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江苏句容 许亮

大伯的相册里夹着一件

宝贝，是一张计划经济时代

的冰票（见图）。票面上写着

“一百公斤食用冰”，折合“人

民币六元”字样，还有毛主席

的最高指示“抓革命，促生

产，促工作，促战备”。小小

纸张里面，珍藏着他那些年

满满的回忆，睹物思人，时光

把我们带回了那个激情燃烧

的岁月。

那时国家实行计划经

济，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之后、改革开放之前的一

个特殊的时期，许多生活用

品和资源分配都依赖于政府

统一规划。其分配形式主要

通过票据，如粮票、油票、布

票等，凭票到供销社支取。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由政

府统一组织，开展了规模浩

大的“挑河”工程。“挑河”主要

是利用人力来实现河道的清

淤工程。由于当时机械化水

平低，只能依靠肩膀、箩筐、

铁锹。按上级指示，任务一

层一层派下来，派到村上生

产队，每户人家须出一个劳

动力。奶奶家里特别穷，挣

的工分几乎养不活儿女。大

伯便自靠奋勇要去挑河。

不得不承认，那时候经

济条件差，人们普遍吃苦耐

劳。家里的生活用水，基本

靠挑。可是“挑河”却不是一

担两担的事，而是从早挑到

晚。乡下人本性淳朴，绝不

偷奸耍滑、拈轻怕重。由于

本村这一组全是半大小伙

子，承担的任务也比较重，都

是实打实地把淤泥从河底挑

到河堤。大伯他们每次都能

出色、而且超额地完成任

务。过了一个月左右，奶奶

十分牵挂儿子，心想这孩子

别被压痨了，就托人捎口信

让他回来，请邻居换他几

天。没想到大伯第二天一大

早就气喘吁吁地跑回家，怀

里揣着一袋饭，说是坚决不

回来，最大的理由是：“挑河”

挣的工分多，可以有一口饱

饭吃。然后又赶着去了工

地。

那天38℃高温，这一个

来回的折腾，小伙子也顶不

住了，虽然当天上级临时规

定，上午10点半就提前收工，

结果临收工那会，大伯还是

晕倒在了河堤上。上级领导

听说情况之后十分关心，考

虑到他们小组成绩出色，特

地奖励一张冰票。

怀着激动和光荣的心

情，村民们把冰票领回来，结

果却没人舍得用，都想换成

粮食，公社却坚决不同意：这

都是计划的事，谁敢私自调

换。大家商量来商量去，最

后一致决定：这票咱收着，冰

就捐给国家吧。天热，那都

不是事儿，只消跑到井边上

洗把澡就舒服了。就这样，

这张冰票就留在大伯的手

上，一直没有机会花出去。

而现在，一只颤抖的手

掌，托着这张褶皱的冰票，上

面寥寥数字，写满了那个时

代的纯朴。还有一枚鲜红的

印章，镌刻着一代人吃苦耐

劳的精神，永难磨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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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时期的冰票
■山东高密 柳建明

打开小赵的微信，从手机屏

幕里首先跳入眼帘的是一只金

光灿灿的聚宝盆，两边竖式各题

写一行字，一为：最醒目的一句

话，你又来了；一为：最明白的一

句话，你买对了。这是小赵为自

己的微信号，有意设计的头像标

志。小赵在一线收古物，被行里

人称作是“拉乡”。小赵管这种

走村入户、拉网式收古物的行

为，叫“串乡”。小赵收来古物，

会第一时间发到微信朋友圈里，

在他的话语栏里经常会看到一

些颇有心计、撩拨心扉的用语：

1.为引起好奇，迎合捡漏心

里。如，“不知是干什么用的”；

或如，“一块雕花板，不知是干什

么用的，不过当茶托正合适。”

2.为引起重视，加深印象。

如，“有认识上面字的吗”；或如

“带名款，可惜看不清楚了。”

3.强调是精品，自己有意收

藏。如，打出“我的了”几个字。

4.激励购买欲望，让人感觉

是忍痛割爱。如，打出“卖存货”

