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农村，一到六十多岁，便开始操
心张罗“备老”。备老有三项主要内容：
一是修坟，二是备材，三是送老衣服。其
中修坟是重头戏。如果祖坟在自家地里
还好说，什么时候修，怎么修，完全自
主。而老林(祖坟)在别人地里，又不想另
择新的墓地，就有点麻烦，得先解决用
地问题。或是以地换地，或是白送一块
地给人，求得地主同意才能使用。

修坟须得在闰月年份里做，请专门
的阴阳先生查勘，黄道吉日动工。这是
老谱，根本原则，毫不动摇。所有帮工以
本姓、本家兄弟爷们为主，外姓人为辅。
提前一天赶集买菜、搭棚支灶、烹炸荤
素，这个都是在厨师的筹划、指挥下进
行。这些灶上的活计，本家本门的娘女
婆媳，亦是一起动手备办。

过去，修坟多用红砖砌垒，然后抹成
水泥平面，之后画上各色图案，最后盖上
盖板，用土堆盖好，便可完工。近年，有人
专门制售成品的墓材石料，大小、厚薄、
尺寸都有基本的规格，图案也是事先雕
刻好的，开圹后，组装起来就成。前一种
费工，省钱；后一种省工，费钱。近来，农
村经济发展，农民手里都有点活，讲究排

场，有面子，多是取后一种修坟法。一套
石料，也有昂贵低廉之别，各视自家经济
条件提前看订妥帖，用时，卖主免费送货
上门，免费组装。

开圹时辰，过去大都选在白天，开
挖好了，一天不能完全垒砌结束，晚上
还要专人在里边睡觉值班，防止有人捣
乱使坏。这份工作，多是主家儿子们的
分内事，外人不得与役。现在的人，经验
成熟，找人查选日子时辰，多选在夜间，
如在开春干活，夜短昼长，就选在下半
夜开工，若在秋后办事，夜长昼短，就选
在上半夜开工。自开圹至组砌结束，大
约在中午十二点前完成，然后坐席喝
酒。

开圹前，燃放鞭炮，一是喜庆，同时
也是“广告”。本村在家的青壮爷们听到
鞭炮后，便会陆续扛着锨来帮工，用不多
时，林(墓)地里就会聚得很多人。圹坑内，
至多仅容三四个人同时刨挖，其余的人，
围在边上一边抽烟，一边聊天，轮番上
阵，早饭前就可开得圹就。其间，干活的
人，不得在圹坑里吐唾沫、吐痰，不得穿
胶皮底的鞋子入坑。还得准备好一块大
篷布，见东方鱼肚白出，就得扯于圹坑之
上用以遮蔽日光。这些禁忌是何道理呢？
反正上一辈就是这样做的，现在也如此
做就是，少有人去深究。

这两年，村里人手里有钱了，修坟
竟然成了仅次于婚丧的第三大红白喜
事。婚事当然是红喜事，丧事当然是白
喜事，这个修坟，既不红也不白，但一样
做得有板有眼，轰轰烈烈。这突出表现
在，开圹结束后，早饭吃一席，皆是干活
帮工的，无客，一样十盘八碗，有烟有
酒，随意吸喝。中午砌垒封盖完工，午饭
吃一席，这一席，除去早饭后继续留下
来帮工干活的(有人家里忙，只帮个早
工就回去)，还有客人，都是提前通知好
的，有舅家、姑家、姨家三大表亲，一家
三四客不等，男客女客均有，也是十盘
八碗，好烟好酒，放开了吃喝。

其间，本村不论亲疏，或红包，或烟
酒，均来随份子上礼，但不上席吃喝。在
此干活帮工的，上席吃喝，但也一样有随
礼。一天下来，院子里人来人往，统不断
头。最后，席罢人散，桌上菜吃不到一半，
遍地烟蒂，空酒瓶子倒小山似一大堆。

其实，这点活，完全可以包给专门
的小施工队，能省一半的开支呢，但没
人去那样做。这种事，帮工的越多，越热
闹，主家越有面子。邻村有一户人家，平
日在村里为人不咋地，儿子在外面做
官，回家来给老子修坟，鞭炮放过，村里
竟然无人上凑儿，只好包给施工队，哑
叽叽地办了一场“哑公事”，让村里人好
一阵子笑话。

如今，攀比之风日甚一日。有人用
砖砌，马上就有用大理石的，有人用三
千块一套的石料，马上就有用五千块
的，比赛着花钱。近日中央下发文件，要
求党员干部节俭办丧事，政风影响着世
风，但愿这陈规陋习与奢靡之风可得收
敛。

父亲的眼神

【我家家教】

看孔府里公爷小姐怎样长大

【修身漫谈】

□杨义堂

【从生老病死看风俗演变之二】

□祁白水

□李坤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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曲阜孔府是孔子嫡系长孙的府第，
前衙后宅，东中西三路建筑，九进院落。
孔府的每一代主人称为衍圣公，明清时
期为正一品官员，上朝时身穿麟袍玉带，
列文武百官之首，地位十分显赫。孔府里
的小姐们长大以后，也都嫁给皇亲国戚。
可以说，孔府里的公爷小姐都是衔着“金
汤匙”出生的人。

