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招聘岗位

媒体宣传和活动策划（2 名，男女不
限）

二、岗位要求

40 周岁以下，思想活跃、积极上进，
有一定理论功底和写作能力，大学本科
学历以上，中文、新闻和文艺类相关专业
优先。

有一定的宣传推广和活动策划能力，
能熟练掌握图文编辑和计算机应用处理，
公文写作能力较强，具有团队协作精神和
服从意识。

三、报名方式

1. 发送简历至：hksyh8043@126.com
2. 寄送简历至：虹口区企业文化促进

会（地址：上海市飞虹路 518号 1号楼 12楼
1208-2室；邮编：200086）

3. 关注“上海虹口”官方微信，进入“政
务互动”→“简历投递”

4. 截止日期：即日起至3月9日止
注：投递完整的简历有利于全面展示完

整的自己，不接受现场报名。面试时间、地点
将另行通知。

虹口区企业文化促进会
2018年2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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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时候过年玩小时候过年玩““火药纸火药纸”” ■费 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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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最后14堂星期二的课》的话剧厅里，座
无虚席，大家都摒住呼吸悄然无声，台上是金
士杰老师带来关于生命的意义与死亡的探
寻。“死亡虽是生命的终结，但它不是感情联系
的终结。”摒了很久的泪透过镜片再也控制不
住，思绪一下子拉到2014年1月17日长海医院
重症监护室……

一群子女围在外婆周围，那毫无用处的盐
水瓶根本不能把外婆从死亡线上拉回，
也并未缓解她临终病痛，那些交杂的线
啊、管子啊，更像是给家属看的必需
品。是的，我们没有同意医生在半成把
握都没有的情况下切开外婆的喉管（结
局就算成功外婆也无法正常进食，或许
成了植物人）。然后被告知自然死亡的
过程就是她会经历一段非常难受的时
期，想拔掉呼吸器，过了这阶段又会安
静，因为已经没知觉和意识了，呼吸微
弱直到无。在这样的过程中我们都回
去休息了（想到后续会忙于操办后事），
只留舅舅陪伴身旁，不时地去外面抽
烟。17号凌晨，大家接到舅舅电话后立
刻奔赴同一点开始哭丧。去的路上都
是抖的，不停责怪自己为何回去，不是
应该拉着外婆的手让她不害怕地安静
离开吗？最后一次在我面前的外婆给
人感觉是一下子轰然倒塌，虽然她本来
就个子娇小。还好我抓住了外婆最后
一丝温度，在没有迅速冰冷僵硬的时
候，我们替她擦了身、换了衣服，65斤的
老太就这样赤裸裸地在子女亲友面前，
质本洁来还洁去得一丝不挂，这小小的
身躯曾经挑起了一个家庭的重任，养育
了多少子女！外婆很快被推至太平间，
那也是我第一次去，一个个冰冷的抽
屉，我的外婆竟然要在这里了……磕了
头后工作人员便赶我们走了，我想陪伴
但又害怕，那哪里是门，分明是阴阳之
隔。走出医院，茫然得一片空白，我只
知道我是再也没外婆的人了，我的外婆
不会再回来。

之后的一条龙服务按部就班，完全
是给活人看的。因为中间有个过年，所
以做了头七就断掉了，大人们开玩笑说
外婆为我们省心，连死亡日期都挑大家
休息的时候，年前放假时。外婆早就说
今年年夜饭不跟我们吃了，似乎预料到什么。
高速发展的城市，陀螺般旋转的社会，连死亡
都是很快被解决的，面上的事可以按程序走
完，但接下来叫我们如何直面自己的内心！这
样奉献自己一生给家庭、恩惠子女，最后一刻
也丝毫没麻烦子女的外婆，走得猝不及防说走
就走了……被外婆一手带大的我们情何以
堪！我人生每个关键点都有外婆默默在门口

守候着我，中考高考的校门外、生孩子的产房
门外……除了失声痛哭、失眠，我还能做什
么？我要去找外婆，她一定会留下气息、留下
蛛丝马迹的，且不说一套迷信话，科学不也证
实人是有灵魂的，这21克灵魂的重量是不会立
刻在宇宙间消散的嘛？如我所愿，我几乎隔天
就梦到外婆，她经常回来看我，但只是笑着不
说话，我仿佛能从外婆的装扮上得知她在另一

个世界里的处境。而这期间，关于外婆
的一切都不敢翻开，电脑里外婆的照
片，每次家庭活动、生日、纪念日的视
频，这是块丝毫不敢踏入的禁地。就让
他们暂时封存着吧，在没办法面对的时
候怎么去怀念？后来，外婆不来我梦里
了，我又开始焦虑，再一次真切地感到
失去了外婆。于是，我寻找死亡的意
义：从古代老子的向死而生到现在好多
关于描写死亡意义的书籍，什么《最好
的告别》《人生的起点和终点》等等。起
初，我发现都是骗人的自我安慰，其实
死亡就是一个不可逆转的命题，异常残
酷却无比现实。

