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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海路和南京路上都有公园，但公园

名源自路名的，唯有淮海中路 177 号的淮

海公园。淮海路有过 3 座公园，最早是

1917年开园的霞飞路公共花园，位于霞飞

路（今淮海中路）474 号，位置在今长乐邨

和花园饭店，后改名凡尔赛公园。之后是

1942年问世的兰维纳公园，即今1008号的

襄阳公园。最晚是1958年的淮海公园，脱

胎于八仙桥公墓。

在八仙桥地区，公共租界工部局先建

公墓。1865年（清同治四年），以规银4000
两买下现淮海公园中、南部和原南市区体

育馆 3.4万平方米地块。3年后，建成八仙

桥公墓。那时，一条路从八仙桥由北向南

通公墓，公共租界叫它Cemetery Road（坟

场道），法租界称Cimetière Rue du（公墓

街），上海人喊“坟山路”（今龙门路）。

公共租界的公墓造在法租界，算是块

飞地了。两年后，法租界公董局在公墓北

部买地 1.45 万平方米，于 1871 年（清同治

十年）建成法租界八仙桥公墓，并从新北门

迁来攻打上海县城小刀会阵亡的 13 个法

国兵的墓。两个八仙桥公墓共有 4339 个

墓穴，老外占 93%。因法租界墓地只有公

共租界一半，34 年后满穴；公共租界公墓

到1925年也满穴。

“外国坟山”居淮海路，无碍商家沿

路从东向西发展；1918 年，日商在坟山东

首开卖皮鞋的高岗洋行。6 年后，商店延

伸至葛罗路（今嵩山路）；淮海路商业街

浮出水面。

1956 年 8 月，将八仙桥公墓改公园的

议案，出现在上海市一届人大常委会第 9
次会议。八仙桥公墓种了悬铃木、香樟

和罗汉松等，其中 1 株瓜子黄杨和 2 株广

玉兰的树龄在百年以上，具备改建公园

的有利条件。这年的 12 月 12 日，上海市

政府第 27 次市长办公会议决定，由市人

委发“沪会厅议字第 5740 号”《通知》：以

市建委为主，召集市民政局、市园林管理

处和外事处等筹建公园。翌年 6 月，报

登迁墓公告。

两租界的八仙桥公墓占地3.53万平方

米，原计划全部改为公园，后考虑当时邑庙

区无体育场；市人委 1958 年 1 月 8 日批准

将2.67万平方米改为公园，余8600平方米

建体育场。2月6日，八仙桥公墓全迁青浦

吉安公墓，“外国坟山”结束。

1958 年 3 月 17 日，投资 16.74 万元的

建园开启；负责规划和绿化设计的为市园

林管理处设计科陈丽芳，由该处绿化工程

队施工。呈 J 形的公园于 6 月 20 日竣工，

东自普安路，西到南市区体育馆和嵩山消

防队；南起太仓路，北至淮海中路。前门淮

海中路为正门，后门太仓路。7 月 1 日开

放，副市长赵祖康参加开园式。“外国坟山”

