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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解放初期，乡村里有种挑担走村，专门做小生意小
买卖的行当。他们更多的是“以物易物”式的交易，用挑来的
糖果换取鸡毛鸭毛杂什，村里人都叫他们“换糖佬”。而他们
边走边吆喝的标志性口头禅也就是“鸡毛换糖喽”……

在一段悠长的年月生活辰光里，时有人肩挑着货担，
从他们自家身边的村子开始，一路吆喝着，一面前行着，
奔走忙碌在近地乡村中。 “换糖佬”，头戴着草帽，肩挑着
的换糖担子多半是前后一头一个竹篾箩筐， 一手扶着扁
担，一手把握着一支竖笛，边走边重复吹着“哆来咪……
咪来哆……”，这组简单音符韵律，成为一种蛮有意思的
标配。 那个时候，这单调的竖笛声声，却是乡间街巷中难
得的器乐音符，犹如山野田间里的牧童笛音，优雅，且悦
耳，很受农家喜爱，更是小朋友们的最爱。

换糖佬还没有走进村， 孩童们老远听着这 “哆来咪
……咪来哆……” 的笛子声， 就立马找来自己收藏的物
件，诸如：废弃的铁钉、铜皮，还有那些牙膏囊管等等，都
是可以换取一二漂亮甜蜜小糖果的资本！ 而那些家庭主
妇们则是另有期待， 她们拿来晾晒干的鸡毛鸭毛、 鸡胗
皮、鸭胗皮，还有那些厨余杂骨，换取一些针头线脑什么
的，看似点点滴滴，零零碎碎，都不是很起眼的家杂小件，
哪样不是人们生活起居细节里的助器？

村童们好顽皮嬉闹，与邻村的细佬家常常互相打趣，
先是喊着“鸡毛换糖”，然后眨巴眨巴大眼睛，旋即改了一
字再呼喊“要嘛你家‘X 毛换糖’”，时不时地由此引发嬉
闹追打，村野孩童，好生有趣。

换糖佬的货担里，总是有一头的筐子上放着一个玻璃
展示箱子，里面摆放陈列着五颜六色的各种小物件，小到
纽扣，大到牙膏，这穿针走线类的针件就有大大小小的号
码，粗粗细细的针尖线孔。比如有绣花的绣娘针，有纳鞋底
的硬钢针，还有订缝被褥的长线针。 一股股、一匝匝的花
线，那些掏耳朵的“小快活耙鎯”，点灶生火的“洋火”，大姑
娘家爱涂抹的雪花膏，防护手脚皮肤的蛤蜊油，几乎是一
应俱全。 而更多的是那筐箩中瓶子里各种精巧小糖果，五
颜六色的糖纸裹包着丁点儿大的小饴糖，会把乡野顽童逗
得馋涎欲滴，见到换糖佬进村，听着“哆来咪……咪来哆
……”的笛音，就会翻遍家室，寻来物件换糖解馋。

这些一路又一路的换糖佬走村窜户，不辞辛劳，忙忙
碌碌，将以物易物收获得来的鸡鸭毛、杂货挑回家，分门
别类，按价论处，投进乡里的供销社废品收购站变现，赚
取差价，从中获利，补贴生计。那时候，换糖佬成为那些村
里人社员身份之外的第二职业。

换糖佬的担子一直挑到几十里方圆的乡村， 随着年
岁更迭 ， 四季轮回般地游走着 。 “哆来咪……咪来哆
……”，竖笛音符一直飘扬到后来的“双抢”年月，直至时
逢“砍资本主义尾巴”，乡村里的换糖人才歇脚停担，“鸡
毛换糖”从此成为退隐进历史记忆中的故事。

儿时的“换糖佬”
涂俊明

冬月的凌晨，太阳还没有升起来，袅袅炊烟已在篁村
的上空升起，唤醒了静谧的村庄。

这一天，陆婉婷是村上起得最早的人，她在为儿子一
家的到来忙碌着。 每次孩子回来，她都会亲自下厨，为家
人做一桌好菜。 看着全家其乐融融，她觉得，这是儿女挣
再多的钱也换不来的幸福。

