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得2014、2015年《南通
日报》“广玉兰”副刊，陆续刊登
出庞永华先生的《南通老地名
印谱》选，每期亮出两三方南通
老地名印，古朴的篆刻艺术与
古老的南通地名相映成趣。我
作为金石爱好者，凡能下载的
都将其收集存入电脑。后又看
到《南通书画网》集中后发表了
一批《南通老地名印谱》，我大
喜过望，又补充收入电脑，至今
打开来重新欣赏。我忽然又想
到，自己爱好灯谜六十余年，陆
续读到一些南通地名谜，何不
也收集整理出来，让老南通人
欣赏欣赏呢？我想会与庞永华
先生的《南通老地名印谱》一
样，有趣有味有看头。

有谜家制以“开放吴淞口”，
猜测是南通的“启东、海门”两市
名，这是会意，为“开启东方出海
之门”，很好理解；有以“涧中落
日半映梅”，谜底“海门”（涧中落
日，剩下三点水和“门”；半映梅
为“每”，每与三点水合成“海”
字）；“女方中原筹资本”，谜底

“如皋”（女加方为“如”，原字当
中为白，加一本字成“皋”）；那么

“女方做主”，谜底“如东”，就好
解读了（东道主也）；“台风过境
到宁波”，谜底“海安”，亦好会
意。有则老谜“东西路断北门
阻”，猜“南通”，排除东西北三
面的阻断，只有南边畅通了。

南通过去小巷子很多，此
类灯谜也像东拐西拐的巷子一
样曲径通幽：有“弄堂里只见小
毛头”，谜底“孩儿巷”；“胡同里
出了个朝廷大臣”，谜底“掌印
巷”；“里弄建成了堆货场”，谜
底“仓巷”；“走到街梢必转向”，
谜底“弯子头”；“元帅故居”，谜
底“将军园”……猜南通路名的
有“爱美在线”——“钟秀路”
（线 扣 路）；“ 中 华 腾 飞 之
道”——“跃龙路”（道扣路）；

“天堑架起七彩通途”——“虹桥
路”（通途扣路）。还有“玉帝开
河”，谜底“天生港”；“码头开出八
字河”，谜底“裤子港”；“江边刚开
的河口成了小集市”，谜底“新港
镇”……这些也都是会意谜，大家
都懂的。

南通各县市区的镇名五花八
门，称呼丰富多彩，也是制谜的好
材料。海门谜有“天地人称三
才”，谜底“三和”；“吉星到了”，谜
底“悦来”；“福禄寿”，谜底“三
星”。启东谜有“五点看日出”，谜
底“寅阳”；“财源茂盛达三江”，谜
底“汇隆”；“十二包鱼待处理”，谜
底“王鲍”（十二扣王）。如东谜有

“外国人的嘴”，谜底“洋口”；“部
队宿营地”，谜底“兵房”；“高产
奖”，谜底“丰利”。如皋谜有“仁
贵办砖厂”，谜底“薛窑”；“四季绿
地”，谜底“常青”；“和尚乔迁”，谜
底“搬经”；“垄头新月映落叶”，谜
底“龙舌”（垄头为龙、新月形如舌
上一撇，落叶即叶字倒下成古
字）；“濠西佳苑美如画”，谜底“水
绘园”。通州谜有“老少一台演
戏”，谜底“同乐”；“依山开河”，谜
底“石港”；“春夏秋冬，夜不闭
户”，谜底“四安”；“某企业领导班
子一正四副”，谜底“五总”；“春节
贴对子”，谜底“新联”；“海水涨
停”，谜底“平潮”；“双料冠军”，谜
底“二甲”。海安谜有“全”，谜底

“角斜、墩头”（斜字一角为人一，墩
头为土，合而为全）；“无私为众”，
谜底“大公”；“春池含苔绿”（面出
自唐·韦应物《题郑弘宪侍御遗爱
草堂》），谜底“曲塘、青萍”……

