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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兴南路的老字号们

长沙策
老树画画

我这里所说的黄兴南路，
北起司门口，南到南门口，也就
是如今的黄兴南路步行街。这
条步行街号称有838米，正确与
否， 无从得知。 但我清晰地知
道，我被黄兴南路深深迷住了。

黄兴路曾经被称之为南正
街，与北正街南北呼应，皆是老
长沙有名的商业街。 我对于黄
兴南路的记忆， 停留在20世纪
80、90年代。当时，你从南门口
往北靠右走会发现如下老字
号：黄春和粉店、德茂隆酱园、
国风南货店 、 九芝堂药店、李
合盛清真饭馆； 倘若你从司门
口向南靠右走则能看见以下的
老字号：吴大茂百货店、德园茶
馆、道门口国营水产店、向群锅
饺店、强民饮食店、南北特南货
店、 双燕楼馄饨店。 眼尖的看
官， 一看便知黄兴南路的老字
号以售卖食物为主。 若将黄兴
南路称为吃货街， 我想长沙人
民是绝不会反对的吧。

当年的黄兴南路还算宽

敞，可一到节假日，特别是传统
佳节：端午、中秋、春节，那就更
是人山人海， 热闹非凡了。为
此， 黄兴南路便成了长沙第一
条单行线路 (禁止机动车由南
往北行驶 ，2路公交车除外 )。

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
多少长沙热恋的情侣， 总会在
黄兴南路老字号的店铺里度着
诗意、甜蜜的光阴。一对年轻的
情侣满脸笑容地从李合盛走了
出来， 看样子他们是朝着南门
口前进的。 两人伫立在南北特
门前，为是买怪味豆，还是买绿
豆糕打着商量。 人生最大的幸
福， 莫过于能与心爱的人一道
品尝美食。 而黄兴南路有这么
多的老字号美食， 这足够能引
得外地人狠狠地羡慕吧。据说，
沈从文先生就来过黄兴南路并
尝过李合盛的生炒牛肚子。老
先生对此念念不忘呢!

我想， 对黄兴南路老字号
美食眷恋的异乡人， 何止沈先
生一位呢？ ■黄显耀

谈古今

元宵吟灯联是我国人民的
传统习俗。古往今来，不仅有大
量脍炙人口的元宵咏灯诗，而
且也留下了无数情趣盎然的元
宵吟灯联。

北宋时， 有个叫贾似道的
人镇守淮阴(今扬州)时，有一年
上元灯节张灯， 门客中有人摘
唐诗诗句作门灯联“天下三分
明月夜， 扬州十里小红楼。”据
说，此联为我国最早的灯联。此
后历代都有人争相效仿， 在大
门或显眼的柱子镶挂壁灯联、
门灯联， 不仅为元宵佳节增添
了节日情趣， 也为赏灯的人们
增加了欣赏的内容。

最为人津津乐道的恐怕是
北宋王安石妙联为媒的故事了。
王安石20岁时赴京赶考，元宵节
路过某地，边走边赏灯，见一大

户人家高悬走马灯，灯下悬一上
联，征对招亲。联曰“走马灯，灯
走马， 灯熄马停步。” 王安石见
了，一时对答不出，便默记心中。
到了京城，主考官以随风飘动的
飞虎旗出对“飞虎旗，旗飞虎，旗
卷虎藏身。” 王安石即以招亲联
应对出，被取为进士。归乡路过
那户人家，闻知指亲联仍无人对
出， 便以主考官的出联回对，被
招为快婿。一副巧合对联，竟成
就了王安石两大喜事。

传说明成祖朱棣于某年元
宵节微服出游，遇一秀才，谈得
颇投机。 朱棣出上联试他才情，
联云：“灯明月明， 灯月长明，大
明一统。” 那秀才立即对出下联
“君乐民乐， 君民同乐， 永乐万
年。”“永乐”是明成祖年号，朱棣
大喜，遂赐他为状元。 ■徐成文

古人元宵吟灯联

“谁言寸草心， 报得三春
晖”，这里的“三春”就是春天。在
古代，人们一般把农历正月称为
孟春，把二月称为仲春，把三月称
为季春，这就是合称的“三春”。

汉班固《终南山赋》：“三春
之季，孟夏之初，天气肃清，周
览八隅。” 这里的“三春”是指
春天， 并不是春天的第三个月
或者三年。

“悦怪若九春， 馨折似秋
霜”，阮籍诗歌中的这个“九春”也
是春天，古代把春季三个月的90
天，按10天划为一春，这样整个春
天就是“九春”了。“阳春召我以

烟景，大块假我以文章”，李白这
句诗里的“阳春”依然是春天。

春天阳光明媚，“青阳”也
成了春天的雅称。 陈子昂《感
遇》诗“白日每不归，青阳时暮
矣”中的“青阳”正是此意。

“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做
伴好还乡”，这里的“青春”不是
少年、青年人的年龄，它是指春
天草木茂盛呈青葱色，也是春天
的代称了。

其他还有天端、 艳阳、芳
春、阳节、昭节、淑节、韵节以及
苍灵等，都是春天的雅称。

■刘鹏飞

有一朋友， 做人特
别吝啬， 从来不会把东
西送给别人。 他最不喜
欢听到的一句话就是：
把东西给……！

有一天， 他不小心
掉到河里去了。 他的朋
友在岸边立即喊到：把
手给我，把手给我，我拉
你上来！ 这个人始终不
肯把手给他的朋友。他
的朋友急了， 又接连喊
到：把手给我。他情愿挣
扎，也不肯把手给出去。