陆婉婷膝下有一男一女， 儿子小东是从江阴篁村走
出来的第一个大学生。如今，他已是一家化工有限公司的
科技工作者、高级工程师。

今天，是母亲陆婉婷六十六周岁的生日，带着一份浓
浓的乡情，带着对母亲深深的祝福，小东携同爱人和儿子
踏上了回家的路。

对于脚下这条出入家乡的田间小路，小东非常熟悉。
他生于此，长于此，这里的一砖一瓦，一草一木，对他来说
都是那么亲切，那么魂牵梦绕。 踏着这条小路，他曾背井
离乡到千里之外去求学。 正是这条一次又一次走过的泥
泞蜿蜒小路，把他送进了知识的海洋。 这里，不仅是他人
生的起点，也给予他外出求学的勇气和努力拼搏的力量。

跨进家门，父亲为儿子亲自泡了一杯热茶，递了过来。
小东捧着这杯满含香浓亲情的茶，感慨万分，多年累积心头
的思乡之情，此时随着这杯热茶，在这间老屋里氤氲开来。

和村中其他的孩子一样，从七、八岁起，小东就背着
书包，迎着朝阳去上学。 他清楚地记得读小学时，有一次
旷课到城里去玩，回到家中被母亲打了一顿。母亲想到自
己为了儿女终日辛劳，伤心至极，她训斥儿子：“少来不学
习，老来无出息。 ”

在小东的记忆中，那是母亲第一次打她。 打过以后，
母亲躲在房里大哭了一场。 母亲的泪水深深地刺痛了小
东，看着母亲辛劳的背影，他把自己关在屋子里，默默地
想了好久， 他觉得再也不能让父母为他操心了， 从那时
起，他开始努力学习。

1991 年夏天，小东考上了当地颇有名气的江阴南菁
高中。 但由于家中经济困难，他将面临无法继续学习。 当
时，其他同学都已做好了上学的准备，可他的学费依然没
有着落，小东的父母亲非常着急。

就在小东几乎绝望的时候，他的父亲拖着疲惫不堪的身
体回家了。 他对小东说：“学费借到了，你去读吧。 ”小东接过
父亲手里拽得紧紧的、被汗渍浸湿了的一百元钱，难受得哭
了。 母亲对小东说：“好好读书，争取考上大学，这才是对父母
亲最好的回报。 不要担心家里，你只要认真学习就好了。 ”

就是这来之不易的一百元钱， 从此改变了小东的人
生轨迹。 父母亲的嘱托和教诲， 像春雨般滋润着他的心
田，给了他克服困难的决心和努力拼搏的勇气，助他能有
更强的信心去追求知识，追求梦想。

功夫不负有心人。 由于小东的勤奋和努力， 品学兼
优、德才兼备的他，获得了江阴市市级三好学生的殊荣。

为了挣出两个孩子的学费和家里的生活费，陆婉婷和他
丈夫商量后，在篁村街上摆了一个菜摊，夫妻俩一个把称，一
个负责收钱，配合默契。生意繁忙时，一天要接待好几十个客
人，许多时候和农忙时节重叠，那份辛苦是难以想象的。

1994 年，小东正面临高考时，父亲得了重病住进了医
院。 为了能让小东安心高考，陆婉婷没有告诉小东父亲生病
的事，硬是把痛苦埋在心里。 她一边要服侍丈夫，一边要摆
摊卖菜，还要去地里干活，生活的重担压得她喘不过气来。

为了多挣一点钱， 陆婉婷还到厂里去拿牛仔裤回家
洗。 每一条都用板刷刷洗，然后到码头上去用棒槌打，晒
干叠整齐，每条挣二角钱。常年累月的风霜在陆婉婷的脸
上留下了深刻的痕迹，一双眼睛满是经历风霜后的沧桑，
她就像蜡烛一样永远在燃烧自己。

