筝把自己心事带给天上的神明，或是那
些日夜思念却再也见不到的亲人。一晃已耄
耋之年的小舅公仍旧仰头看着那只越飘越远
的风筝，只是往昔身边陪他一起看的孩子们
早已不在，只剩他自己一头白发在风中飘
着。他知道倘若自己也不在了，他那些子孙
后代每年清明的时候再也不会来四川和贵州
了，也再没人会在太爷爷太奶奶墓前禀告他
们四散在各地的子孙的现状。三代之后的子
孙，纵使相逢，也不会再相识了！

生死契阔
的分量

□ 李咏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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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 光 匆 匆 ，姥 爷 已 经 离 开 我 四 年
多了。

姥爷总是乐呵呵的，从小到大，没见他
跟谁生过气，没见他为啥发过愁。他从小
做学徒，一辈子在老国企工作，与人为善，
兢兢业业，是个受人尊重的老人。他瘦瘦
高高的，对每个人都心存善意，对每一餐饭
都心存感恩。他最不能允许的是浪费粮
食，每次吃饭，不管口味如何，他永远吃得
干干净净，最后说一句“美”！他的笑容是
温暖的、纯净的，没有心机，没有算计。我
说：“姥爷，你太瘦了！”他笑着答：“瘦是瘦，
精神够！有钱难买老来瘦，骨头里面都是
肉。”说完，就是一阵爽朗的笑声。

经常看到姥爷的笑容，很多人以为这
个老头儿一辈子很顺。其实不然。有人
说，人生有三大不幸——幼年丧父、中年
丧偶、晚年丧子。姥爷一生坎坷，这三件
事，他都赶上了。他7岁丧母、12岁丧父，
中年时，他唯一的儿子因病走失，妻子遭
遇车祸去世。面对生活给他的一系列打
击，他从没有抱怨，永远那么乐观。他一
如既往地照料 4个女儿，一如既往地帮忙
拉扯外孙外孙女。在很多老辈人那里的

“重男轻女”，他从来没有，这么多年，他总
是把一碗水端得平平的。别人问他，“你
有几个孩子？”他总是说，我有4个女儿、2
个儿子，因为“一个女婿半个儿”，他经常
夸奖，“我的姑娘最孝顺，中国稀少、外国
难找”。

姥爷解放前参加工作，入党也很早。
他用一辈子的努力告诉后辈，什么叫“吃
苦在先，享受在后”，什么叫“吃亏是福”。
他尊重知识、尊重文化，打得一手好算盘，

写得一手好毛笔字。我读高中的时候，一
度迷上了文学期刊。由于升学的压力，父
母总是禁止我读这些“闲书”。但姥爷爱
说一句话，“读闲书识闲字”，只要爱读书，
他总觉得你坏不到哪儿去。每到暑假，我
都会到姥爷家住几天，院子里有个姐姐，
订阅了全套的《小说月报》《十月》《收获》，
我如获至宝，贪婪地吞食着。夜已深了，
姥爷看我还在躺着看书，顶多会说一句，

“晋，早点睡，小心把眼睛看坏”！我有时
答应一句，有时懒得回应，他就睡了，从不
舍得说我一句。

在宿舍大院里，很多人喜欢这个老
人，碰到了难处，也会找他说说。即便在困
难时期，他碰到寻亲不遇的，看到人家又
饿又累，就带回家里，给他做最好的饭，临
走还带上干粮，大家都叫他“张善人”。他
被人骑车撞了，对方想带他去医院检查，
他爬起来抖抖腿，说“我没事，你走吧”！有
一次，院门口一个骑车人撞了行人，两人
因赔偿问题谈不拢吵起来了，骂得很难
听，不少人看热闹。正巧姥爷路过，他分别
问两个人咋回事，需要多少钱？帮人说合。
由于价钱谈不通，他说，“这个钱我出了，
你们都不要吵了，早点回家吧”。其实，姥
爷并非富人，他生活勤俭简朴，衣服袜子
破了补了又补，吃饭简单得不能再简单。
但他良善，宁愿自己舍些钱，也希望路人
能和和睦睦的。有时我想，世界上有一百
个人遇到这样的事情，可能有一百个会看
看热闹，顶多劝一劝、议论两句。但世上偏
偏有我姥爷这样的“第一百○一个”，他用
自己的行为力图去改变什么、影响什么。
这样的老人，怎么可能不长命百岁呢？

