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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陆茂清
越打越转打杀坯

心香一束

□
周
山

在我七岁那年的冬天，祖父去世
了。我是他的唯一的孙子，也是早逝
小叔的嗣子，因而享受到了大伯、父亲
的同等待遇：脚穿一双翻底草鞋，紧挨
在父亲身后，跟着道士在院子里转
圈。即便是在寒冬，穿着厚厚的粗纱
袜子，翻底草鞋上的密集草根仍然刺
得我疼痛难熬。但是，在充满悲情、肃
穆的氛围里，脚背刺得再痛，也得忍
着。孝堂里，祖母、大姑母、小姑母、大
伯母、母亲，以及大姐、堂姐、表姐等，
围坐在祖父两旁，哀哭声不断。院子
里，挂满了亲戚、邻里送来的用黄标
纸、锡箔串成的“锭”。宅前桥门头，左
右两侧，但凡有人拎着一大串“锭”前
来吊孝，吹号人便端起长长的号筒一
起吹响。丧事办了两天，一支长长的
队伍，将祖父送葬在附近的祖坟上。
这是我此生经历的第一个先人丧事。
虽然时过六十多年，当时的情景，依然
历历在目。

亲人去世后，每逢忌日，都要“烧
羹饭”。祖父过世后，我家每年烧五个

“羹饭”：曾祖父、曾祖母、祖父、小叔、
小叔母。后来祖母去世，每年烧六个

“羹饭”。平时，父亲善长捞鱼摸蟹，养
殖鸡鸭兔羊，伙食不错，很少吃猪肉。
但是每逢“烧羹饭”，父亲无论如何都
要上镇买肉，红烧肉、肉包子，还有宅
沟里养的鲢鱼，是必不可少的主菜。
父亲将母亲烧好的菜一一端上桌子，
点上香、蜡烛，倒上米酒，便叫上我这
个家里的唯一男孩，肃立在桌子一旁，
状似看着先人们用餐。其间，父亲还
会端起桌子上的锡酒壶，给每只酒碗
里添一些酒。待添上米饭，桌子前端
的香、蜡烛即将燃尽，父亲将一草垫放
在桌前地上，第一个跪下叩拜，我紧随
其后，跪拜一通，然后便是母亲、姐姐
妹妹逐一叩拜。礼毕，父亲拿掉草垫，
铺上一层早已准备好的干净稻草，将
黄标纸、锡箔串成的“锭”（上世纪六十
年代以后改为折叠成元宝），放在稻草
上，然后点燃。我问父亲：为什么要铺
一层稻草？父亲说：稻柴梗子在阴间
是金条。祭品燃尽，父亲将每张凳子
的一角轻轻向外移动一下，恭送各位
先人离去。

祖父的丧事、父亲每年烧六次羹
饭时的诚敬，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我感
到好奇；六、七十年代，因被目为迷信
而有些迷惑；八十年代，阅读了古籍经
典，豁然醒悟：这正是原汁原味的中国
传统文化——慎终追远。

慎终追远一语，始见于《论语》首
篇：“曾子曰：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
唐代的孔子后人孔颖达解释说：“终谓
父母之丧”，“慎”谓“执亲之丧礼须谨
慎，尽其哀也”。宋代理学家朱熹认
为：“慎终者，丧尽其礼。追远者，祭尽
其诚。”为什么提出要“慎终”？“盖终
者，人之所易忽也。”为什么提出要“追
远”？“远者，人之所易忘也。”尽其哀，
尽其礼，是慎终的核心；尽其敬，尽其
诚，是追远的核心。

孔子的学生曾子的“慎终追远”，
是讲给“君”即统治者听的。他期望统
治者能以亲身的“慎终追远”之厚德，
教化民众，使得广大民众也都能够通
过执亲之丧礼而尽其哀，通过祭祀远
去的先人而尽其敬，使家族的优良传
统代代相传，愈积愈厚：“慎终追远，民
德归厚矣。”

历经数千年之后，“民德归厚”的
“慎终追远”依然存在，以致我也有幸
目睹并参与这一传统文化生活，不仅
从祖父的丧事中感受到了父辈的尽其
哀、尽其礼，而且从每年的“烧羹饭”时
父亲的“祭神如神在”的一举一动中，
感受到了对远去先人的诚敬之心。当
年的统治者早已成为历史人物，而“慎
终追远”已经成为一种传统文化，融化
在华夏子孙的血液里。

有一天，当我阅读《周易》，发现了
“藉用白茅”一语时，顿时想起父亲在
给先人烧锡箔、黄标纸折成元宝等纸

钱时，总会先在地上铺一层干净稻草
的情景。原来，在祭品下面铺一层干
净茅草，表达了一种对神灵的诚敬。
谁能想到，父亲用稻草铺垫祭祀品的
做法，居然已有几千年的悠久历史。

