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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过年了， 朋友老付仍一个
人过活， 那份空寂你可以想象。
他在微信朋友圈里发： 我在看电
视； 我在做饭； 我要睡了， 明天
还要早起。

他的年，有点恓惶。 做了一桌
好饭，却只能一个人，就着浑浊的
腊酒，连同孤独，一并饮下。

这让我想起了过去的村年 ，
它就像一棵大树， 生长在贫瘠的
土地上， 结着亲情的果子， 溢满
清香， 沉醉了一村的男女老少。

杜奶奶， 我的西邻， 与我家
隔着一墙。 说是一墙， 其实矮得
很 。 杜奶奶在墙那边喊 ， 冬娃
崽， 过来呀！ 这一准有好事哩。
我屁颠屁颠跑过来， 仰起脸。 杜
奶奶则是俯着身 ， 她的胳膊在
动 ， 她撩起斜襟的粗衣 ， 摸呀
摸， 就变出了裹着彩色玻璃纸的
糖果， 她用枯枝般干瘪的手， 塞
给我， 粗糙的毛刺竟很温暖。 糖
果这样的稀罕物 ， 只有杜奶奶
有， 是她的女儿在城里嫁了富贵
人家， 给她带回来的。 她却要分
给乡下的伢子。

杜奶奶， 你也吃呀！
我老了 ， 牙不好吃不得甜 ，

拿去吧。 杜奶奶两腮塌陷， 话音
含混。

年节里， 杜奶奶的糖， 就成
了我的念想。 一把糖， 我自然要
省着点吃， 慢慢品味。 糖纸舍不
得扔， 抻展熨平， 夹在书页里，
可以向同学炫耀。

村年里 ， 我不苟言笑的父
亲， 也宽容了许多。 他说， 你要
耍货吗？ 他允我一个陀螺。

他就去洋槐树上砍鸡蛋粗的
枝干来 ， 锯子锯下一节 ， 蹲下

来， 用板斧上砍下削一阵子， 不
时眯起眼睛瞄一瞄， 一个锥形的
木陀螺便成了 ， 带着木质的清
香。 于是， 他拍拍浑身的木屑，
满意地交给我， 说， 玩去！

门前有小河结了冰， 小伙伴
们穿着臃肿的棉衣， 像菜包子，
却灵便地抽着陀螺， 让它在冰面
上打转 、 滑行 ， 又持久 、 又平
衡。 欢快的笑声便激扬起来， 每
人嘴里， 像小火车似的哈着一团
热气。

母亲， 是一家的主心骨。 一
切大小事， 都有母亲安排 。 四
季里 ， 她都像陀螺， 让岁月的
皮鞭抽着运转。 尤其年关里， 灶
下的活更是手忙脚乱。 但， 有一
样， 她总是雷打不动， 那就是给
我们添新衣 。 姐弟身上 的 衣 服
是四季服 ， 穿的不体面 ， 屁股
上磨出大窟窿， 袖子裂了口， 布
鞋张着嘴， 脚趾探头 探 脑 。 母
亲偶尔腾出手 ， 就坐下来， 比
划着裁布料， 然后， 踩动一架老
缝纫机， 哒哒哒， 穿针走线， 赶
制新衣。

大年初一的早上， 睁开眼，
崭新的罩衫已缝好 ， 码放在枕
边 ， 母亲正用微笑的眼神看着
我。 起来呀， 快穿新衣服， 看怎
么样？ 于是， 在母亲软软的话语
中， 一跃而起， 让母亲把新衣给
我套上。 母亲抻抻这， 拽拽那，
甚是满意。

时间里， 没有物是人非， 只
有物非人非。 童年那个村， 已成
了回不去的故乡。 村年里的人，
渐渐走失在时间里。 幸好， 我比
老付要幸运， 还有母亲在， 亲情
仍可延续。

首都职工素质建设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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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工荐书随笔

家训家规是古人留给后世的
宝贵精神财富， 经过岁月磨炼，
值得后人反复品鉴。 于奎战著的
《中国历代名人家风家训家规》，
通过30位历史名人， 从儒家传统
的思想和理想出发 ， 讲述了修
身、 齐家、 为政、 立志、 劝学、
处世六篇。