变公园，为淮海路和城市增加了绿肺，改善

和提高了生活环境。

公园再次大动在1970年，挖防空洞响

应中共“九大”提出的“要准备打仗”的口

号，公园道路、下水道和绿化等损坏严重。

据《卢湾区志》：“1970 年 8 月至 1979 年 11
月，在淮海中路一条街修建改建平战两用

人防工事33处，使用面积2466平方米。”在

淮海公园东南部，有座南北长约125米、东

西宽约 25米、占地 3100多平方米的假山，

底下就是防空洞。

淮海公园不大，在上世纪90年代后期

尚有 2.63 万平方米，临近淮海中路一侧。

2009 年再改，面积仍有约 2.5 万平方米。

虽公园道路地坪面积 27.34%的比例比一

般公园大，但绿地仍占总面积的63.67%。

我住淮海路旁，淮海公园离家稍远

去得少，但在 1985 年 1 月却去过多次。

到那采访借公园展览馆办收藏展的工人

收藏家张其斌，著名画家颜文樑为弟子

题写了展名。

那几天，张其斌与妻子戎雪芳忙着布

展。他家住附近的桃源路，15平方米的房

间有藏品1000多件，平均每平方米超过66
件。他15岁开始学画，到王佐佑画室学素

描、到哈定画室学水彩；从画静物爱上了收

藏。他在公园展出收藏的德、法、英、美及

瑞士等国古钟300多座，陶瓷工艺品500多

件；还有不少风格迥异的灯具，其中印象最

深的是 60 公斤重的火枪手达达尼昂落地

灯。那么多珍贵精美藏品，而公园夜里无

人，我还真为他担心。当时为方便联系，我

还记下了公园电话：282716。

作家冯骥才曾这样写道：“年画是中国

民间艺术的龙头，我们中国的民间艺术成

千上万，但是年画是第一位的。”其实年画

是中国特有的一种绘画样式，因为吉祥喜

庆的寓意和一年一换的民间习俗而在民间

广为流传。每逢新春来临，除了张贴春联，

几乎家家户户都会购买几张年画贴在门口

和墙上，红红火火的，以寄托人们祈盼来年

风调雨顺、国泰民安的美好愿望。

年画最早始于古代的“门神画”。据

东汉《荆梦岁时记》记载：“正月一日，绘二

神贴户左右，左神荼，右郁垒，俗谓之门

神。”汉代春节就有在门上画门神的习

俗。到了唐宋，在印刷技术发展的推动

下，促进了年画的绘制、生产、销售，形式

也越来越多样，有门神画、中堂画、四条

屏、福字斗方等等。清代年画发展到了高

峰，从最初被作为驱邪避灾的符录，渐渐

地增加了吉祥如意、多子多寿、仕女娃娃

一类的题材，从而具有了表达在新一年中

美好意愿的功能。

民间对年画有着多种称谓：宋朝叫

“纸画”，明朝叫“画贴”，清朝叫“画片”“画

张”“卫画”等。清朝道光年间，文人李光

庭《乡言解颐》书中提及年画一事：“扫舍

之后，便贴年画，稚子之戏身。然如《孝顺

图》《庄稼忙》，令小儿看之，为之解说，未

尝非养正之一端也。”年画由此正式定名，

并因为备受民众喜爱而作为我国具有浓

郁民族特色的文化遗产流传至今。

古人曰：“吉，喜也，美也，无不利也。

祥，好也，福也，益也。”辞旧迎新、避灾求

福是人生的一种愿景。年，喜庆吉祥，所

以贴年画也是喜庆吉祥的，它求的是一种

