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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收藏古钱币的同时留意花

钱， 当初并不知道花钱中有一种叫撒

帐钱，后来玩久了，才慢慢知道花钱可

以分成许多种类。 我收藏着一枚正面

为“五男二女”，背面写有“百千长寿”

的撒帐钱，青铜质，品相开门的宋代之

物。

撒帐钱属厌胜钱， 旧时婚嫁仪俗

所用钱形压胜品。 文有 “夫妻偕老”、

“早生贵子 ”、 “金玉满堂 ”、 “忠孝传

家”、“五男二女”等，大小各异，面背或

有各类吉祥图案装饰其间。 撒帐始于

汉武神所撒五色同心果。南宋洪遵《泉

志》：“径寸重六铢， 肉好背面皆有周

郭，其形五出，穿亦随之。文曰长命守

富贵；背面皆为五出文，若角线状。景

龙中宗出降睿宗女荆山公主， 特铸此

钱，用以撒帐。敕近臣及修文馆学士拾

钱，其银钱则散贮绢中，金钱每十文即

系一彩条……李孝美曰： 顷见此钱于

汝海王霖冢，形制文字皆如旧谱所说，

但差大而铜铸耳。” 宋代行果钱兼用，

宋吴自牧 《梦粱录》：“凡男女拜毕，再

坐床， 礼官以金钱盘盛金银采钱杂果

撒帐。”金钱多以古钱鎏金。银钱以白

银铸之。

唐宋宫廷流行金银 “撒帐钱”，是

举行婚礼专用的吉祥之物， 使用时需

用彩带系上金钱，用绢包住银钱，抛撒

帐中。这类宫中金银赏赐钱，是甚为罕

见的珍品。

钱文中“五男二女”，可解释为：有

子五人，有女二人。以表示子孙繁衍，

有福气。 宋时常绘印五男二女图于纸

笺或礼品上以示祝福。“百千长寿”，在

宋词中常见，为宋时的吉祥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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茫然地问自己， 特别

