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扫 墓 祭
祖，是清明节
一 大 礼 俗 主
题，自古传承，
一代接一代，
至今不辍，崇
明亦是。现存
明朝以来的多
部县志中均有
记载，只是三
岛 城 乡 惯 以

“ 上 坟 ”俗 称
之，一九八九
年版《崇明县
志·风俗》：“清
明，祭扫祖坟，
名为‘上坟’。”

上 坟 ，是
对祖先的思时
之敬，旧时崇

明居户，由于家庭经济条件的差异，规
模与方式有所区别。

多数的平民百姓，去祖坟除草、添
土、祭祀、礼拜，表崇敬并祈求保佑，过
程庄重、易行。若是祭扫近时西去的
先人，则由妇女哭泣哀悼。

小康之家及大户人家的上坟，则
显得繁复了些。

清明上午，一家男女老少携带祭
品、杯筷、刀具等物出门。到达墓地
后，铲除杂草，增添新土，修葺墓茔。
体现了对先人的孝心、敬爱之心。

继而在墓前安放桌子，点燃清香，
摆设菜肴、青团，斟上美酒，恭请逝者
享用。

随后，全家按大小辈分，逐一作揖
叩拜。按旧习俗要焚烧纸钱（现多为
献花替代），供奉祖宗。然后取酒一杯，
绕纸灰环洒一圈，名为“奠酒”，传说这
圈奠酒另有神力：保护子孙给先祖的
钱财不被野鬼劫夺。

人之常情，上坟过程中总要回顾、
缅怀逝者生前懿行、功绩，当话及新近
过世的亲人时，音容笑貌历历在目，原
本朝夕相处，一变阴阳两隔，不禁悲从
中来，多悲善感的女眷们，更是泪下纷
纷，号啕痛哭。此种情景，年年乡下上
坟时屡见不鲜。

崇明扫墓还有两个旧俗，一是在
坟包上插白幡，《崇明县志·风俗》：“清
明节这天，多数人家插幡化纸，祭扫祖
坟”。二是“贴太平”，将纸剪红字“太
平”贴在坟头，祈求天上人间一式得非
常平安，清人吴澄的《瀛洲竹枝词·清
明祭祖》中有载：新蓬圆子祭先茔，冢
上添泥贴太平。

星移斗转，时代变迁，清明上坟
习俗代代传承，行孝义、敬亲长的人
本精神未变，只是原先的繁文缛节有
所改革，不再全盘照搬旧俗而有所
革新。

曾经留意，自己也曾如此这般。
近年上坟，不论是入土为安在自家田
园的，还是在陵园公墓的，祭品大体上
青团几个，水果数只，鲜花一束。形式
简朴，重在表悼念之情，思念之心。过
程中铲除杂草，培添新泥，假如在公墓
坟里祭扫的话，则拂去墓碑上的灰尘，
末了鞠躬行礼，默默祈祷。

一年清明节，原是计划一贯制的
回乡上坟，祭品都已包装停当，不料
雷鸣电闪大雨如注，左等右等，总不
见云散雨停。因公交车下来后，还得
步行好几里，又习惯按老规矩在清明
上午进行，眼看临近午时赶不上了，
只好在城里住所设祭，双手合一，遥
拜双亲在天之灵，祈求原谅儿子不孝
未能墓前祭扫。这种形式，叫作“遥
祭”，县城居民区里多有所见，因天
气、客居远方等原因，难以亲临墓地
祭拜，便在居所户外进行，朝着先人
墓地方向举香敬礼。

据台北崇明同乡会的乡亲言，“三
通”前的三十多年里，远隔重洋清明节
不能回乡上坟，唯一的办法就是遥祭，
面朝崇明方向叩首，寄托哀思。

崇明民间流行“前三后四”的说
法，谓清明节的前三天后四天里都可
上坟，这是唐宋以来的规矩，古为今用
方便了后人。半个多世纪前，清明节
是不放假的，好在有这“前三后四”，使
上班族得以在一个礼拜里调剂。

2008 年 起 ，清 明 节 成 了 法 定 假
日，于执守清明当天上坟的各色人
等而言，再也用不着想方设法调班
或请假了。体现了人民政府为民、
亲民，助力民众孝亲敬祖弘扬中华
传统美德。

岛居之味

□ 郭树清

春天的故乡崇明，阳光明媚，春
光正艳，五彩斑斓的花儿恣意怒放，
深红鲜艳的早樱、海棠、月季和红叶
石楠，金黄灿烂的油菜花，粉色娇柔
的桃花，雪白洁净的梨花……满目
绚丽，鸟语花香，心迷神醉。花是自
然界最美的精灵，也是幸福生活的
使者，喜盈盈地等着你的到来。它
们或在田野里随风摇曳，或在庭院
中争奇斗艳，浓浓淡淡的馨香，散发
在春天的空气里，深深地吸上一口，
清爽而沁人心脾。