许多人都会认为，孔府里的公爷小
姐一定是锦衣玉食、养尊处优、颐指气
使。其实不然，孔府对幼年时期的公爷和
小姐们要求十分严格，甚至还不如今天
的孩子们成长的环境宽松，他们的日常
生活是怎样的呢？

先说吃饭，孔府的祭祀和宴席是极
尽铺张，祭祀是“必丰必洁”，孔府菜有满
汉全席、燕窝鱼翅、诗礼银杏、红烧肘子
等，可谓琳琅满目，色香味俱佳。但是，孔
府平常的一日三餐却是粗茶淡饭，小公
爷、小姐和夫人在一桌，六个普通的菜，
加上咸糊糊、煎饼、红薯、咸菜等。不许孩
子们挑食，夹到什么菜就是什么菜，不许
再放回去。末代衍圣公孔德成从小爱喝
一种用豆扁、菜叶熬的咸糊糊，以至于他
长大后南下抗战，在重庆住了八年，回家
后，张口就要喝咸糊糊。

再说住宿。孔德成小时候跟嫡母陶
氏住在一起，上学以后，就跟着私塾教师
一起住在私塾里，用的都是鲁西南农家
铺的蓝底白花土布床单，被子是花布被
面。两个小姐孔德齐、孔德懋住一间，也
是十分简朴的床铺，没有玩具什么的。游
客去孔府内宅前堂楼参观，还能够看到
当年的摆设。

孔府有专门的成衣坊，专门给孔府
主人们做衣服，从祭祀用的冠服，到日常
生活的常服，从夏天的长衫，到冬天的皮
袄、大衣，应有尽有。但是，做出来以后却
不允许孩子们随便穿，只在过年和节日
时才穿新衣服，过节之后就要脱下来。

孔德成平常的衣服，从小到大就是
两种，夏天长衫，冬天长袍，戴着一顶瓜
皮帽，帽子上用珍珠缝着一个“寿”字。孔
德成的两个姐姐孔德齐、孔德懋只穿蓝
布大褂子，黑布鞋，发型是大辫子扎红头
绳，最时髦的就是从济南买来的花洋布
大褂了。有一年过完年了，要把新衣服脱
下来，小姐妹俩不愿意脱，被大人批评，
直到换上旧衣服才算完。

孔府的西路称作西学，是私塾所在

地。孔德成五岁时开始读书，两个姐姐和
府医的儿子刘三元一起陪读。孔府聘了四
五位教师给他们教课，课程有四书五经、
书法、古琴、珠算。民国以后兴读“洋学”，孔
府也从北京请来了教师王毓华，教数学和
地理，又从曲阜师范学校留下了一名叫吴
伯箫的毕业生，让他到府里来教英语。

孩子们每天早晨七点起来，到私塾
里背书，上午、下午都有课，夏天的晚上
可以到花园里乘凉，冬天的晚上还要上
灯学。无论寒暑，每天晚上都要写日记，
孔府档案中，还保留着孔德成姐弟幼年
时候的日记。

孔府私塾里平时从来没有休息日。
按照天干计算日期，建、除、满、平、定、
执、成、收、破、危、开、闭，十天休息一天。
但是，教师们往往不执行，经常加课。只
有在祭孔、清明节扫墓和过年的时候才
可以不上课。孔德成的父亲死得早，作为
公爷，他要去会见客人，每次会见之后，
必须马上回来读书。近乎苛刻的教育，使
每一代的衍圣公和小姐们都能熟读经史
子集，书法、诗词、绘画也都十分出众。孔
德成7岁就能作诗，就有人来求字，后来
研究周礼和青铜器，成为台北故宫博物

院院长和台北大学教授。
孔府里的礼仪规矩很多，称作“礼门

义路家规矩”。孔府上下对幼年时代的公
爷小姐要求很严，特别是对小公爷，千方
百计要把他培养成“圣人”。过年过节，小
公爷要跟着大人去磕头，从始祖孔子的
塑像到父母一代的牌位，几乎都要磕一
遍，还要向近支府第的长辈去磕头请安。
就是孔府里的仆人，小衍圣公也要尊称

“张妈”、“王妈”等。
有一次，孔德成和府医的儿子刘三

元一块玩打仗，不小心用小石头把刘三
元的头打破了，吓得孔德成躲了起来，女
仆们就千方百计把他找到，让他向小伙
伴道歉才算完事。在礼仪规矩中长大的
孔德成恪守道德和操守，抗战前夕，日本
特务马场春吉来曲阜，找了很多的说客，
争取孔德成去日本，孔德成坚决不去，并
且拒绝与日本人交往。

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孩子大都是独
生子女，许多家长对孩子十分娇惯，唯恐
受不得半点儿委屈。许多的“富二代”、