慎终追远无疑是一种优秀的传统
文化，为什么唐代学者孔颖达还要特
别提示，“须谨慎尽其哀”呢？因为春
秋末战国初的贵族统治阶级，制订的
丧礼大大超越了社会稳定与发展的底
线，以致墨家创始人墨子专门著文，对
当时的厚葬、处丧之法等进行了分析
批判：平民百姓死了，荡尽家财。诸侯
死了，不仅把库府掏空，金玉珠玑堆满
死者周围，还在坟墓中埋藏车马以及
生前喜好之物。更有甚者，还要杀活
人随从于地下，“天子杀殉，众者数百，
寡者数十；将军大夫杀殉，众者数十，
寡者数人”。墨子“细计厚葬”得出结
论：厚葬不是葬送死人，而是埋葬活人
的财富。按当时的丧礼要求，父母死
后，子女悲泣的程度，披麻戴孝的情
状，守孝期间的住处标准，乃至饮食的
程度，衣服的厚薄，都有明确规定，其
效果，是要活着的子女亲人达到面目
憔悴、神志恍惚、手足无力的程度，方
为尽其哀。“上士”操丧，要求更高：必
须别人搀扶，才能站立起来；必须依赖
拐杖，才能行走。墨子认为，如果一个
人的精神、体力薄弱到这种程度，王公
大人必然不能“早朝”，士大夫必然不
能治理政务，农夫必然不能早出晚归
耕稼树艺，妇女必然不能早起晚睡纺
纱织布。

曾子也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
提出了“慎终”这一概念，既含有不忽
视死者而能丧尽其礼的一面，又含有
量力而行确保家族稳定的一面。唯其
如此，才能通过“追远”实现道德的不
断“归厚”而获得家族的发展。

“慎终追远”，既是优秀的中国传
统文化，自然也成为中国共产党所提
倡的一种文化。一九三七年，日寇侵
华，中国人民陷于水深火热之中，毛主
席专门写了一篇《祭黄帝文》，以中共
中央、毛泽东、朱德的名义，派遣特别
代表，去黄帝陵拜祭，以此“追远”之
心，团结炎黄子孙共同抗击日本侵略
者。当下，党中央又提出“不忘初
心”。初心是什么？初心就是革命先
辈们抛头颅洒热血为之奋斗的那个动
力。不忘初心，就是我们通过“追远”
的形式而要牢记这一动力。

慎终追远，民德归厚。崇明岛上
每家每户每年都在发生的“追远”文
化，潜移默化着崇明人道德素养的提
升。所以，每当我看到邻居家里“烧羹
饭”，尤其年轻一辈在为“烧羹饭”而忙
碌，总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愉悦感。民
德归厚，就在眼前；传统文化，后继
有人。

《露叶滴晴月》（国画）张志安

每天取一撮黄芪，加上几颗枣子，
尔后加水煮开了喝，是我二十多年来
养成的一个习惯。老中医嘱，黄芪红
枣汤，长期服用可以增强免疫力。或
许获取过同样的信息，我看身边的有
些人，天天像泡茶那样泡了黄芪喝。
这个简易的方法，我没采用，是因为拿
了药店里直接买来的黄芪直接泡茶直
接喝，卫生方面有点不放心。

煮黄芪红枣汤，要当心的是它煮
开了以后会从锅子里溢出来，就是崇
明方言说的“潽（“潽”，音“铺一张床”
的“铺”）”。唉，你点了火煮，满以为离
开片刻回来再揭锅盖总来得及，想不
到有时候离开的时间稍稍长了一点
点，有时候甚至完全忘了锅里的事情，
结果黄芪汤从锅中“轰”的涌了上来，
后来汤汁浇液化气的火苗上，颜色立
时变成一团团红色。这时候，家人便
要疾呼，“黄芪潽啦，黄芪潽啦”。要是
正逢独自在家，常常锅子的四围溢满
了、烧焦了都不会发觉。个别时候，心
思特别地不集中，一定要到整个黄芪

汤烧得全成焦炭了，满屋子焦味和烟
气开始弥漫了，才会猛然得知。这时
候，那口锅就有得你刷了，心里自然又
一阵阵地后悔。后来的做法，是从点
火的一刻开始，就守在灶台旁边，看它
煮得沸腾了便马上揭开锅盖，然后静
静等待几分钟再歇火。这样的调整，
时间看起来费了些，却再也看不到黄
芪潽出来了，更闻不见黄芪的焦味了，
自然也就没有了因此而形成的焦虑和
后悔了。

生活中，所煮的东西容易一个劲
地往上爬的，典型的还有牛奶。我给
人家聊天时说，如果谁煮牛奶，总愿意
守在一旁，总不会煮得溢出来，那就是
一位成熟人士。其成熟的象征，就是
做事情时懂得取舍和权衡，懂得守候、
等待和陪伴，有得一份小小的耐心。