家训家规也是一种教育， 这
种教育不在于教人学习多少知识
与技能， 而是教人成为一个怎样
的人。

孔子 “孝悌忠信礼义廉耻”
八德之训 ， 王阳明反复强调的
“致良知” 和 “知行合一 ”， 诸
葛亮 “静以修身、 俭以养德， 非
淡泊无以明志 ， 非宁静无以致
远”， 曾国藩 “躬自厚而薄责于
人 ” 以及 “莫问收获 、 但问耕
耘” 等， 这些都已经成为警言伴
随我。 孔子曰： 知者不惑、 仁者
不忧、 勇者不惧。 梁启超也据此
所言： 教育的本质是教人不惑、
不忧 、 不惧 ， 顶天立地做一个

人。 读过此书的人， 都会感受到
中国家训家规深藏的哲理和文化
内涵魅力。

作为从事博物馆社会普及教
育工作的一员， 我觉得博物馆也
具有教育使命。 先正己， 我们自
己先必须懂得自我教育， 做到身
体力行 ， 知行合一 ， 不惧 、 不
忧、 不惑。

受这本书籍的启发， 一是我
更理解了如何才能做到 “不惑”：
通过勤勤恳恳做事， 修炼技能 ，
在热爱的行业深耕细作， 才能做
到有深度 。 “格物 ” 方能 “致
知”， 才能做到 “不惑”， 成为真
正的 “智者”。 二是我更懂得怎
样才能做一名不惧和不忧的 “勇
者”。 真正的勇者不断挑战自己。
孔子曰： 知耻近乎勇。 在外界环
境的约束中做到 “知耻 ” 并不
难， 难的是自律。 所谓勇者， 一
定有着非凡的意志力， 能做到慎
独， 每日三省吾身， 克己自律，
不断精进 ， 锻造更加完善的自

己。 曾国藩是一个自律的勇者。
他将书房命名为 “求阙斋”， 阙
者缺也。 不仅提醒自己以盈满为
戒， 知足常乐， 给自己找缺点，
提醒自己 “内圣” 方能 “外王”，
更带有谦卑精进的寓意。 让灵魂
安住于当下充实的每一瞬间， 不
念过去， 不畏将来， 可以做一名
不惧不忧的勇者。

反复品读 《中国历代名人家
风家训家规》， 会不断给我们新
的感受和升华。

□北京奥运博物馆 周艳晴

《中国历代名人家风家训家规》读后感

春节， 是我国最传统、 历史
最悠久、 活动时间最长、 声势浩
大且最隆重的民俗节日， 春节里
所折射的文化元素很多 ， 从祭
祀、 美食、 穿新衣里都有体现，
最高兴最快乐的莫过于孩子们，
过年， 孩子们还可以从长辈那里
得到压岁钱。

压岁钱， 在我国古代叫厌胜
钱 ， 也写作 “押胜钱 ” “压胜
钱”， 不可作为货币流通， 是不
可以购物的。 也有传说我国汉代
的五铢钱就是压岁钱， 至于可信
度有多大， 知之即可， 姑且不去
探究， 后来各个朝代均用铜来铸
造压岁钱， 至民国以后才改用纸
币做压岁钱。 古人的压岁， 是长
辈对于孩提时代的后人的一种祈
福和祝愿， 希望孩子远离疾病祸
害 、 健健康康和平平安安地成
长， 同时也传递着家庭和睦尊长
爱幼的传统美德。

另外， 宋代人还会从大量的
瓷盘里挑选出瓷的质地、 款式和
花纹图案上乘的瓷盘， 过节期间
里面放上水果、 点心， 专门留给
孩子享用， 大人不会轻易触碰这
个盘子里的果品。 盛放果品的盘
子， 就是 “压岁盘”。