兴旺，图的是一种如意；它凝聚着一种信

仰，散发着一种情怀，一张张绚丽的新年

画给家家户户增添了欢乐的节日气氛，它

以生动而有趣的内容、优美而真实的形

象、富有趣味的构图、五彩斑斓的色彩将

吉事祥物、美好愿望表现得淋漓尽致，将

节日装点得红火富丽。

年画，折射出一种心境，也折射出时

代的变迁。随着木版印刷术的兴起，年画

的内容已不仅仅限于门神之类单调的主

题，变得丰富多彩起来，生活中五光十色

的故事、传说、神话、戏剧，甚至包括变化

的时事都能纳入画幅之中，如吉祥年画、

生活年画、戏文年画、山水年画、工笔年

画、寓教年画和现代年画等，《松鹤延年》

《四季平安》《龙凤呈祥》《鲤鱼跃龙门》《五

谷丰登》《年年有余》《迎春接福》等更成为

经典的主流年画，用以满足人们喜庆祈年

的美好愿望。随之出现了天津杨柳青、河

北武强、河南朱仙镇、山东杨家埠、四川绵

竹、苏州桃花坞等重要年画产地，绘画作

品各具特色。其中，天津杨柳青年画和苏

州桃花坞年画，并称“南桃北柳”。

鲁迅先生在《朝花夕拾》中专门描述了

贴在床头的滩头年画《老鼠娶亲》：“别有一

张‘老鼠成亲’却可爱，自新郎、新妇以至傧

相、宾客、执事，没有一个不是尖腮细腿，像

煞读书人的，但穿的都是红衫绿裤。”并将

该画视为珍品收藏。年画中，场面热闹宏

大，形象众多，鸣锣的、打灯的、抬轿的、骑

马的、抬嫁妆的，一个个活灵活现，诙谐有

趣，具有浓郁的生活气息，观之令人莞尔。

春节是我国古老的节日，也是一年中

最热闹、最隆重的节日。童年的记忆里，每

当踏进腊月的门槛，街头就会出现许多摆

年画的摊点，浓浓的年俗味儿扑面而来。

“寒随一夜去，春逐五更来。”虎年的除

夕又将到来。除夕又称大年夜、除夜、岁除

等，是每年农历腊月的最后一晚，过了这一

晚，新岁便要开始了。“残腊迎除夕，新春接

上元”，除夕，辞旧迎新、一元复始、万象更

新，在这一天，漂泊再远的游子也是要赶着

回家来和家人团聚，在爆竹声中辞旧岁，烟

花满天迎新春。

古人为何称这个节日为“除夕”呢？这

就要先从“除”“夕”两个字说起。许慎《说

文解字》解释为：“除，殿陛也。”“殿”就是

宫殿的意思，什么是“陛”呢？《说文解字》

解释为：“升高阶也”，本义指台阶。张舜

徽《说文解字约注》解释为：“本为阶之通

名，后乃用为殿陛之专称。”由此可知，

“除”本义为宫殿台阶。《史记·魏公子列

传》中，“赵王扫除而迎，执主人之礼，引公

子就西阶。”其中的“扫除”即是打扫宫殿

台阶之意，可引申为清除、清理、更替等

义。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中说：“殿谓宫

殿，殿陛谓之除，因之凡去旧更新皆曰除，

取拾级更易之义也。”“除夕”之“除”的意

思也来于此。

再来说“夕”，《说文解字》中云：“夕，莫

也。”“莫”即“暮”，“夕”的本义就是傍晚的

意思。所以旧岁至此夕而除，第二日即新

岁，因此就名为“除夕”。

据《吕氏春秋·季冬纪》记载，古人在新

年的前一天用击鼓的方法来驱逐“疫疬之