“黄芪”潽啦
□ 北风

下课了，同学们发喊着冲向操
场，欢声笑语中，挥臂扬鞭玩起了打
杀坯。

这是崇明流传既久的儿童游
戏，滋润着一代又一代小伙伴的课
余时光。如今的中老年朋友多数孛
相过，不乏热烈爱好的痴迷者。

这玩意儿打了才转，越打越转，
打得厉害转得越快，崇明人给了它
一个形象的名字——打杀坯，也有
称它“贱骨头”的。

打杀坯由杀坯一只与鞭绳一条
组成。

杀坯高约十公分、直径五六公
分，材质是树木。看上去小悠悠简
单来些，做起来费时费力弗轻容
易。那是用刀一记又一记硬椠出来
的，上半段椠成圆柱状，下半段椠成
尖底的倒圆锥形，从头到尾要椠一
二百记，手上磨出泡、削破皮见怪
不怪。

过程中不断眼看、手摸，感觉整
体圆滑了，算是初步满意。还得通
过试打检验效果，假使转起来没有
长劲，说明质量不到家，必须继续加
工。一次横椠竖椠，老是不灵光，一
改再改，杀坯椠得越来越小，自己看
着也不成样子了，索性丢了重做
一个。

找一条绳子系在小竹竿上，就
成了打杀坯的鞭绳。

玩的时候，将鞭绳绕在杀坯的
上半部，让它躺在地上猛然抽拉，杀
坯受力尖锥着地旋转起来。

这标志了发动成功，可以尽情
抽打了。当发现杀坯转得慢了时，
挥鞭“啪”的一声，它就加速旋转。
又慢了时，再一记，又转得快了。时
不时“啪”“啪”的打，它就转个不停，
真的越打越转，名副其实的打杀坯、
贱骨头。

打杀坯大有技巧。就拿发动来
说，新手不得其法，曾多见鞭绳一
抽，杀坯不是原地打滚蘸，就是连蹦
带跳不知去向，让人哭笑不得。

打，也大有讲究。打得太轻，摇
头晃脑转不快；打得太重，一记下去
乱滚乱跳当场断气。还有打脱空
的，手忙脚乱再一记，又是打脱空，
眼看它摇摆晃晃倒在地上不动了。

回想当年，打杀坯风行一时。
多数男同学必备，一下课就缲拳捋
臂打开了，可惜不过十分钟又上课
了。因嫌时间太短不煞念，便在放
学后弯到同学宅上，或是节假日集

中去社场玩个痛快。
孛相打杀坯，往往带有比赛的

性质，享受争胜的刺激与欢乐。
比试谁的杀坯转得时间长。统

一口令下，同时挥鞭发动各自的杀
坯，最先停转倒下的老末名，最后躺
倒的第一名。或是“一、二、三”同时
打完三记，以旋转的时间长短评定
名次，转得最长的冠军。谁愿垫
底？各各对着自己的杀坯挥拳顿足
大喊“转、转”，如神经质一般，憨态
可掬！

在地上画一个圆圈，相同距离
上发动杀坯后，各显其能朝圆圈里
打，先把杀坯打进圆圈稳稳旋转的
夺魁。

鞭打或是用鞭绳拦牵杀坯，使
两相碰撞，碰撞后倒下的认输，继续
旋转的为赢家。

还有作现场表演的，都称得上
一绝：杀坯发动后，加上几鞭转得飞
快，倏地伸手将它操在掌心里，突然
向上抛过头顶，稳稳落地继续转动。

清脆响亮又准又狠打一记，杀
坯飞速自转的同时，绕了个圈子停
住，看上去一动不动直立在那里，其
实还在转。

本在飞转的杀坯慢了下来，按
常规该抽打让它加速，但没有打。
转得更慢了，开始摇头晃脑，“打呀，
打呀！”有人催促，还是不打。晃荡
得越来越厉害了，“再不打要脱气
了！快打呀！”仍不动手。杀坯进入
大幅度缓慢晃荡状态，眼看要倒下
去了，方才不慌不忙举鞭“啪”，立时
起死回生，再加一记，转得“呼呼”
作响。

过程中，助威声、欢呼声、惋惜
声、嬉笑声此起彼落。还有叫骂的
呐！骂谁？那时候大讲政治思想，
学生受了教育阶级觉悟高涨，对敌
人无比仇恨，打一句骂一声，“蒋该
死”“美国狼”“小日本”“反革命”“狗
特务”……越骂越得劲，越打越
得劲。

现场也吸引了大人跃跃欲试。
“小朋友，借给我打几记。”“来，我和
小朋友比一比。”说着挽起袖子“啪
啪”开打，嘻嘻哈哈乐而忘返。“只顾
孛相，营生不做啦？”惹来了河东
狮吼！

是健身游戏的打杀坯，陪伴着
童真的岁月，享受着淳朴的快乐，虽
时过境迁几十载已过，却总在深深
的记忆中。

《富丽堂皇》（国画）陈其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