他的朋友知道这个
人的习惯， 灵机一动喊
到：把我的手拿去，把我
的手拿去。 这个人立马
伸出手， 握住了他的朋
友的手。

“给我 ” 还是“拿
去”？ 这是一个问题，也
是一个精明的商家是否
能从客户的角度去设计
成交， 设计商业模式的
问题。 如果商家对客户
说的是： 把我的产品拿
去，是否会更好一些呢？
客户会更情愿地去体验
产品，购买产品。

“便捷”
不如“诱惑”

我们旅行到乡间，
看到一位老农把喂牛的
草料铲到一间小茅屋的
屋檐上，不免感到希奇，
于是就问道：“老公公，
你为什么不把喂牛的草
放在地上，让它吃？”

老农说：“这种草草
质不好， 我要是放在地
上它就不屑一顾； 但是
我放到让它勉强可够得
着的屋檐上， 它会努力
去吃， 直到把全部草料
吃个精光。”

容易得到的， 也会
随手扔掉。太难得到的，
有些人争取一会儿就放
弃了。只有勉强得到的，
意外得到的， 人们就会
感到惊喜，倍感珍惜。

送茶叶
的小故事

李四喜欢喝20元的
茶叶。李四每次去这新开
的茶叶店买茶叶，老板每
次都会送他半两比较好
的茶。李四将好茶用来接
待客人。一天闲来无事泡
壶好茶，竟喝上瘾。喝完
免费的好茶， 李四就不
愿再喝20块的了。 不管
他买多贵的茶叶， 老板
总送他半两更好的。半
年下来， 李四花在茶叶
上的钱是原来的十倍。

天天坐等春风来，总有一事难释怀。欲去江南看一看，梅花到底开没开。

财视野

“给我”
还是“拿去”？

涨姿势

古人是怎样称呼春天的

从学术报告厅走出来， 外面
下着绵绵春雨。一把伞伸过来，一
句话传过来：“来，共一共 !”就这
一个动作，一句话，牵动了我的记
忆，撑开了我的思绪……

我想，尘世之间，无论是谁，
都会存有一些温暖的记忆。 这种
伴随一生的温暖记忆， 会时时在
生命中凸显出来，让人心头一热，
一如置身于春阳之中。 正是这些
潜在而温暖的记忆，最终，让自己
也成了一个可以温暖他人的人。

一直记得15岁那年， 高中毕
业前我遭遇的两件事。

第一件事， 是临近高考的某
一天， 我的课本笔记本以及所有
的学习资料和用具， 一夜之间不
知去向。 校长亲自主持大会发动
全校师生四处寻找，最后，在教室
后面的稻田里， 找到了纸页残存
的一堆灰烬。

事情发生后，管图书的邓老
师把我叫进学校图书室，一边轻
言细语地安慰我，一边不厌其烦

地在众多书架中忙碌穿梭，一本
一本地替我找图书、 找资料。有
了这些书籍和资料，我还是于当
年考上了一所高校，虽然不尽人
意，但在1980年已算是相当不错
的了。

第二件事， 是学校组织照毕
业登记照，可我家里太穷，穷得连
照登记照的钱都无法拿出来。校
长恰好在一旁， 看见我神色不安
的样子，问明缘由后，说了声：“不
急，不急。”立马从口袋里掏出钱
包，为我缴了4毛钱。

这是存留在我记忆中的两个
温暖的画面，当时让我感激，现在
依然能毫无悬念地触动我的心
弦，让我感慨万千。

花落花开，斗转星移。多少年
过去了，在我遇到纠结不快时，这
两件搁置在我心头的事情， 总会
适时地提醒我：人性之中，永远有
光亮闪烁， 永远不乏善良美好温
暖的人生涟漪。

■程应峰

非常道

藏在心头的暖

讲故事

过年出门怕开车
我居住在一个小的城市里好

些年了。几年前，年过五十的我，
也去驾校学驾驶， 考了一个驾照
以后，便买了一辆车。家里有了私
家车， 平时出门串亲和办事方便
多了，但到了这几年春节期间，我
却害怕开着车出门呢。

倒不是因为我“半桶水”一样
的驾驶技术，害怕出什么车祸，而
是开车出门，太堵，连找一个停车
位也为难。

就说我吧， 我有三个亲兄弟
和我同住在这个小城市。这几年，
每年正月初八以前，四兄弟之间都
会选定一天接春饭，邀请其他三个
兄弟及家人过去吃。每次，我家接春
饭，我就不用开车出门，但轮到其他
三个兄弟接春饭，我就只得带上家
里人，开着车去吃春饭。而且，在每
次出门途中， 进入超市给兄弟家
买点拜年的礼品时， 都在为找一

个停车位而伤透了脑筋。
不仅如此， 每次我从超市买

了礼品出来，开车前往兄弟家，十
有八九， 在几个交通要道的路口
上，都会遇上堵车。排着几条长龙
的车辆，一堵就是半个多小时，甚
至是一个多小时。 碰上了这种情
况， 只要车流里的路中出现了一
点空隙， 后两边的车都会抢着往
前面插。每到这时，驾驶技术还不
精湛的我，就会紧张，手心就会开
始冒出一些汗，生怕自己的车，擦
碰了别人的车。

说出来，不怕人笑话我，过年
期间，我真的是怕开车出门了!

■陈青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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