是同时有几个男人爱你时，

你回答不了时， 你的身体知

道。

孟京辉说过， 爱情就是一头怪兽，

不知道什么时候从你的身体里跑出来，

它就像犀牛， 一头奔跑的犀牛。 你看，

他说的是从身体里跑出来的。

先是你的心。

你心跳吗？ 爱情是只见了一个人心

跳。 见到别人也许还插科打诨无动于

衷， 可是， 见了他就拘束， 就发紧， 就不

知所措， 就心跳到嗓子眼。

接下来， 你脸红， 你羞涩。 你手脚变得

冰凉， 鼻尖上冒着细细的汗珠， 你嘴唇发

干， 你眼神变亮， 你耳朵边好像就只能听到一个

声音———那是来自他的声音……

只有对他， 你才紧张成一个羞涩的小姑娘， 连说话都

结巴， 都语无伦次， 像刚出窑的青花瓷， 脸上带着薄薄的

紫蓝色的晕， 美死了……恋爱中的女子最知道， 身体是一

个战场， 它打退那些不明不白的角色， 只留下那最黏稠的最留

恋的， 只留下最让人怦怦心跳的那个。

是在早春二月， 他来看她。

走在刚发芽的杨柳树下， 脸红着， 心跳着。 他突然伸出手来， 抚摸了一下

她的发， 就那样轻轻的一摸。

她轰轰然。 刹那间天崩地裂， 原来爱情不是缠绵在一起， 而有时只是这轻轻的

一摸， 很清淡， 很诗意。

睡不着了。 夜里全是他， 几夜相思到君身？ 眉眼处处， 放着个千军万马，

却原来都是想奔向他。 身体知道有多想他， 因为寂寞得要落泪了， 盯着手机，

盼望他的短信， 哪怕一声“你好” 都要把心焚掉。

头发知道多想他。

大把大把地掉头发， 相思原来也曾闲， 暗泪落处， 尽在西风里。 9月新

衣刚裁出， 10月就肥大得不能穿了， 脸上却有着明媚的光泽， 别人看

到她， 一脸春光藏不住， 问她： 怎么满脸是喜悦？

有时也发呆。 叫了几次还 没听到， 再喊， 她答：

咦？ 你叫我？ 那远离的眼神游在 梦里， 梦里也全是他。

不小心就叫错了名字， 明

明是喊同事， 张嘴就叫了

他的名字， 闹得人家问，

哪个谁谁是谁？

羞红了脸。

他轻轻握着她的手， 她

就通了电似的颤抖， 都舍不

得洗手。 墨绿朱颜， 全是爱意。 挑

灯看雪， 不由叹： 昨夜， 昨夜我挑灯

赏雪呢。

热恋时身体更知道。

只有他的吻缠绵如鱼一样， 又湿又热， 想

起就耳热心跳。 有时想到他就心慌， 仿佛他的

手游在自己腰间。 只有他， 只有他呀。 这才知

道， 身体是爱情最好的证明， 它给出了最直接的答

案， 心动， 心酸， 茫然， 惊喜， 颤栗， 悸动……

电视剧 《她从上海来》， 胡兰成从武汉回来看

张爱玲， 他又有了新欢， 两个人同床异梦， 后来，

张爱玲到外屋去睡———这个镜头让人看着心酸， 曾

经他与她， 三天不出门， 桐花万里路， 连朝语不

歇。 但现在她的身体明白， 她的爱情远去了。

爱情离散时， 身体最知道。

再也不悸动， 连看他一眼都懒得， 更别说心

跳。 从前喜欢腻在他怀里， 现在， 想想就厌烦。

身体最骗不了人， 连凉下去的温度也最快， 不是

一点点凉下去， 而是一下子。

身体发了僵， 眼神没了光， 再看到他， 波澜

不惊。 男人也奇怪， 从前仙女似的女子， 怎么

现在邋遢成这样子？ 相看两倦， 两不相欠。

一方倦怠， 另一方失恋。

花容失色， 看上去老了七八十岁似

的———秋提前来了， 果子落了一地， 谁

可以收拾残红？ 到整个人花儿似的萎

了， 不过刹那间。

身体抽了疯似的瘦， 不顾一切

的瘦。 脸上的光芒彻底没有了， 连

声音都老了似的。 有的时候， 春色

溜走， 就和贼似的快。

爱他吗？ 自己不知道的时

候就问身体。

身体的神秘， 只有自己

知道。 爱情的真假， 只有身

体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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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冬季，我到印度孟买出差。在这里，我见

识了他们的“优越感”。

印度近些年来社会经济发展十分迅速 ，然

而，由于基础薄弱、人口众多，总体来说，印度仍

然相对落后。 即便是印度的第二大城市孟买，从

城市建筑以及配套设施来看，甚至还不及中国的

一个三流城市那般发达。

在孟买， 我住在他们引以为荣的 “豪华宾

馆”， 那在孟买已经是顶尖级别的宾馆了， 事实

上， 远远赶不上我们任何一个省会城市里的三

星级宾馆， 甚至连用温水淋浴的设备都不能提

供……然而，孟买人却从来不认为他们的宾馆简

陋，宾馆的老板常常拿自己的宾馆和希尔顿饭店

去类比。

时日渐长， 我和宾馆的老板渐渐熟络起来，

开始畅所欲言地交流一下彼此的看法。宾馆老板

问我：“像你这样大手大脚花钱的人，在中国肯定

是富有的人了？”事实上，我在孟买并没有怎么奢

侈，我赶紧如实解释说，其实在中国，我仅仅是一

个中等收入者，比我有钱的人遍地都是。老板听

后，微微地笑了，却露出满脸的狐疑。

后来有一天，宾馆老板又问我：“听说你们中

国最近发展很快，我们一些去过上海的人，都把

上海叫做‘小孟买’，你说说，上海是不是快要赶

上孟买了啊？”

听到老板这样问，我心底直想笑，因为孟买

繁荣的程度， 至多也就相当于六七十年前的上

海。我正想向这些人解释，突然看见我一个同事

正暗地里对我使眼色。我只好支支吾吾地表示赞

同。私下里，同事对我说：“我来印度几十趟了，你

跟他们解释这些根本没用的， 只能让他们怀疑

你，甚至有很多印度人认为，他们已经进入了发

达国家的行列……”