南通市书法家协会主席丘石，
曾称赞庞永华先生的《南通老地
名印谱》说：“地方老地名与古老
篆刻的嫁接，几近绝配，充分体
现出了南通历史文化的厚重与特
色，让更多的读者唤起了对南通建
城历史变迁的回忆。”我认为品赏上
面这些《南通地名灯谜》，亦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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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飞飞和黑黑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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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春
□孙同林

初四的晚餐上，听友人王先生
讲述飞飞和黑黑的故事，十分有趣
神奇，忍不住记了下来。

先说飞飞，飞飞是一条大狗。
都说狗通人性，可飞飞不是一般的
通人性，它除了不会说话，其他似乎
什么都懂。平时在家，有人敲门，它
跳起来就去开门。飞飞开门一般常
用两个动作，一个是双腿按在门把
上一齐用力，把门打开；另一个动作
就有点奇葩了，只见它一只腿撑在
墙壁上，另一只腿按在门把上，向下
使劲，门开了，它闪在一边，等客人
进了门，就麻利地关好门，坐在门口
望着客厅，见客人起身告辞了，它又
熟练地双腿压向门把，把门打开，等
着客人出门，令客人惊诧不已，又赞
叹不已。飞飞每天重复着这样的动
作，乐此不疲。

一天，主人约几个朋友来家喝
茶，主人还没到家，有一个朋友先到
了，敲敲门，门很快打开了，朋友未见
到主人，只见一只狗的一只腿搭在墙
上，另一只腿放在门把上，为他开的
门。朋友吓得不敢进门，飞身转进电
梯下到楼底，一出电梯，迎面正好见
到主人，朋友如此这般的一描述，主
人笑言：“别怕，现在开门关门都成了
我们家飞飞的专利了，我们每次进门
出门都是飞飞开门关门。”朋友释然，
平平心绪，跟着主人再次进门，果
然，又见识了飞飞刚才的动作。

飞飞不仅深通人性，而且极其
勤劳，特别想为主人做点事儿。主
人一咳嗽，它就把纸巾盒推到面前；
主人扫地，它知道找出畚箕；主人洗
脚，它就把洗脚毛巾拉下来，叼到面
前等你擦脚。每天的散步，与其说
人遛狗，不如说是狗遛人。有时主
人跑的时间较短，不足6000步就想
结束回家，飞飞死活不依，它好像数
过一般，非得超过10000步以上，
才肯往回返。有时飞飞陪主人跑步
锻炼，腿都跑拐了，可未到它感知的

步数，它跛着腿也要走在前面带动主
人继续跑。飞飞就是这样，成了友人
家庭的一个成员，彼此守望，平静地度
过每一天流水般的日子。

平日里，主人的喜怒哀乐，它都看
在眼里。主人高兴了，它就活蹦乱跳，
摇头晃脑摆尾巴。若意识到主人有压
力有心思或不开心了，它也就沉默不出
声，活跃不起来，让人看了，好生心疼。
为了飞飞的情绪平稳，两口子在家说话
都不敢大声，生怕被飞飞误认为是在
吵架，一旦被它误认为是两口子吵架
了，它就忙坏了，一会儿跑到男主人这
儿亲亲卖卖乖，一会儿又跑到女主人身
边嗲嗲献殷勤，好像在说：你们别生气
啦，再生气，飞飞就要离家出走啦。

飞飞似乎特别多愁善感，懂事得
令人不可思议。大约在八九岁的时
候，飞飞已经步入了它的老龄期。一
天晩上，主人与几个朋友商量着过几
天想去一个海岛上看看海景冲冲浪，
飞飞坐在旁边静静地听着他们讨论，
朋友们特别提到，大家都出远门了，谁
来照料飞飞的问题，大家七嘴八舌想
了许多方案，但似乎没一个合适的，就
各自回家了。谁知，飞飞一下子就闷
闷不乐起来，过了两三天，在一个不被
人注意的旮旯，竟悄无声息地死去
了。主人非常伤心，朋友们也十分难
过，几个人一起动手，为飞飞做了一口
小棺材，又一起挖了一个深坑，把它埋
了。一起埋下的还有主人和朋友们对
它深深的怀念和彻骨的内疚。从此发
誓再不养狗，海岛之行也无人再提。