这一年，小东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武汉一所大学。
母亲捧着小东的大学录取通知书，喜极而泣。小东的父亲
想到自己当年因家庭贫困， 交不起三元钱的学费而中断
学业，他百感交集，激动不已。 想到儿子要去千里之外读
书，他们又有点舍不得，真是儿行千里母担忧呀！

回想二十多年前离开家乡的情景， 小东仍然历历在
目。 严厉的父亲和慈祥的母亲把她送出村口， 一直送上
车，注视着他慢慢离去。

带着亲人的期盼，穿着母亲为他缝制的鞋子，背着母
亲做的煎饼和茶叶蛋，小东含泪告别亲人，离别家园，踏
上了追求知识和理想的征程， 而让他难以割舍的是他对
家人的思念和牵挂。为了减轻家里的负担，小东在上大学
期间一边刻苦学习，一边做家教挣钱。

弹指一挥间，几十年过去了，小东希望父母亲能在城
里安度晚年，而陆婉婷不想离开家乡，她已对这片土地倾
注了深厚的感情。老家虽然没有城里条件好，但陆婉婷更
看重的是全家团圆。

羊有跪乳之恩， 鸦有反哺之义。 小东感恩他的父母
亲，感谢他们的养育之恩。

今年早些时候，小东打算为母亲的生日送一份大礼，
准备带母亲到北京去旅游，但母亲舍不得钱。

媳妇说：“妈，您这辈子太辛苦了，出去玩玩吧。 ”
小东说：“是呀，钱我们来出。 ”母亲还是不答应。
母亲说：“我就不去了，你们去玩吧。 ”
为了给婆婆过寿， 媳妇特意去商场给婆婆买了一套新衣

服，并在颇有名气的“大喜来”蛋糕店，定制了一份新鲜的蛋糕。
天渐渐暗了下来，喜庆的气氛越加浓郁，老屋中充满

了温馨的色彩。 点蜡烛、吹蜡烛、许愿、吃寿面。
“妈，您吃！ ”、“爸，您也吃”，小东不停地为父母亲夹

菜。 孙子站起来，举起茶杯：“祝爷爷奶奶身体健康，快乐
长寿。”在儿子一家人心里，尽心尽孝，永远是年轻一代镌
刻在骨子里的精气神。

简单的饭菜，成就了这桌隆重的宴席。看着孩子们这
么孝顺，小东的母亲禁不住泪流满面。

在这座有着千年文化传承的村庄里， 儿女对父母的
孝心，不是以菜肴的奢华来衡量的，评判的标准是儿女对
父母的孝顺和对父母发自内心的祝福。

天地变换，日月更新。 如今的篁村，在时代的滚滚大潮中
悄然变化着。 许多人叩别故土，离开乡梓，向更辽阔的世界奔
去。 他们无论身在何处，都能落地生根，努力拼搏，自强不息。

抬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无论在天涯，在海角，游子
的心仍然挂念着家乡，挂念着家乡的树是否依旧青翠；挂
念着家乡的水是否依旧清澈； 挂念着地里的油菜花是否
开放；挂念着父母长者的身体是否安康。

他们默默地呼唤着：亲爱的家乡，你是世上最美的地
方，你是世上最亲的地方！

一年四季中， 我最喜欢秋天。 它虽然没有春天的花
多，没有夏天的茂盛，但它以特有的魅力吸引着我。

秋天秋高气爽气候宜人，让刚熬过酷暑的人们，身心
都感到格外的舒畅，没有暴晒不再闷热的天气，人们可以
自由自在地出行。秋天里，蓝天更蓝，白云更白，天空更加
辽阔，在秋季欣赏蓝天，感觉心旷神怡，似乎心胸也开阔
了。仰望秋夜星空，看到星星亮了，星星多了，觉得离小时
候的星空不远了。 秋天的月亮，显得更加明亮更加美丽，
喜欢赏秋月的人也多了。