记忆中，姥爷总是淡然的，他从来不
争不抢，不在意别人如何对待他。他说话
很有意思，经常有民间俗语。遇到很闹心
的事，听他说说，好像都变淡了。即便在
七八十岁的时候，他还坚持读书看报，他
自己装订了个本子，碰到好句子，就会记
录下来。他经常说，“一懒百不成，到大不
成人”“保住好身体，自己不受罪，儿女不
受累，还给国家省了医药费”。我是长外
孙女，姥爷说过，“房檐滴水，石头上流”，
意思是“前有车后有辙”，大的要给小的做
榜样。可惜的是，这些话我没记录下来。
上学时，我喜欢舞文弄墨，发表过一些文
章。有一次写一篇山西的年糕，很多民俗
的事情不清楚，就给姥爷打电话“采访”，
他知无不尽。文章发表了，春节假期我读
给姥爷听。姥爷笑眯眯地坐在沙发上，欣
赏着、倾听着，听完了夸一句：“额孩儿写
得好！是这么回事！”那一幕，在记忆中暖
暖的，好像有一道光，照着这个老人。

姥爷重病住院后正逢清明，妈妈打长
途让我赶回去。返乡路上，我有种奇怪的
感觉——姥爷这次没事，能扛过去。到医
院看他，临走时，姥爷第一次说：“晋，亲亲
姥爷，以后怕赶不上了。”我心里在流泪，
脸上却笑着：“姥爷，你没事！我感觉很
准。”那一次，我看到一直爱笑的姥爷流了
泪。我赶回北京后一段时间，姥爷走了，是

“六一”儿童节。送别时，我想，姥爷这辈子
没有害人之心、没有拜高踩低，心灵纯净
如孩童，这个日子，他应该是高兴的吧。

我不是在姥爷身边长大的。读书后
远离家乡，对姥爷的记忆是碎片式的。姥
爷 91岁去世，我给他写了三个字——“仁
者寿”。当时，院子里很多人来送他最后
一程，说“这是个好人”。他一辈子坎坷，
但爱憎分明，宽厚待人，从不争名夺利，淡
泊干净。他没给我留下什么东西，只有这
些记忆，随着岁月流逝，却积淀成一笔让
我难舍的财富。

姥爷的财富
□ 王 晋

他一辈子坎坷，但爱憎分明，宽厚待人，从不争名夺利，

淡泊干净

人们如果亲历了生死，就会对坟地有
不同的理解。年岁渐长，我从自己的经历
中有了这点体会。

童年的记忆中，坟没有丝毫哀戚的成
分。每当有老人去世，寂静的村落便会红
火起来。八音会师傅们鼓起腮帮，让唢呐
激越的声响在山谷间回荡。连着两天，孝
子们在不宽的石板街道上排起长队，来来
往往。发丧的队伍一直延伸到村外的地
里，那就是坟。孩子们在整个过程中都是
看客，看八音会吹吹打打的闹腾，看妇女
们声泪俱下地哭诉，也看棺材上花花绿绿
的油彩画。这热闹的场景在坟地里就终
止了！那时，“坟”的全部意义，大概就在
于给这一场场热闹画上句号。

懂事以后，我是跟在父亲身后认识坟
的。总是父亲每次提醒我，才去上坟。上
坟的路上，他又会东拉西扯讲一些老辈人
的故事。村里人是按着节令和节日去上
坟的，所以上坟通常是“集体”行为，本家
的爷爷叔叔和我们一起行走在去祖坟的
路上，时而谈论当下的事情，有时也会你
一言我一语回忆坟里人的往事。这样的
回忆，就像夏日的夜晚聚在老槐树下听故
事，丝毫没有悲凉的意味。所以，我读书
离家之后，很多年都没有赶在清明节专门
回去上过坟。那时，清明节仅仅是一个时
间节令，并没有太多情感和思想的意义。

生死的经历，才能给坟地涂抹上浓烈
的感情色彩。比如，父亲到了爷爷坟前，
就该是一种与我不同的感受。父亲晚年
常常深情地回忆起爷爷，我这才意识到，
在他心中，上坟蕴含着太多的思念和回
忆。每次上坟，父亲都会认真地准备一些
香汤，还有故乡传统的供品，比如蒸熟的
馍馍或者油炸的糕。进到坟地，他认真地
把这些供品放到爷爷坟头的石碑上，然后
领着我恭敬地烧香、磕头、作揖。进行完