孟买人就是这样自以为是地“幸福”着，尽管

他们的生活还不是很宽裕。他们不大清楚世界发

展的真实状况，也没有多少兴趣去了解，他们就

如同陶渊明笔下桃花源里的人物一样，“不知有

汉，无论魏晋”，不管外界风吹雨打，依然按照自

己的想法、自己的节奏，过着自己悠然静谧的生

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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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说，人生是一个追逐目标的过程———你

制定一个目标奋力捕获它之后，马上就会转而追

求下一个目标 。 而我则认为 ， 人生更像是垂

钓———清晨雾霭未消，你垂钓于溪边；待到晚霞

飞满天，收竿满载而归。

以垂钓的姿态生活，你不知面对的是一汪清

泉还是一潭死水， 也不知道

收获的是鲤鱼还是小虾。无

论有多少未知因素， 等待都

是必然的过程。

但是大部分人并不知晓

人生是一个等待的过程，他

们固执地认为人生是一个

不断追求的过程。于是，他们

把追求的目标变成最重要的事情，终

日奔波劳碌。在“明日复明日，明日何

其多”的无奈中叹息，许多人“朝看水

东流，暮看日西坠”，最终万事蹉跎。

那么，垂钓的姿态该是什么呢？

那应是绿树掩映，清泉石上，一个八九岁的

渔童，赤脚，手挥长竿，放出沾着水珠的丝线，于

空中划出一道充满希望的弧线。其实，每一个垂

钓者都应怀揣一份纯真的梦想，用心静如水的态

度去寻觅心中那一片世外桃源。

最富传奇色彩的垂钓莫过于太公姜尚。这位

垂钓渭水的老翁， 沉入水中一根针而非一个钩，

他静坐江边，心绪平和恬淡，静候黄昏来临。终于

有一天，文王出现在他面前，人们都说，那才是一

条真正的大鱼。姜尚收起大鱼，以暮年之躯重返

尘世。从此“愿者上钩”的成语流芳百世，兴周八

百年之姜子牙美名传送。而我们，由此得知了垂

钓的最高境界———忘我之境。

我们或许已无渔童的天真，也没有老者的沧

桑，但我们有竿、有线、有饵，我们应学会用等待

的态度生活。

四顾长空 ，遥望江水 ，不觉间 ，心中一澜锦

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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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读懂湘江，不能说自己拥有