“官二代”更是为所欲为、无法无天。看看
过去孔府对公爷小姐是如何严格要求
的，应该能得到许多的启示。

父亲在遭受三次脑血栓后，躺倒并
且失语了。一辈子忙碌劳作又寡言少语
的他，终于以这样的方式开始了“退休”
生活。

在我童年的记忆里，父亲的双眼总
是填满了怯弱和挣扎的眼神。父母养育
了我们兄弟姊妹六个，贫困使他们饱受
歧视备尝艰辛。

那时候还是集体生产，母亲因身体
有疾，全家就父亲一个劳力挣工分，他拼
着命拣队里的累活、脏活干，推石头一次
能装千余斤。我放学后到田里去给父亲
送的饭，一般是窝头或煮地瓜干，他怕人
看不起，总是躲到地角去吃。

有两件事至今在我脑子里磨灭不
掉，且随时光流逝痕迹愈深。一是每年
村里年终决算张榜，父亲的名下总是欠
粮户，大队的喇叭只要一喊父亲的名
字，他就吓得不敢出门；二是我读高中
那年，在我上不上高中这个问题上，父
母发生了激烈争吵。父亲急切地盼我下
学，帮他干活养家；而母亲却在我身上
寄托了她无限的希望，又担心不让我上
学将来我会埋怨她。争吵持续几天，母
亲请来大舅调停。大舅说，第一学期五
块钱学费我拿，第一年学习不行就退
学。父亲妥协，一声叹息，眼神甩出一股
委屈和失望！

快入学了，父亲到南山砍了一根木
棍，把它修理成扁担，给我挑行李用。我
局促地站在他身后，看他一双粗糙的手，
如蹩脚的木匠，把那木棍反复打磨，就像
要把所有希望一刀一刀地刻录在上面，

又似把千斤重担一点一点地为我剥去。
由于住校，姐姐每天摊的煎饼得先

积攒够我一周伙食，剩余的才是一家人
的奢侈食物，生活水平不仅没有因我长
大而改善，反而降低。学校时间抓得紧，
我周六下午回家拿饭，第二天早自习前
就得赶回学校。早晨四点左右，父亲就起
来生火给我做饭，蹲在门口，一边吧嗒着
旱烟，一边看我吃完。我走出好远，还能
听到他有点故意的大声咳嗽。

我家离学校近20里路，中间还要经过
一个叫老虎岭的山冈。早晨5点，是深秋
很黑的时辰，我背着煎饼，提着咸菜罐，
向学校赶。羊肠小路的两边是深不可测
的玉米地，秋风吹得玉米叶沙沙作响，路
边间或冒出的木头电线杆，看上去像忽
然钻出一个人。可我总觉得身后有父亲
跟着，竟然从来没有害怕过。

高考过后是漫长的等待。母亲紧张
得天天烧香拜佛，领我找人算卦，父亲却
似乎很平淡，照样每天忙活他的地。收到
录取通知书，母亲故意装出很悲伤的样
子诳父亲，说：“孩子没考上！”父亲听了，
先是一愣，眼睛盯着手里的锄头，若无其
事地嘟囔：“愿意学就再复习，不愿上就
下地吧！”

我要到南方一座城市上学。父亲的
眼神里，充盈着遥远的希望和现实的无
奈。我打点行装，父亲给我捆扎被褥铺
盖，捆好放开，反复几次。他嘱咐母亲给
我带上点煎饼、咸菜，说南方饭食不习
惯，又让姐姐把当天卖菜的钱也拿出来，
凑齐170元整数，说穷家富路。

父亲这多半生没有出过远门。2010年
女儿要到青岛上大学，我和妻子许诺一
定陪父亲去青岛看大海。由于工作忙碌，
这话一放就是两年多。去年夏天，我和妻
子回老家，要拉上父亲去青岛。可无论怎
么劝说，他一只手死死地抓住门口栏杆，
就是不走。我把轮椅搬上车，母亲也吓唬
他：你要不去，家里也没人管你了。父亲
无奈地松开手，脸上两行老泪缓缓流下。
在女儿学校，他很兴奋，一直仰头对着他
孙女的宿舍张望。在校园照相，女儿扶着
爷爷的肩膀，他端坐轮椅极力配合，姿势
犹如一尊雕塑。

在海边，我把轮椅推到离海水最近
的地方，妻子忙着给他照相，随行的孩子
一眨眼就冲进了海水中嬉闹，父亲嘴里
呜哩哇啦，左手到处比划，妻子问这问
那，猜不出他什么意思，父亲无奈地垂头
丧气。待到我把几个孩子从水里赶回来，
他才用力点了点头。一阵急雨突如其来，
我背起父亲就跑，可沙滩上实在跑不动，
他左手紧紧地抓住我的肩膀，像要拼尽
全力帮我。青岛之行，我和妻子五味杂
陈，唏嘘不已，既有了却久有心愿的轻
松，又掺杂着“子欲养而亲不待”的感慨
愧疚。

父亲就是这样一个人。他代表不了
别人，他也不想去代表谁。但在他这一代
农民中，吃苦耐劳、大爱无痕、心存希望、
观念老旧的人，又何其之多！

父亲的眼神，不仅串联起我对乡村
生活的记忆，而且常常引起我对后来生
活的沉思——— 坚守自己，倾力付出！

末代衍圣公孔德成(右二)和大姐孔德齐(左一)、二姐孔德懋(左二)与私塾教师王毓
华在一起。

关于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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