哪有什么意义可言，就是随着肉
体的火化没了呗，再也找寻不到你的
踪影。但是慢慢的，我释怀了，或者说
被时间打败了，我找到了很好的理由：
真正的消失是从你不被人记得起才算
消逝，如果一直被活着的人记在心里，
就从未真正离开过。比如我们每个人
都对外婆的好、外婆的付出念念不忘，
甚至每个细节均清楚记得。每次到坟
上，我们还是那么真诚地磕头、那么撕
心裂肺地哭泣、那么不愿离去，一切仿
佛发生在昨天。这就是外婆的影响和
力量从未消散过，我的外婆是再平凡
不过的人，但这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琐
碎的生活，都被这普通女子扛下了，她
就是我们心中的英雄，没有外婆就没
有我们的今天。外婆培养的子女现在
在社会各个领域发光发热，这就是一
个母亲、一个祖母的职责和使命。社
会由每一个小家庭构成，而家庭里的
灵魂人物无疑就是母亲。善良、坚韧、
能干、付出，是祖母给我们最好的财
富。将来的某一天，我也一定会带我
的儿子去外婆坟上，告诉他，妈妈曾经

有一个这样的外祖母。
春光不必趁早，冬霜不会迟到，相聚别离，

都是刚刚好。无论是《朗读者》里，斯琴高娃对
母亲的怀念，还是徐静蕾对奶奶的思念，我们
心中那个埋藏最深却始终无法偿还的人，他们
一直都在。怀念外婆，就此打住，在天堂，那个
美好的念想里，你要幸福快乐。而我，在凡间，
能做的也许只能这样了。外婆，新年快乐。

若问小时候过年最开心、最好玩的事是什
么？那定是玩“火药纸”。何为“火药纸”？恐怕
现在的孩子没见过，甚至都不知道。

“火药纸”的形状像放大了的旅游鞋、钉子
鞋底，一张红纸上布满了一粒一粒突出的红小
点，那小点里面就是包着的火药，如果受外界的
撞击或敲击，会发出“嘭”的炸响。体育比赛时
的发令枪，里面装的就是“火药纸”——枪的顶
端有一凹槽，把一粒“火药纸”放入凹槽内，扣动
扳机，上面的小铁锤瞬间弹下击在“火药纸”上，
发出了响声！

那年月普遍生活不富裕，小孩平时没什么
玩具好玩。女孩子跳橡皮筋、踢毽子、扎手绢，
男孩子打弹子、刮刮片、斗鸡……到了过年，稍
微殷实点的人家买来鞭炮、爆竹燃放，经济困难
的家庭根本只能“用耳倾听”。于是，这些孩子
就去外面人家放过的鞭炮纸屑里捡那些散落
的、没爆炸的鞭炮，有的小鞭炮上还有引信就点
火燃放，有的已无引信，就把鞭炮弯曲，看到里
面的黑色硫磺，用火点便会“嗞”的喷射一下，有
的干脆直接丢进煤炉里“嘭”的一炸完事。而更

多的孩子是把大人给的几分、一毛的零用钱去
买“火药纸”。

我不知什么原因，生来不喜欢燃放烟火爆
竹。那时父亲是码头工人，每月多劳多得的收
入还可以，特别是我作为“独苗”，零用钱也时常
不断的。每到过年看父亲燃放烟火爆竹，可我
从来不碰，倒是喜欢买来“火药纸”玩。记得放
寒假的日子，我总会跟几个同学结伴去居家附
近的锦州湾路一家私人家中买“火药纸”。其实
当时店里也有卖，但那家比店里便宜。一整版
50 粒好像是一毛钱，我们有时候 5 分钱买半
版。因我经常去买，那家女主人认识了我，即使
买2分钱也会给我12粒。后来其他小伙伴知道
了，去买2分钱却只给他们10粒。不得已，此后
他们要买就拖着我一起去。

“火药纸”跟鞭炮比虽没什么危险，但每次
我们买好出门，总会听到背后传来那“女中音”
一声“你们玩要注意安全哦”“有人家做夜班睡
觉你们不要玩噢”之类的关照……我们一边应
着一边带着喜悦走在回家的路上。有时等不
及，在路上就玩了：撕一粒“火药纸”放在地上，