所有的仪式，他还会在坟头四周看看，
随手揪去那些杂草，弯腰垒齐墓边的某
块石头。如果是清明节，我们还要向坟
头培土，父亲把新土在坟头堆起来，才
肯停歇。

爷爷去世时，父亲只有 24 岁。晚年
病重时，他常常和我说起爷爷的事。有一
天，已是深夜。父亲在病床上睡不着，突
然和我说起了死亡。这是他唯一一次和
我谈论这个话题，也就是简短几句。他
说：“死也没有什么怕的，死了之后我就能
见到我爹和我大姐了！”父亲的大姐在二
十多年前就去世了。他说这些话时，平静
得仿佛在讲明天的打算，但我心中却很是
一震。一是因为这个话题本身的沉重，二
是因为他那平静的口气。所以，我立即岔
开话题，说了些让他安心睡觉之类的话。

父亲去世之后第一个清明节，我来到
他的坟前，紧挨着的就是爷爷的坟头。祭
拜之际，我又想起那天晚上这番简单的对
话。爷爷去世是在夏天，安葬之后，下了一
场大雨。父亲好多次清清楚楚地给我复述
过那些细节，他一生都怀着对爷爷深深的
思念。爷爷去世的场景，在他心中留存了
很多年，也许一直随着他走到了人生终
点。爷爷在父亲的生命中存在了24年，父
亲却思念了他37年！望着祖坟里的两堆黄
土，我总也琢磨不出这两个数字对比的意
味，但却对这坟有了另一种不同的感受。

我比父亲幸运。我在他身边整整生
活了40年！父亲病重前前后后在医院住
了半年多。最后一次住院时，他四天里两
次提起我的生日，问我还有几天过生日。
父亲终于也没有挨到那一天，在距离我
40 岁生日还有 27 天的那个晚上，他永远
地离开了。我按照故乡旧俗，把父亲送到
祖坟的那块土地里，亲手把他的棺木放到
爷爷坟旁那深深的墓穴里。

亲眼看过生死之后，我对于坟的感受
就完全不同以往了。故乡旧俗有很多值
得深思的地方，比如这埋人，就有破土和
埋土的讲究。安葬父亲的前一天，我按照
习俗，作为长子到坟地里挖下第一土；
父亲的棺木安放妥当之后，我又作为孝子
在那刚刚立起的坟头挥锨埋土。完成这
个仪式的过程，我似乎是在接受一堂家族
历史课。是我挖开祖坟里的这片黄土，也
是我挥锨铲土埋葬了父亲。这一挖一埋，
便完成了家族前进的一环。其间，固然有
我的失怙之痛，但更是一个家族繁衍的时
间推移过程。

也就从这个时候起，我更加认真地端
详起这个“坟”字来。祖先造出这个字，颇
有一番意味。在埋葬人的地方，偏偏加上
一个“文”，这绝不仅仅是为了读音。我直
观地认为，所有文化都是积累的结果，

“坟”就是埋在土里的文化。埋在坟里的
是一代又一代人的历史。我坐在父亲坟
前，可以看到一个一个坟头。那是我的爷
爷，爷爷的爷爷，乃至我已经数不出辈分
的先人。这一地黄土，其实掩埋的是这个
家族的过往。坟边的“文”，如果从纹理的
角度来揣度，那不过是家族发展的一道道
残痕而已。

面对父亲的坟头，我能感受到四面
八方涌起的情感撞击。而站在爷爷坟
前，这份情感就要消减很多。回望其他
坟堆，情感的大潮则渐渐平息了，留下
来的只有自己游荡在遥远岁月中的思
索。这似乎与人类历史发展的节拍有些
暗合。所谓“薄古厚今”吧！岁月总要
在前行中抚平前辈的“纹理”，能留下来
的只有深深刻写在时间中的残迹，还有
刚刚划过的印痕。但有古才有今，古今
相映方知未来啊！所以，我一次次自觉
地走到祖坟里，一次次缅怀我亲自埋进
土里的父亲，也一次次瞭望那些荒草过
膝的坟头。有了这样一片黄土地，我才
可以找寻家族繁衍的“纹理”，品味埋在
土里的文化，才可能思索那个“坟”字
绵长的意义！