谁知，几年之后，小狗黑黑又闯进
了友人王先生的生活，王先生又成了
黑黑的主人。也许是机缘巧合，也许
是命中注定，友人与狗的故事不会因
为飞飞的离去而结束。

这是一个星期天，难得乘坐公交
车的王先生坐上了公交车去乡下办点
事，终点站到了，车上的客人都下车
了，王先生也准备下车。这时，车厢深
处，只见一条小狗向他走来，是谁把狗

忘车上了，王先生向车下离散的乘客
喊了几声，无一人应答，司机说，这是
一条流浪狗。这条小狗睁着乌黑的眼
睛盯着王先生看，那意思分明在说，把
我带回家吧。王先生心生恻隐，一时
竟忘了几年前的誓言，弯腰抱起那只
狗带回了家。妻子小徐见王先生带回
一只小黑狗，也忘了当年的伤心，丢下
手里的家务，连忙为小狗洗澡、吹风、
梳毛，一只流浪狗在他们手里顿时成
了宠物。夫妇二人又抱去打了防疫
针，看它黑乎乎的模样，取名“黑黑”，
从此，黑黑成为王先生的家庭成员，与
他们朝夕相处。

别看黑黑体格弱小，体重不足6公
斤。把它带到乡下，它独对三四只中
华田园犬，居然一点也不胆怯，不管三
七二十一，先下口为强。只见黑黑箭
一般冲向那群乡村犬，逮住其中最壮
实的一条就撕咬起来，其他几只乡村
狗见这架势，吓得一溜烟跑了，黑黑充
分发挥自身优势，灵活机动，左冲右
突，凶猛地在大犬胯下，颈部、肚皮间
袭击撕咬，直把乡村犬逼退无心再战，
伺机也跑了。黑黑胜利归来，圆睁双
眼，雄视四方，觉得再无对手可战，那
几只乡村中华田园犬呢，又再次集结，
远远地只是狂吠，竟无一只主动出
击。黑黑就这样敢于战斗，敢于胜利，
身经百战，无一败绩。

谁知，就是这只凶猛好战的烈犬，
有一天，竟然领回一只羸弱的花猫，也
许是同有荒野沦落的经历，让黑黑心生
同情，面对同样流浪的野猫，它就不管
不顾地带了回来，而且一发不可收拾，
自那之后，竟带回五只流浪猫，令人不
得其解的是，小黑黑带回来的都是清一
色的猫，居然没带回一只狗。这个问
题，恐怕要留给动物学家去研究、解
答。现在，这一群猫狗都愉快地生活在
王先生家，每天下班，虽然早已没有飞
飞那样的灵犬帮助开门，但每次打开门
后，却见黑黑领着五只猫坐在门口等着
他呢！王先生的心，不禁温暖起来……

腊月二十六，也许是春节的脚
步声临近，早晨5点不到就醒了，辗
转反侧，思绪万千，少年到老年的过
年场景在脑海里浮现。

生产队起鱼、杀猪，家里扫尘、
蒸糕、蒸馒头、起油锅、贴春联、年夜
饭、压岁钱、放社火是小时候过年的
深刻印记。记得祖辈、父辈过年要
忙好几天。扫尘是个苦活儿，家里
床顶上，角里角落，农具、家具、生活
用品几乎所有物件都要清扫。一大
早，大人们把能搬的物件转移到门
前的场地上，逐一整理清洗打扫，要
忙一整天。蒸馒头是家庭年景的一
个缩影，看谁家蒸的笼数多馒头

白。小麦到队部机坊磨面，或到金沙
兑换，守酵和面，家里的大缸、大桶早
就清洗干净。自家有蒸笼，烧火是平
常舍不得用的干柴、豆秆、花秆，后来
也用煤炭，老式风箱换成鼓风机。如
果蒸汽从灶间充释弥漫到隔10多米
的最西屋，馒头就可以出笼了。也就
是说蒸馒头的火候大人们不需要看钟
表，好像当年家里连台钟也没有。为
保险起见，掀开最上面一片笼，用筷子
压压试试。当然春节感受多多，小孩
们开心，大人们要治家理事，结账还
债，长辈、亲戚要拜年，总要备几样年
货，小孩添置新衣，开春上学报名费。