鬼”，这就是“除夕”节令的由来。据称，最

早提及“除夕”这一名称的，是东汉应劭的

《风俗通义·祀典》，其中记载：“常以腊除夕

饰桃人，垂苇茭、画虎于门，皆追效于前事，

冀以御凶也。”西晋周处撰著的《风土记》等

史籍也有关于“除夕”二字的记载。

民间还流传着有关除夕的传说。相传

“夕”是古时一只四角四足的恶兽，冬季天

寒地冻，食物短缺，“夕”就到村子里面寻找

食物，由于“夕”体型庞大，脾气暴躁，凶猛

异常，给村民们带来了很大的灾难，每到腊

月底，人们便扶老携幼到附近的竹林里躲

避“夕”。老人们想到恶兽可能会怕红布，

于是四处挂满了红布条。冬季天寒，大家

便在竹林里烧火取暖，村民们把刚砍下的

竹节扔进火中，潮湿的竹节遇到燃烧的烈

火纷纷爆裂，发出噼里啪啦的响声，“夕”听

到响声掉头鼠窜。于是人们便在每年的腊

月三十燃烧竹节，悬挂红布条，以防“夕”的

到来。这就是“除夕”缘起的传说。

晋代以后，除夕的风俗传统开始不断

地演变和流传。晋时有了分岁、守岁之

俗，为送旧、延年之意。南北朝时，守岁这

一习俗就已普遍形成，如“岁暮，家家具肴

蔌诣宿岁之位，以迎新年”，“肴蔌”即鱼肉

菜蔬，也就是备鱼肉菜蔬，团聚守岁以迎

新年。唐代又增加了庭燎、铜刀刻门等。

到了宋代，度岁成为年终大事。吴自牧

《梦粱录》：“十二月尽，俗云：月穷岁尽之

日，谓之除夜。士庶家不论大小家，俱洒

扫门闾，去尘秽，净庭户，换门神，挂钟馗，

钉桃符，贴春联，祭祀祖宗。遇夜，则备迎

神香花供佛，以祈新岁之安。”即在除夕之

日，家家户户打扫房屋，更换门神，贴春

联，祭祀祖先等。明清守岁之风更盛，除

了贴对联、年夜饭、庭燎等，还增加了许多

新名目，如在北方，就有送玉皇、迎灶神、

门檐窗台插芝麻秸等习俗。到了近现代，

为了增添乐趣，守岁时又增加了下棋、拼

七巧板、解九连环、打相思结、猜字谜、掷

骰子等娱乐活动。

随着时代的发展，许多有关除夕的传

统风俗逐步退出了历史舞台，但许多适应

现代潮流的新的风俗也在不断产生，这正

契合了除夕辞旧迎新，一元复始的历史意

义，所以，它必将在未来的历史长河中继续

演绎出新的风采。

如果仅从汉字本身来看，兔是一个象

形词无疑。“兔”字写在纸上，不经意看去，

就好像有一只兔子远远地蹲在那儿。

兔子在生肖中排第四，对应十二地

支，则为卯，故又被称为“卯兔”。

在大多数人的印象里，与兔子的形象

相匹配的往往是聪明、活泼、可爱这些词

汇。它安安静静待在原地时是可爱的，在

草丛里蹦蹦跳跳的样子也是可爱的。

兔子性格温顺，甚至还有点胆小，不

是驯养它的主人，听见脚步声响，它就嗖

嗖地跑远了。即便吃草时，也是竖着耳

朵，时刻保持警惕。

它的行动无疑是敏捷的，这从“静如处

子，动如脱兔”的成语里即可看得出来。因

为灵活不好抓，人们出于“多智近妖”的偏

见，给它加了个形容词，呼其为“狡兔”。狡

兔三窟，多么智慧，又多么狡猾啊！

相较于现实中的兔子，文学作品、民

间俚语里的兔子因为寄托了人的思想和

情感，形象也要丰满得多。“鸟飞反乡，兔

走归窟，狐死首丘，寒将翔水，各哀其所