长沙”， 这话可不是为房地产商打广

告， 笔者的确是在自己住进江景房一

年后的一天，在凭栏远眺湘江时，突然

在脑海里闪现出来这么个念想。

因为生活与生产的原因， 我们的

祖先自古以来就是“择江而居”，北方

的哈尔滨坐落在美丽的松花江边，南

方的广州有著名的珠江在她身边流

淌， 在我们伟大祖国的母亲河长江的

两岸，更有重庆、宜昌、岳阳、武汉、九

江、安庆、南京、上海等多个名城。

我终于在一年前的一天搬迁到湘

江边的一幢大楼里了，每天推开窗子，

我就可以将湘江拥进怀抱。 我的餐厅

有一扇并不宽大的玻璃窗， 在房屋装

修时，我安装了特制的一扇窗子，窗子

的边框有油画画框的效果。 我意思很

明白： 窗子外的湘江就是我悬挂在餐

厅的一幅美轮美奂的山水画， 画面随

着我的脚步的移动而变换， 我在自己

心底为这幅“画”的冠名是：步换景移。

我喜欢冬天的湘江， 那是大自然

送给我的一幅具有中国传统山水画风

格的画作。因为是在枯水季节，湘江袒

露出她银灰色的双肩和手臂， 虽难曰

丰满，却给人古朴、成熟的美，江中橘

子洲上的树木无比顽强地捍卫着自己

的绿色， 似乎是在心底处表达着自己

的坚韧。

我喜欢春夏之交的湘江， 岸边的

樟树露出嫩绿的新叶， 充盈的江水无

比热情的用双臂拥抱着满目葱茏的岳

麓，还有那如森林般高高的、密密的楼

宇，波光潋滟，万千气象，任江中汽笛

高扬，也难表述人们对生活、对生命的

赞美！

晚秋的湘江也美，白天，不必高攀

岳麓， 如山花般妩媚的红枫就可在江

波中摘得。夜晚，湘江一桥、二桥，现在

有了新的名字的橘子洲大桥、 银盆岭

大桥，以及猴子石大桥、三

汊

矶大桥，

彩灯勾画出她们各自的身段、轮廓，流

光溢彩。

我以为自己尤其喜欢湘江， 更多

是因为我见证了湘江这几十年的巨大

变化。少年时，我无数次坐着轮渡船过

湘江，因为我读书的中学在江的对岸。

因为赶路， 许多次的早餐我都是裹着

簌簌的江风吃的。我目睹湘江一桥、现

在的橘子洲大桥的落成， 我曾经作为

万千义务工的一员参加了大桥的建

设，在湘江边推过土车。那时候的湘江

两岸是长沙市最脏最乱的所在， 粪码

头、竹码头，听听这些名字，你就可以

想象到那儿的脏与乱了。那时，新房要

建也是建在远离湘江的市区里面。这

些年，湘江两岸的变化是显著的，偌大

一个橘子洲， 上面聚居着上万户菜农

与市民，几年时间，政府出钱让他们搬

迁新居，从此，再没有居民居住的橘子

洲变成了一座大公园，上面有池塘、有

小桥、有草坪、有画廊、有石雕，有各种

风格的建筑物，还有

100

米宽号称亚洲

第一“喷”的大喷泉。我最佩服的还是

橘子洲与湘江堤岸的治理， 连绵几十

公里，全是麻石铺就，远远望去，这临

水的坡岸就像是缠绕在湘江这美女颈

臂上的银光闪亮的丝巾。

这样的湘江， 怎能不让我发出这

样的感叹：没有读懂湘江，不能说自己

拥有长沙！

以垂钓的姿态生活

□

佟晨绪

孟买人的 “优越感”

□

一凡

撒帐钱中有珍品

读懂湘江

□

范良君

□

王家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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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车时， 我会拿出手机阅读手机

报 ； 走路时 ， 我喜欢戴上耳机 “听 ”

小说； 陪老婆逛街的时候 ， 我会用

i-

Touch

看看电子书以打发等待的时间 ；

上班空闲的时候， 我会上网读读最近

流行的小说……感谢日新月异的科技，

E

时代让阅读无处不在。

古人常用 “学富五车 ” 之说来形

容那些学问大、 知识渊博的人。 殊不

知， 就古代中国早期而言， 书籍形式

主要以竹简为主， 捆扎成册， 厚厚一

摞的内容也未必抵得上今天一二百页

的薄薄小书。 以今人眼光来看， “五

车” 的书量恐怕远远算不上博览群书。

况且， 古时一本书， 皆是圣贤耗时数

年甚至一生而成。 一旦成书， 多为经

典， 任岁月流逝亦不失华彩。 所以在

古代 ， 阅读是一种奢侈 ， 书不仅少 ，

有条件读书的人也很少， 一般老百姓

是绝无时间、 精力、 财力享受阅读之

趣的 。 而相反 ， 在如今的

E

时代 ， 电

脑、 电子阅读器和手机上一块小小的

芯片， 就能让现代人轻而易举地坐拥

书城了。

在

E

时代， 阅读变成了一件越来越

便捷的事情， 排山倒海的信息， 常常

使我 “幸福” 得不知所措， 但又总觉

得那样的阅读只是蜻蜓点水， 充其量

只是 “浅阅读” 罢了———翻开这样的

文本并不需要太多的背景铺垫， 不需

要过多的感情投入， 甚至不要求阅读

经验的前后连贯， 这固然有其实用性

和消遣性的好处， 却无形中消解了需

要深入阅读时的沉潜心态， 我无法想

象， 谁能随时随地阅读类似 《剑桥中

华民国史》 这样的严肃书籍， 有人能

够在手机上啃完 《资本论》 这样的皇

皇巨著。

总有一些结构宏大 、 蕴涵深刻的

文本， 是无法在电脑和手机上随心所

欲阅读的。 面对屏幕， 总感觉自己不

是在看书， 脑袋里时常会出现空白和

停顿现象， 思维无法活跃地打开， 全

然没了读书的兴致。 所以， 当利用手

机和电脑完成每天必需的资讯更新后，

我还是会关掉电脑， 静下心来， 泡一

杯香茗， 放一段音乐， 手捧一本好书，

来一次精神的快乐旅行……

在E时代读书

□

黄健

人生驿站

域外采风

收藏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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