秋天色彩斑斓绚丽无比。秋天的树，叶子虽然不像春
天那样青翠，不如夏天那么葱绿，但它的多彩别具特色，
好似把人们带进了油画里。 金秋时节，无论你走到哪里，
鲜红的枫叶，蜡黄的银杏，金色的稻田，多彩的山林，都会
让你眼前一亮，为之心动。为此，许多人专门去追寻它们。
在红枫和银杏树下拍照，在广阔的稻田边漫步，在多彩的
林子里畅游，是人们在秋天里追求的目标。我也喜欢凑这
个热闹，一到秋季，便和妻子背着相机，去寻找秋天美丽
的色彩，公园、田野、山林都留下了我们无数的足迹。

秋天是一个收获的季节，一个充满喜悦的季节。 “春
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农民长年劳动，就希望有一个好
的收成，而秋季就是农民们实现这个愿望的季节。在农民
的眼里，金灿灿的稻田和沉甸甸的稻穗才是最美的景色，
他们对稻田的爱，远远超过任何一个专门去观赏稻田、匆
匆来又匆匆去的游客和拍客。 我是农民出生，对农村、对
田野有着深厚的感情，所以特别理解农民们的愿望。我曾
多次赶到偏远的农村去拍摄成片的稻田，站在稻田里，闻
着稻香，我总会联想起年少时家乡秋收的繁忙景象，想起
那堆积如山的稻谷和柴草， 想起孩子们在柴草垛里躲猫
猫的情景。

秋天的农田里到处都是宝，除了大片的稻子，还有各
家各户种的一片片一块块的山芋和芋头， 它们也都到了
收获的季节。山芋和芋头是农家粮食的补充，藤叶还是上
好的猪饲料。在我的记忆里，中秋节母亲用自家种的山芋
和芋头做的糖山芋、糖芋头，都是我喜欢的美食。 触景生
情， 每当我看到地里的山芋和芋头， 就会想起家乡的农
村，想起自家的农田，想起中秋节妈妈的味道。

秋天的果树早已硕果累累，果实压弯了枝条。苹果露
出了红红的笑脸，见到它，不禁让我想起在部队时，每年
秋天到苹果园帮助老百姓摘苹果的情景，边吃边摘，真是
甜蜜的劳动。不断掉叶的柿子树渐渐暴露出一个个柿子，
它的颜色慢慢地由青变黄再变红， 最后变成了无数个精
致的小红灯笼。 嘴馋的小鸟经不住柿子的诱惑， 经常偷
吃，把本来美观的柿子啄得残缺不全，有些煞风景，不过
倒让我有机会拍下了鸟吃柿子的珍贵照片。 挂满枝头的
桔子另有特色，长在房前屋后是很美的风景。种桔子的人
大都是为了观赏，因为桔子有大吉大利之寓意。毛茸茸的
栗子也已成熟，新上市的糖炒栗子又酥又甜又绵，是秋天
里上好的美食。 总之，秋天的收获说不完，因此也让许多
人特别期待秋天。

秋天的空气是香香的，果香稻香桂花香，各种香气随
风飘扬，让人神请气爽。尤其是浓郁的桂花香，沁人心扉，
令人陶醉。桂花算得上是秋天的形象大使，一到农历的八
月，金桂银桂四季桂都不约而同地绽开了，用它张扬的香
气，无处不在的足迹，全力赞美着秋天。早上起来，人们一
打开窗户，就会有一股桂花香扑面而来，人们无论是在小
区里散步, 还是到公园里休闲， 或者在河岸边的绿地锻
炼，都会有桂花的香味追随你陪伴你。

在初秋和中秋，不冷不热的天气，秋虫仍很活跃，蟋蟀
作为秋虫的代表，表现犹为突出，它日夜吟唱不停，好像是
在配合树上的桂花，也在不遗余力地宣扬着秋天的美好。

人们对秋天的赞美，不但有眼里的美景，还有实实在
在的感受和收获。

喜欢秋天
张全林

回家的路
潘小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