春天的早晨，爽爽的。微风滴露
的晨曦里，耳边不时传来公鸡的引吭
高歌和鸟儿的轻声细语。不远处，两
只喜鹊炫耀着美丽的翅膀在地面上
打量周遭，我猜想它们在表达喜悦的
心情。春雾弥漫，缥缈的景色如梦如
幻，使蓝天白云映衬下的故乡，被爽
爽的春风和纯净的空气包围着，呈现
出无与伦比的风采。置身其间，有种
如梦似幻，飘飘欲仙之感，让人陶醉。

春天的阳光，暖暖的。太阳缓
缓从地平线上升起，开始了新一天
的巡游。斑驳的阳光透过树隙刚爬
上村中那一排高高的水杉树顶，就
与农家村落缕缕飘散的炊烟不期而
遇，相映成趣，人间烟火的味道弥散
在柔光倩影的阳光里，让乡村平添
了几许宁静和祥和。春阳让田野泛
青，让树木葱郁，让鸟儿飞翔。在绸
缎一样温煦的阳光下，和风拂面，她
用无言的温暖，染绿希望的田野，慰
藉乡人的心灵。

春天的河水，清清的。宅前那
条通向横运河，清凌凌、绿绸般的小
河，明亮如镜，潺潺的水如青春舞女
腰间的一根白绸带，扭动着腰肢，唱
着清脆的歌，不停地向前流淌着。
微风吹来，河面荡起粼粼涟漪，偶有
鱼虾悠游和水鸟穿梭其间，让人遐
想。尤其是夜晚，小河将月送来，或
静影沉碧，或波光粼粼，诗情画意。
那平静柔和的小河，顺渠欢流的清
水，依人所愿穿过村庄，滋润故乡的

土地嘉禾。
春天的河岸，绿绿的。河岸边翠

绿肥大的野菜，车前子、婆婆丁、野荠
菜、马兰头等，他们在春风的抚摸下昂
首挺胸、争先恐后地钻出地皮，急切地
沐浴着柔和温暖的春光，伸展着平淡
而安静、素雅而美丽的风姿。在潺潺
流淌的河旁边，那排树干挺拔的水杉，
满目葱翠，在阳光照耀下，蔚然可观，
宛如一幅怡静优美的水墨画。几棵婆
娑的杨柳舒展着细长的枝叶，一起临
风起舞的还有它们映在水中的倒影，
令人赏心悦目。

春天的雨丝，细细的。好雨知时
节，当春乃发生。春天的故乡，被淅淅
沥沥、悠悠而下的春雨唤醒，天气有点
冷，春雨倒春寒。春雨是春天的宝，温
润、清甜、和美。一场春雨一场暖，转
眼间，气温回升，此时的麦苗长得正
疯，密密满满的，像少女的青发，迎风
飘拂，妩媚动人。还有那花朵、果园、
菜园，在春雨的滋润下，在春风的吹拂
下，吸吮着自然的灵气，充满生机，显
示出了生命活力。

春天的夜晚，静静的。傍晚，彩霞
满天，一片火红，霞光洒在乡村的田野
上，照射在人们的脸庞上，也温暖了人
们的心窝。喧嚣的乡村渐渐地安静下
来，村路上的节能路灯点亮了乡村的
夜色。明月初上，月色妩媚而优雅，清
朗而温馨，细腻而明亮。月光下的故
乡宁静安逸，仿佛一只抱窝的母鸡收
拢翅膀，在温暖的翼下，满足地沉入
梦乡。

沐浴着明媚的暖阳，乐游在春天
的故乡，听流水潺潺，看繁花烂漫，睹
游人如织，思美好向往。乐游在春天
的故乡，无边的春色正向我们走来，心
灵充满温馨，让游子在尽情品味中感
念绵绵乡情。乐游在春天的故乡，春
光满枝头，桃花伴春风，梨花千树雪，
柳叶万条烟，花儿含羞笑，河畔芳草
绿，摇曳一江水，美意满乡野，入我故
乡梦。

乐游春满乡野时

心香一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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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明扫墓，在父母墓前
你会想些什么？”
我曾经想他们生活忙碌的样子
他们喜怒忧愁的神情
他们爱我的点点滴滴
也想我曾怎么对待他们
办到的，大都马虎潦草
没办的，至今还在找理由为自己开脱
再后来，想什么都感到沉重
只是脑子空空地站着
觉得相会不远了，到时再说吧
近年来，是替儿子想了
想他到时会对着我想什么
多数时间不在一起生活
他能想起些什么呢
唉，清明只是一个鬼节啊
活着的人，不想，他们也不知道
想什么、想再多，亦都枉然