生”，在《淮南子·说林训》里，兔子是不忘

本的象征；赶兔子过岭——快上加快，拾

柴打兔子——一举两得，兔子不吃窝边

草，兔子急了也咬人，在老百姓眼里，奔跑

速度快、会居安思危、善良老实等则是兔

子身上的标签。有意思的是，兔子的毛色

不同，其隐喻也有差别：“王者德盛则赤兔

现，王者敬耄则白兔现。”而在民间传说

里，兔子更是多子多福、家庭和睦的化身。

兔子不只行走于地上，天上也是它的

活动区域。我在学生时代曾经读过“诗

鬼”李贺的《李凭箜篌引》，里面就有这么

一句：“吴质不眠倚桂树，露脚斜飞湿寒

兔。”可见，至少在唐代，月宫中有桂花树、

有玉兔的传说早已流传甚广。及至读书

多了些，相关的知识也添了一点。其中就

有傅玄《拟天问》所言：“月中何有，白兔捣

药。”既是《拟天问》，想必《天问》里也有涉

及吧，果然，上网略一搜索，发现屈原的

《天问》这般写道：“夜光何德，死则又育？

厥利维何，而顾菟在腹？”看翻译，这里的

“菟”即为兔，当然也有说是虎的。从屈原

生活的年代到现在，已经2300多年。也不

知从什么时候开始，玉兔就成为月亮的代

名词。“金乌长飞玉兔走，青鬓长青古无

有”“著意登楼瞻玉兔，何人张幕遮银

阙”……单是唐诗宋词鼎盛时期，此类作

品就多到数以百千计。

抛却与月亮的联系，与兔子相关的诗

句成语虽多，我最爱《诗经》里的那一句

“有兔爰爰，雉离于罗”。相比于野鸡的凄

惨模样，兔子无疑要从容许多。可惜《毛

诗正义》及后来的专家学者一解读，兔子

倒替某些不良的人背了锅。

文学作品里，兔子还曾以英姿飒爽的

样貌出现。“双兔傍地走，安能辨我是雄

雌？”《木兰辞》里的两句诗，让多少人为之

感慨动容？循着诗句回溯，一幅具有浪漫

主义色彩的画卷缓缓展开，画上记录了花

木兰女扮男装替父从军并且取得战功凯

旋的故事。

有趣的物与事可以突破空间的屏障，

兔子即是如此，不独中国人喜欢它，外国人

也喜欢它，而且这种喜欢跨越了年龄的界

限，从古代绵延至今。不信你且看它在书

籍及影视剧里的出现频率，足以说明问题：

它时而出现在童话里，时而出现在寓言里，

时而出现在历史典籍中，时而又出现在时

下流行的动画片中……仿佛比起平铺直叙

的陈述来，以兔为喻要显得更有说服力。

兔，是一种小巧和讨人喜欢的动物，也

是十二生肖之一。松江方言里，有不少关

于兔的乡谚俚语。例如：

（1）老虎皮，兔子胆

形容外表严厉强硬，内心怯懦软弱。

如：伊看上去五大三粗，面孔凶相，实骨子

是老虎皮，兔子胆，胆子小来勿得了。

（2）老板鸭追兔子

形容双方实力悬殊，相差甚远。如：格

家亏损企业，现在搭创利大户相比，就好比

老板鸭追兔子，相差一大段。不过，只要加

大改革力度，全力科技攻关，老板鸭还是有

希望追上兔子格！

（3）兔子做窠，安家落户

也说“燕子衔窠，安家落户”。意思是

到一个新地方安家，长期居住。如：改革开

放以来，勿少外地人到松江创业。如今兔

子做窠，安家落户，成了事业有成、家庭幸

福格新松江人。

（4）兔子看人眼睛红

眼睛红：红眼病的比喻意，也说“眼红”