土里品“坟”
□ 舒 生

一缕忧郁的香烛氤氲，从流光深处的春
秋袅袅穿透而来，将这个温煦季节摇曳的青
草、嫩蕊与鸟语，都裹上了些许清秋寒蝉的凄
切与哀婉。

母亲早几天便一个人在屋子角落默然张
罗着：几可乱真的冥币、元宝状的黄纸锭、张
挂用的黄白纸幡、红黄细腰杆的香烛，一张张
一份份小心摊开。皱者必定细细抚平，像摩
挲刚落地的婴儿的脸，计算了一番躺在远处
山头先祖们的人头儿，又一一分类码好，肃然
放入竹篮间。父亲则有一桩要紧事：每天翻
着挂历，数着日子，隔些天便给我们兄弟几个
打电话，叮嘱清明那天回来挂青。

儿时的记忆里，父母张罗的活，都是穿着
对襟青布衣衫的祖父祖母干的。冥币不像眼
下直接从外面店铺买现成的，而是由自家打
造。先买来切好成型的淡黄色草纸，粗糙而
厚重；随后翻检箱笼，从某个角落拿出不知何
年何代备下的铁制打纸钱工具。我印象深的
一柄，粗笨而结实，暗淡无光，像祖父褶皱粗
硬的手。屋檐下的祖父又找来铁锤与砧板，
铺好一叠厚厚的纸，左手紧握打纸钱工具，将
下端模板按在纸上，右手举锤重击，一枚圆形
方孔钱便出来了。钱币在一张草纸上下排
列，齐整而神秘。我常蹲在祖父身边，好奇盯
着他的劳作。

那时的父亲与现在的我一样，觉得地下
谋面或未谋面过的先祖们都已作古，身魂俱
灭，挂青不过是一种自我慰藉的形式，素酒饭
菜不曾吃去一口，香烛纸钱不曾领走一分，因
而无可无不可。但近些年来，随着年事日高，
身子大不如前，父母似乎生恐身后的寂寥与
清冷，像当年祖父母一样日渐一日虔诚起来，
一则给同先祖们的见面预热，二则给我们兄
弟几个垂范。

多是天空挂满阴云，苦着一张脸，似乎要
助人间悲的清明终于到了。父亲领着一大家
子分坐两台车，带上给先祖们准备已久的礼
物，开赴乡下的老家。许多年前的老宅是我
们的落脚点，一直在家务农的大哥清早便到
山上砍好了挂青用的树枝。老宅前后曲曲弯
弯的田埂、山道上，也早已是一波紧接一波的
人影，老老少少，肩挑手提，好些过年都见不
上的熟人，这时往往在山道荆棘丛生的拐角
猝然相遇，寒暄几句，又各自分开，招呼自己
地下的先人去了。

祖父祖母或者别的先人坟前，大哥先用锄
头、柴刀修整杂草，然后插上一根枝杈繁多的
粗树枝。头上堆雪的父亲则摩挲着石碑，久久
不语，面容有些悲戚。我知道，他又想起了许
多往事，或许还有自己的身后事。我先前从不
敢想象坟前的人群没有父亲的日子，却深知日
渐衰颓的他乃至包括我自己，都终有这一天。
这样一想，我蓦然悲从中来，沉默良久，也须臾
间理解了地下不能再见的先人们。

一张张纸幡被人人动手的一家老少挂上
了树枝，父亲手捧点燃的纸钱，用苍老的声音
念着我们一行的名字，感谢先人们一年来的
庇佑。

硝烟散尽，四围山色似乎才忽然间露出了
苍翠的真容。孩子们的眉宇间原本哀意无多，
像儿时的我一样四散在坟堆前后，欢快地摘扯
起了城里难得一见的鲜花、竹笋。妻子与弟媳
妇们也深受感染，笑声里采起了满地都是的蕨
菜、野葱。远眺，翠色满眼，屋宇、田野错落，人
影绰绰，春的气息像浪涛一般在翻涌。

我一时阴着的脸也如野花般绽开了。时
间长河里的生命之流或沉或浮，个体的生命
有尽头，但蓬勃的生机总会在坟丘前尽情铺
展，绵绵不绝。想着，我掸了掸跪拜时衣衫上
的泥土，向草丛间一块滴翠的野葱疾步走去。

披裹悲欣

的挂青
□ 张雄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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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月总要在前行中抚平前辈的“纹理”，能留下来的只有深

深刻写在时间中的残迹，还有刚刚划过的印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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