几个字，外加一个流泪的表情。

5.促销式，造成哄抢效应。

如，把几件物品放在一起，标一

个很便宜的价格。

6.鼓动式，那意思是，看好了

就快买，要当机立断，否则过了

这个村，就没有这个店了。如，

打出这样的字“不要询价了，撤

图的已售出”；或不撤图，在下面

打出“已出”二字。

7.牵线搭桥式，即以中间人

的身份出现。如，拍一组某物品

各方位的照片，边上打出这样的

字“有没有懂得的”“有要的

吗”。意为他看不准，不敢买。

有人看中了，会跟他联系，由对

方出定金，他从中撮合得佣金，

不负担购买风险。

8.实景实放，给人货源不断

的感觉。如，拍一段车上装满货

物的视频，或是拍一张入户搬物

品的照片，上面打出这样的字“今

年拆迁真是拆疯了，满载而归”。

这天，老李又进入小赵的微

信朋友圈，一件民国时期的泥彩

塑蓦然抓住他的眼睛。此泥彩

塑高约30厘米，为童子造型，所

塑童子肥头大耳，怀中抱着一只

小狗，神态可掬。直觉告诉老

李，这件泥彩塑一定有考究的意

义。老李没顾得在留言栏里留

言，直接打电话过去。小赵说，

这件泥塑已经卖了。从上货注

明的时间看，还不到20分钟。退

而求其次，老李询泥塑的出处。

小赵答，收之高密姜庄聂家庄。

果然不出老李所料，是一件值得

收藏的物品。聂家庄出产的泥

塑历史悠久，聂家庄泥塑艺人管

这类童子造型的泥塑叫“泥娃

娃”“泥人”。过去，在当地泥娃

娃被当成是生育的崇拜物，让泥

娃娃怀中抱一只小狗，更增添了

一种生育的能力。狗“汪汪”的

吠叫声，与“旺”字谐音，包含“兴

旺”“旺盛”的意思；狗多崽，与

“旺”字相联系，寓意“人丁兴

旺”。结婚时，在新房中摆一件

抱狗的泥娃娃，一切美好祝福尽

在其中。早期的抱狗泥娃娃，保

存不易，现在难得一见。20世纪

60年代以后，旧俗破除，泥娃娃

不公开销售。偶见有，是泥塑艺

人怀旧，私下里绘制，作为礼品

分赠亲朋好友的。即便是年岁

稍晚的抱狗泥娃娃（见图），现在

也不易寻到。

在微信朋友圈里，搜索藏

品，比试眼力，看谁出手快，得与

失常常在一念之间，有如一场酣

畅淋漓的角逐，这亦是收藏者的

乐趣所在。

“朋友圈”里的古玩抢购风

■山东枣庄 郑学富

笔者在图书馆查阅《新

中华报》时，看到了1938年

的“五一专刊”（见图），发表

了毛泽东的“五一”节题词，

十分罕见。此外，还刊登了

《为纪念“五一”告全边区工

友书》等纪念“五一”国际劳

动节的相关文章。

1937年7月7日“卢沟

桥事变”爆发后，国共第二次

合作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

式形成。全国抗日救亡热潮

风起云涌。在这样的形势

下，1938年4月17日至23

日，陕甘宁边区在延安召开

了第一次工人代表大会，出

席代表226人，来宾300余

人。4月20日，大会秘书处

举办了一场文艺晚会，演出

了秦腔《升官图》《二进宫》

《五典坡》等传统曲目。毛泽

东应邀观看了晚会，并就抗

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作了讲

话。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

中央政府机关报（后为中共

中央机关报）《新中华报》，在

1938年4月30日出版一期

“五一专刊”，在中心位置发

表了毛泽东的“五一”节题

词：“全国工人阶级团结起

来，参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驱除日寇，建设新中国。”

在头条位置上发表了

《为纪念“五一”告全边区工

友书》（以下简称《工友

书》）。《工友书》全篇带有时

代烙印，具有战斗性和鼓动

性，首先指明了当前的抗战

形势，表明了全国军民的抗

战决心和必胜信心，要求边

区工人要“拥护国共两党亲

密合作，拥护抗日民族统一

战线，拥护全国职工运动统

一起来以全国工人统一团结

的力量，去努力提高生产，积

极参加战时经济的建设”。

《工友书》明确了边区工人在

抗战中的具体任务：“今天边

区成为抗战的最前线了！我

边区的工友们，都应该紧急

动员起来，武装起来，保卫边

区，要改变我们过去的太平

观念，要提高每个人战斗的

情绪；我们工人要带动农民

及一切抗日的同胞，使其成

为保卫国土，自卫斗争的坚

决光荣战士；我们要积极地

参加自卫军，学习军事政治，

在沿河一带的工友们，更要

学习宋家川水手工友们的模

范行动，担任渡河的紧急工

作，组织或参加游击队，准备

直接参加战斗；我们要组织

运输队、担架队、救护队，帮

助军队解决运输、救护的问

题；我们要帮助政府动员牲

口，动员粮食；我们要努力肃

清汉奸；我们要提高生产热

忱，努力加紧春耕工作，充实

战时经济。”《工友书》最后号

召边区工人要投身到艰苦卓

绝的抗战中去：“在纪念‘五

一’的今天，全边区的工友要

和全国工人团结一致，要为

保卫边区，保卫全中国而英

勇奋斗，争取抗战的最后胜

利，为创造独立自由幸福的

新中国而斗争！”

该版刊登了《纪念“五

一”劳动节口号》，共计21

条，如：纪念“五一”，要开展

边区动员的突击运动；纪念

“五一”，要巩固和扩大抗日

民族统一战线；纪念“五一”，

全西北各民族团结起来打日

寇；纪念“五一”，庆祝鲁南抗

战大胜利；纪念“五一”，要拥

护无产阶级的堡垒——共产

党。另外，还刊登了《边区工

人第一次代表大会通电续

志》和《怎样开展边区抗战动

员宣传的突击运动》两篇文

章。

1938年《新中华报》“五一专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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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南京 孙友田

已经听到花开的声音，

已经闻到芳香的气韵，

百草园即将发布

含苞欲放的新闻。

嘉宾都已签到，

蜜蜂要朗诵

甜美的诗歌。

蝴蝶要表演

五彩缤纷。

鲜花初开，

如同红日初升，

又是一个明媚的早晨。

花蕾：

一粒黎明的露珠，

一首新春的歌谣，

一张儿童的彩照。

花蕾

20世纪70年代的抱狗泥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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