去年的清明节
因疫情，没能为父母扫墓
据说，可委托墓园代为祭扫
父母生前，我若有事不能去探望
有时会请人捎点东西
祭扫之事，请陌生人代办
不管如何，总有些离谱
想父母会料知人间有事
能理解我的难处
只是我终究愧疚不安
他们活着时，一直包容我
他们到了另一个世界
我却还需要他们的宽谅

今天给父母扫墓，
父母的墓地是水泥的
不用除草，亦无需培土
自从不让烧纸钱、燃点香烛后
扫墓，就简化成只是鞠躬
再默默地站上一会
别的，就没有什么了

人间的变化，但愿父母不知道
不知道有不知道的好
不然，看见扫墓这样马虎
他们会感到失落
看见我都这么老了
离他们一年比一年近了
他们会感到难过、伤心

这是专为扫墓开通的公交车
车上的乘客都是老头老太
起初，车厢里有些沉闷
车到城外，开始有人聊天
他们从自己亡故的亲人
聊到自己的这一天也已不远
就像这辆车正渐渐驶近墓园
老人们的神情都很坦然
聊天慢慢就成了说笑
仿佛这样的归宿是他们所期待的
并且，似乎还庆幸他们之中
谢天谢地，没有一个年轻的人

周日中午，我们把女儿从写作
培训班接回来。车上，女儿叽叽喳
喳地，像只快乐的鸟儿说个不停。
今天读了什么，老师又教了什么。

大半年下来，女儿写作文成效
一般。她以前坐在桌子前，老半天
一个字没写，愁眉苦脸可怜兮兮地
说：“写不出来，不知道写什么。”现
在，一个三四百字的作文，她还是要
写老半天，谈不上文采，像粗浅的文
字堆积。

年初，老婆问我，这写作课还要
报吗？我沉默了一会说，“要不，先
别报了”。这也是我想了很久的计
划。女儿的每个双休日，都排得满
满的，数学、作文、英语、画画、书法、
舞蹈。我说：“我们空出这半天，请
美丽的大自然，来教女儿写作。”

老婆纳闷地看着我，不解其意。
一个双休日早上，女儿早早地起

床，我们便计划一起去郊野公园散
步。我们在园内边走边聊天，温暖的
阳光洒在身上，女儿站在干净的水
泥地上，又蹦又跳。我问女儿：“你
觉得这光，像什么？”女儿说：“像，像
……”女儿认真想着，却是结巴一样
说不出来。我说：“像不像妈妈晚上
给你盖被子的温暖。”女儿点点头，
说：“像，像呢。”我又问女儿：“那些
绿树，那些草地，像不像油漆涂刷过
的？”女儿嘟囔说：“这些可比油漆好
看多了。”我说：“那，又像什么呢？”
女儿说：“像清新的空气，像美妙的

……”我朝女儿竖起了大拇指。
中午吃什么，由女儿定。女儿说

想去她喜欢的餐馆，我们毫不犹豫地
满足了她。

这是我们和女儿的约定。换个
方式学写作文，把培训的时间省下
来 ，到 大 自 然 里 去 体 验 ，看 能 不 能
有所感悟。每次，作为奖励，午餐吃
什么，都听女儿的。如果不行，我们
再回去继续参加培训班。目标是回
来就写一篇作文，作文可长可短，但
有一条，要有真情实感。

第一周，我们去了郊野公园。
过一周，我们去了游乐园。
再一周……
我们开着车，去往那些可以感受

大自然的地方。碰到下雨天，我们就
带女儿去看电影，这也是说好的。看
完电影，女儿需要写一篇观影作文。

女儿的变化，是显而易见的。
周日，已经成为女儿最期盼的日

子了。
那本生日送她的密码笔记本，女

儿好几个晚上，做完作业后，拿着它朝
我们挥舞着手，说：“今晚，我要写日记
了，你们可别来打扰我哦。”

那一天，我翻到了女儿交给老师
的作文。

“……春天来了，爸爸说，我们可
以打开窗户，去大自然透透气了。大
自然是怎么样的呢？感觉我在书本上
看到的太多，大自然应该是有泥土，有
花草树木，对了，还应该有我……”

清明辞
（组诗） □ 季振华

清明辞

宽谅

扫墓

扫墓车上

牵手春天 播种梦想
□ 崔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