“眼热”。比喻嫉妒别人比自己好。如：看

到人家发财，侬勿要兔子看人眼睛红；要成

为一个真正格企业家，侬必须脚踏实地，加

倍用功。

（5）兔子急了也会咬人

也说“兔子勿急勿咬人”。兔子是一种

食草动物，胆小，性情温和，一般不咬人。

但如果人们戏弄它，兔子被逼到窘急时，也

敢咬人。比喻善良温顺的人到了忍无可忍

时，也敢于拼命反抗。如：解决矛盾要心平

气和，千万勿能拿对方逼到死角。要晓得：

兔子急了也会咬人。

（6）兔子尾巴勿长

也说“兔子尾巴长不了”。兔子生来尾

巴短。比喻无法长久维持。如：做生意要

懂生意经。否则，兔子尾巴勿长，随便做啥

生意侪要关门打烊。

（7）兔子弗吃窠边草

也说“兔子不吃窝边草”。表层意思是

兔子不吃自己窝旁的草。但是，人们引用

这句俗话，是取它“与邻为善”的引申意。

告诫人们，别在家门口或当地干坏事。不

去侵犯周围人的利益。如：冒失鬼道：“兔

子弗吃窠边草的；这只兔子如何倒在窠边

吃草？”（松江方言小说《何典》第八回）

（8）黄鼠狼放个屁，吞煞老兔弟

也作“黄鼠狼放个屁，吞煞老土地（土

地爷）”。吞：熏；吞煞：熏死。黄鼠狼的屁

奇臭且有毒。当它遭遇敌人时，常会使用

放屁这一招杀伤对方，然后乘机溜之大

吉。如：讲起“黄鼠狼放个屁，吞煞老兔

弟”，人们常会说到一则趣闻。有只黄鼠狼

跑进了杭州一居民家中的洗衣机里。消防

员决定先把黄鼠狼转晕，而黄鼠狼则故伎

重演，放了一个奇臭无比的屁。谁承想，这

一回黄鼠狼是自作自受，在洗衣机这狭小

的空间里，这屁差点儿把自己给吞煞。人

们笑言这回是：“黄鼠狼放个屁，吞煞伊自

己，笑煞老兔弟。”最终，消防员将这只被转

晕熏昏的黄鼠狼捉出，带到一处无人的草

丛里放生。（《黄鼠狼爬进洗衣机被转晕，放

屁差点熏死自己》千龙网）

姐夫寄来一些香肠，浓浓的家乡味，

不仅让我想家，也意味着要过年了。

打开一看，红白相间的香肠映入眼

帘，一股香味扑鼻而来，酒香夹杂着肉

香，可谓色香味俱全，口水忍不住流出来

了！我把香肠挂在阳台上，一串串，一排

排，很是壮观！取一段放锅里蒸，伴随

着水蒸气的升腾，满屋子都是香气。之

后将香肠冷却切成薄片，一盘腊味新鲜

出炉了。

咬上一口，肉质紧密非常有嚼头，虽

然有肥肉但不油腻，非常开胃下饭。充盈

的肉汁夹杂着咸香微甜的滋味在齿间绽

开，让人回味无穷，吃完还想再吃，根本停

不下来。一会儿工夫，一盘小山似的香肠

夷为平地。香肠不仅下饭，更是下酒神

器，喝上一口酒，再狠狠地咬上一口肠，这

种感觉真是让人欲罢不能！

吃着这美味的香肠，我的思绪一下子

飞回老家。每到腊月，天寒地冻、气候干

燥，正是做各种腊味的好时节。那时，家

家户户都忙起来，为过年做准备，腌制鱼、

肉、鸭，还有灌香肠等等。这些腊味做法

大都比较简单，基本上都是用大量的盐和

少许的白酒再加一些去腥的调料腌制而

成，之后高高挂在屋檐下的墙上风干，长

长的腊肉香肠，大块的鱼肉，站成一排排，

一起接受冬日暖阳的“烤”验。

这些腊味在寒风凛冽中不断瘦身，颜

色慢慢变深，香味也越来越浓，晒出的油

水不停地滴到地上，在阳光的照射下，金

光闪闪，煞是诱人。每当这时，我总是喜

欢站在墙角下，仰望众多的腊味，引得口

水直打转，肚子咕噜咕噜叫。有时实在忍

不住就端一碗米饭过来，边看边吃，好像

吃的就是腊味一样，不知不觉米饭就吃个

精光，真是望肉止馋！

这时，我就掰着手指头盼望过年，这

样就能吃上觊觎已久的腊味了。到了大

年三十，父亲搬来长梯靠在墙壁上，小心

翼翼登上楼梯把腊味一一拿下来，按需在

每个品种上切下一段，剩余的又重新挂在

上面。母亲把切下的腊味做成一道道美

食，还未来得及端上餐桌，我们姐弟几个

就迫不及待地狼吞虎咽起来。一阵狂轰

滥炸后，只留下现场一片狼藉，我们吃得

真是过瘾……

淮海路上的淮海公园
袁念琪

年画里的新春佳节
钟 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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