用脚一踏，“啪”！你也踏，他也踏，“啪”“啪”声
此起彼伏！

临近过年，我们大家伙就商量着要多买些
“火药纸”藏着。有人出主意不要一整版买，派
我去 2分 2分地买，因为这样买一次可以多 2
粒。于是大家把5分、一毛的钱全交给我，而他
们却躲在几十米远的地方等我。谁知我们的

“投机”却落了空，2分钱还是给10粒，那女主人
说“过年不优惠了”……于是，我回头再叫上他
们自己去买。

过年的一段日子，是我们玩“火药纸”最惬
意的时光。有的放地上踏；有的放砖上用另一
块砖敲；有的恶作剧趁别人不注意放身后猛地
一踩吓人一跳；更有爸爸当体育教师的邻居孩
子举着发令枪炫耀……弄堂里、空旷地皆是

“啪”“啪”声响与满地红纸屑……我们纯净的心
灵，浸染于“火药纸”带来的欢愉中！

多少年过去了，不知现在还有没有“火药
纸”了？但小时候那玩“火药纸”的快乐情景，以
及我们用“火药纸”的响声营造年味的喜庆氛
围，时常在脑海中浮现。

年夜饭是一年中最具仪式感，也是最重要
的一顿饭，这顿饭里吃的不仅是饭和菜，还有亲
情、友情、感恩、温暖和关爱等等要素。所以为
了这顿饭，即使在千里之外的游子也要往家里
赶，手头有再忙的事都会停下来，为的就是那一
刻的团聚。

过去乡间虽然相对贫寒，平时过日子没有
多少讲究，但是对这一顿年夜饭却十分重视。
为了这顿年夜饭啊，真的如歌词中所唱那般，
妈妈准备了一些唠叨，爸爸张罗了一桌好饭。
从腊月二十开始，人们就忙开了，满怀着期盼，
心里默默地倒计时着。女人们忙着家里的内
务，今天掸烟尘打扫卫生、明天焋糕洗被单、后
天杀鸡杀鸭腌咸肉。男人们天天往镇里赶，第
一天买回了几张干嫩的笋干，第二天割回来一
大刀的夹心肉。随着新年的临近，西间头屋子
里，庭心屋檐下的挂钩上，储备的年货日渐丰
富，半庹长的大草鱼、带脚的猪腿、成捆的粉

丝、散称的带壳长生果、袋装的蜜枣等等，一样
样地筹备齐全。过年的气氛，在忙碌中一天比
一天浓厚起来。

到了吃年夜饭这天，按照事先的邀约，家里
会来老伯、娘舅、孃孃、寄爹等亲眷朋友。乡人
有乡人的规矩，即使平时再随便，这一天来的人
都穿得整齐干净，大家手里提着被叫做大帽盒
子的蛋糕、十全大补膏等礼品，乡间将这些礼品
叫做进门发。来的客人需给家里的小孩一人一
包压岁钱，但这些钱小孩子们其实只是拿个手
热，等客人一走，要交给父母，因为父母下回到
亲眷家去，也是要给对方的小孩串压岁钱的。

虽说是夜饭，但吃年夜饭一般都时间较早，
不过下午4点模样，主人家一声招呼后，到场的
人聚拢过来，大家围桌而坐，吃年夜饭正式开始
了。主人打开好酒，递上好烟，热炒几个时鲜的
菜来，还有虾蟹等海鲜登场，或是中间放上一个
暖锅，一室内顿时热气腾腾，大家举箸夹菜，劝

酒敬酒，家长里短，场面温馨热闹。
小孩子们终究耐心有限，不能像大人们那

样长久地坐在桌前觥筹交错、谈天说地，年夜饭
吃到一半，就跑到外面放烟花去了。自己买的
那几串夜明珠不一会便放完了，只能在场地上
互相追逐打闹，或远远地观看夜空里人家放的
烟花高高升起绽放。乡间的夜空，虽然平时十
分寂静，但到了此刻却是火树银花、炮竹声声，
此起彼伏。

按照习俗，吃罢年夜饭还得守岁，一般的做
法是看央视春晚或打牌自娱，等到了零点就放
高升、鞭炮。小孩子们虽然起初信心十足，闹着
也要守岁，结果多半坚持到十点以后已是极限，
瞌冲打得像小鸡啄米，不得不钻入被窝睡觉
了。但第二天还是有惊喜的，枕头底下会摸到
真正属于自己的红包，那是父母给的压岁钱，里
面藏着几张连号的崭新人民币，这些钱可以在
新年里随便地花喽！

《《天安门天安门》》 钢笔淡彩钢笔淡彩 王世安王世安

临近春节，想到身边的上班族又可以享受
一个七天的国定假期，我不由得记起自己曾经
生活、工作的那个年代。也就是上世纪七、八十
年代，我在一家大型钢铁厂工作，作为一名普通
工人的我，常年要日夜三班倒，要战高温斗严
寒。由于钢厂生产的特殊性，厂里大多数职工
除了星期天可以休息一下外，其他时间都得照
常上班，几乎没有节假日，于是春节不放假便成
为那些年的“专利”。