至于压岁钱从何时由象征性
的钱， 转变成长辈给晚辈实实在
在的货币， 笔者以为最迟在清代
甚至更早， 《红楼梦》 第五十三
回写道： “……兴儿 （丫鬟） 回
奶奶 （宁府尤氏）， 前儿那一包
碎金子共是153两6钱7分， 里头
成色不等 ， 总共做了 220个锞
子。” 锞子何物？ 要它作甚？ 锞
子就是金锭子、 银锭子， 一般有
钱人家把一些过时的或是细碎的
金子 、 银子饰品 ， 拿到金银作
坊， 让师傅放入炉子融化后， 倒
进模具制成一小块一小块的金锭
子、 银锭子。 快过年了， 贾府的
尤氏命兴儿做金锞子， 就是在准
备压岁钱， 贾府的压岁钱花样也
很丰富， 有海棠式样， 有笔锭式
样， 有八宝联春式样。 过年是个

喜庆的日子， 有钱人家也会大方
一回的， 比如贾府的压岁钱不光
宝玉有； 外甥女黛玉有， 就连丫
鬟们也都是有的， 只不过分量与
数量的多少问题。 值得一提的是
“食量大如牛” 的乡下人刘姥姥
也得到过。 第二次离开贾府的时
候， 鸳鸯依照主子的吩咐从荷包
里拿出两个金锞子给她， 说道：
“年下留给小孩们罢。”

物质匮乏的年代， 压岁钱少
得可怜， 最早是分个子 （硬币）、
后来是一角钱或是两角钱， 有时
给长辈磕完头起身以后， 长辈没
钱就会抓一把瓜子 （或是香花
生） 给孩子， 就这， 孩子也乐得
屁颠屁颠的。 得到的压岁钱多数
会放进自己缝制的布袋里， 留作
开学时买本子和铅笔， 有时嘴馋
了， 就到货郎担前买一个米花团
放到嘴里， 心里感恩着长辈给了
压岁钱， 又默默地盼望着下一个
年的到来。

社会发展了， 时代前进了，
人们的生活水平提高了， 压岁钱
像个雪球越滚越大， 由上百到上
千、 上万……压岁钱已由驱邪和
祈福， 变成了一种负担和攀比，
甚至， 有的成了贿赂的方式， 这

样一来 “压岁钱” 岂不变了味。
有些孩子大人疏于引导， 认

为压岁钱是属于自己的， 随心所
欲、 大肆挥霍， 有的失控步入歧
途。 所以， 对于孩子的压岁钱，
作为父母不能视之不管， 正确引
导消费， 把压岁钱用到孩子的学
习上去。 我国大文学家鲁迅幼小
的时候，把压岁钱拿来买玩具，如
拨浪鼓、木制刀枪、泥人等。稍大，
鲁迅就把难得的压岁钱用来买自
己喜爱的书， 绝不会把压岁钱挪
作他用。 另一位文学家冰心11岁
的时候， 正值1911年爆发武昌起
义，这是辛亥革命的开始，她和家
人路过上海的时候，亲自把自己
积攒的 10元压岁钱交给《申报》
馆，要求捐钱给起义军，用自己的
实际行动来支持革命。 这些都是
孩子们学习的榜样。

信息时代， 压岁钱已经跨越
了时空的制约， “恭喜发财， 红
包拿来” 轻轻地一点手机按键，
压岁钱即可到了账， 人们在享受
便捷的同时， 是不是感觉到缺少
了点什么？ 是热闹、 是温暖、 还
是亲情……

猪年将至， 愿孩子们 “压岁
钱” 多多、 健康又快乐！

□张新文漫话“压岁钱”

亲情在 年就在
□陈重阳 文/图

■征稿启事

您有铭记激情岁月的老照片吗？ 您身边发生过感人
至深的工友故事吗？ 您和工会发生过哪些有趣的事情？
如果有， 那就用笔写下来， 给我们投稿吧。

投稿要求如下：
图片故事———以有趣的照片

为由头， 讲述您与照片有关的故
事。 可以是今天的故事， 也可以
是昨天的故事 （每篇1至4张照片
均可， 800字左右， 请注明您的
真实身份）。

工友情怀———以真实的工友
间发生的事情， 表达工人阶级的
互助情感 （每篇800字左右， 要
照片）。

工会岁月———以照片为由
头 ， 讲述自己的工会工作经历

（以一个故事为主， 800字左右，
有1至3张相关图片）。

青春岁月———讲出您青年时
的小故事并附相关图片。 每篇 500
字左右 ，署名可尊重您的要求 。

家庭相册———以家庭照片的
形式讲述您和家人的小故事 （每
篇300字一张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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