过年，是我们家贩卖蔬菜最忙最

旺的时节，也是父母亲最辛苦的日子。
寒冬腊月，冰天雪地，往返三四十里，父
亲骑自行车拖着整车的蔬菜，第一天下
晚在金沙买，第二天起早到南通卖，等
父亲回来已快到中饭时间。记得父亲
拢账数钱的样子，有块币、角币，还有
不少硬币，聚多了，再去银行兑换。

什么叫过年？到了60岁，感觉位
置靠前的几个关键词：结账、感恩、谋
划、吃喝、玩乐。

过去有句俗语，穷人怕过年，富人
过年。过去父母收入少，缺吃少穿；

现在我们愁孩子大了不听话。时代变
迁，光景越来越好，过年的气氛不浓
了，那是让平常的好日子冲淡了。

立春节气，人们谓之“打
春”。自古人们便钟情于春，宋
苏轼有《减字木兰花·立春》词：

“春牛春杖。无限春风来海
上。便与春工。染得桃红似肉
红。春幡春胜。一阵春风吹酒
醒。不似天涯。卷起杨花似雪
花。”“春牛春杖”体现的是一个

“杖”，杖打春牛，如同一个具有
神奇招数的人一挥鞭子，便驱走
了漫漫寒夜，迎来满天温煦可
人的气象，那东方的一轮朝阳
露着红扑扑的笑脸，带给人们
一个摇荡心旌的好消息。

“春”在古代的实在形象即
春牛。旧时，立春前，人们预先
用泥和草塑成牛的雕像，或立
于打谷场，或立于田头，待到立
春日，农人便手持五彩鞭子上
前抽打它，意在提醒别人，也是
提醒自己，农事已近，要这头

“牛”好好耕耘，夺得丰收。于
是，人们还将打春称为鞭春。

在乡下人眼中，打春还被
分为“睁眼睛春”和“闭眼睛
春”。“睁眼睛春”是指立春的时
刻在白天，“闭眼睛春”则是夜
晚。比如今年（辛丑年）立春是
2月3日22点58分39秒，即为

“闭眼睛春”了。听祖父说过，
闭眼睛春好，庄稼不会受到禽
兽的糟蹋，预兆有一个丰收
年。祖父对于农业收成很上
心，就如同我们对于学业，直到
今天，我还记得当年学会的不
少农谚：“但得打春晴一日，农
夫不用力耕田”“雨淋春牛头，

庄稼五成收”……都是说立春之
日如果天气晴朗，来年必是风调
雨顺。

农人们普遍看好立春，甚至
连带春的字眼在他们那里都会受
到礼遇，于是，在我的邻居中就有
几个叫“春生”“晓春”“达春”的孩
子，一问，正是立春前后出生的。

立春这一天，不少地方会举
行多种形式的趣味活动，比如祭
春、报春、迎春、送春、咬春等，如
东人还在饮食上备有春卷、春饼、
春酒等等。

祖父是个讲究仪式的人，每
逢节庆日必有许多忌讳，譬如在
立春日不得向外泼水，说是立春
泼水就要破财。种田人挣点钱不
容易，破财当然是很心疼的，所以
这一天我们连早上的洗脸水和晚
上的洗脚水都要先倒在家里的木
桶里，待到第二天，祖父才让倒掉。

春，一个多么美妙的字眼，立
春，一个多么美好的节令，人们哪
里会真舍得去鞭去打呢！有一句
俗语为“鞭打”给出了一个颇为确
切的阐释：打是亲，骂是爱。打春
的打之中饱含着太多的内容。有
励志，在这新春到来之际，以打的
形式，提醒自己，不要忘了一年中
最好的季节来了，一定要抓住有
利时机，乘势而为；有爱意，打春
的这一鞭中，或许有着王洛宾的

“愿她拿着细细的皮鞭，不断轻轻
地抽打在我身上”嗔怒……等着
瞧吧，用不了多少天，家家户户就
会打出一幅幅鲜红的春联来：等
闲识得东风面，万紫千红总是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