四十多年过去了，今天回想起来仍有些东
西很清晰地浮现在眼前，好像是近几年发生的
事。过年了，街头熙熙攘攘，走亲访友的人流一
波接着一波，家里也热热闹闹的，父母在厨房忙
进忙出，锅碗瓢盆的碰撞声夹杂着水池子的流
水声，时不时地传进我的耳朵里，我知道母亲烧
的一桌子菜很快就会成为我们几个孩子口中的
美味。我们兄弟姐妹几个则坐在房间的大桌子
旁，一边嗑瓜子剥花生，一边聊着一年来的恩怨
得失，当然我们说得最多还是跟农历新年有关
的话题。

记得有一年大年初一的早晨，外面刮着呼
呼西北风，飘着密密的雪花。我们节前说好了，
这天要一个不少地坐下来跟父母吃顿年饭。不

曾想这年春节偏偏碰上了我大年初一要上中班
（下午两点半上班，晚上十点半下班），本来打算
晚上吃的饭，不得已只好改在中午进行。这天
父母一大早就起床了，父亲去菜场购置年货，母
亲则在家里准备饭菜。母亲说，过年了，大家坐
下来吃顿团团圆圆的年饭，希望可以带给家人
一年的平安与健康。母亲的话非常朴实。像我
们这样的普通人家，一年到头，一年又始，不就
是期盼日子过得顺顺当当吗？！吃完饭，碗筷收
拾妥当，一家人坐下来聊聊新的一年有些怎样
的打算，父亲说，既然你们都已长大成人，我就
不多说什么了，希望你们新的一年和和睦睦，工
作干出一点成绩来。父亲的话仿佛提醒了我，
我又要为生活再出发。于是，我轻轻地说了一
句，今天我要上班的。尔后，便草草地穿上衣
服，匆匆走进寒冷的北风中，去赶那趟开往工厂
的公交车。

那年春节不放假，不由分说总会有些遗憾
留在心底。其一，不是晚饭不能和家人一起分
享，就是中饭草草了事，一杯酒、一串鞭炮的距
离似乎很长。其二，不方便跟家人一起外出走
亲访友，如果可以还一定得定好时间段。再者
不能跟一些要好的朋友约在一起去迎接春天、

一起去旅行，我若想要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只
有通过身边几张有限的报纸大概了解它们，熟
悉它们的地理位置。

当然，春节不放假，也有被人羡慕的时
候，比如，上一天班可以拿三天工资，乘公交
车没有往日那么拥挤，再比如，工厂食堂的伙
食会比平常丰富很多。所有这些只有春节还
在路上、还在上班的人们可以享受。再有就
是说得婆婆妈妈一点，可以不用为出门穿哪
套衣服细细打量费心思，更不用刻意去梳妆
打扮自己。

今天的我已经退休多年，不知道如今的春
节，原先所在的工厂是否还要工人师傅加班加
点，那辆开往工厂的公交车是否还像自己上班
时的样子，车厢里井然有序，不会因为一个座位
争先恐后。二〇一八年，我们走进了新时代，我
相信今天的工厂早已不是那个年代的工厂了，
机械设备应该更新了无数次，自动化、信息化、
数字化代替了原先繁重的手工操作。我想今天
的生产一线应该都是些具有一定技术水平的技
能型员工，一个人顶几个人用，几个人就能撑起
一片天，彼此见了面不用再为春节放不放假而
纠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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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冬 晓晓
沈志东沈志东

风微千巷寂风微千巷寂，，窗白一灯寒窗白一灯寒。。
看取梅间雪看取梅间雪，，莫教枝叶残莫教枝叶残。。

地冻靴痕少地冻靴痕少，，风微带宿寒风微带宿寒。。
欲听枝上雪欲听枝上雪，，簌簌下梅端簌簌下梅端。。

白雪飞云近白雪飞云近，，天寒笔墨闲天寒笔墨闲。。
腊梅如有意腊梅如有意，，与我好容颜与我好容颜。。

对对 菊菊
顾顾 青青

笑看东篱醉倚墙笑看东篱醉倚墙，，
秋声染得几分黄秋声染得几分黄。。
离人别曲何堪解离人别曲何堪解，，
墨客沉吟未尽章墨客沉吟未尽章。。
且置老枞消酒烈且置老枞消酒烈，，
催开寒蕊并炉香催开寒蕊并炉香。。
陶公借我陶然笔陶公借我陶然笔，，
我在蓬庐忆楚狂我在蓬庐忆楚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