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小时候，我最喜欢过年。

我穿着妈妈连夜赶制的花棉袄，拎

着奶奶用油纸糊成的小灯笼， 男孩子揣

着几个红红的鞭炮， 女孩子口袋里装的

是糖块， 我们姐弟几个高兴地在院子里

追逐……

儿时过年似乎是从腊月扫房开始，

记得那个时候几乎家家都有的几件摆

设：三节红躺柜，上面摆着茶坛、掸瓶、

帽盒， 还有一个大件就是挂在柜子上

方山墙上的“靠山镜” ，几乎占据了整

面的山墙，镜子两旁是四条屏，上面绘

着四季风景或花鸟虫鱼， 十分地好看。

平日里舍不得挂的绣花门帘也会拿出

来挂上，上面绣有“许仙借伞” 一类的

图案，让家立刻变得与平日不一样，在

孩子的心中简直就是蓬荜生辉。 还有

就是贴年画， 过年赶集的时候总要买

几张年画回来，年画有图又有故事，家

里买不全， 小孩子就要挨家去看别人

家的年画。

守岁是年的高潮，年三十的这天下

午， 一家人吃完饭就该围坐在一起守

岁了，一年 365 个夜，只有这一夜讲究

最多， 说话要说吉祥话， 诸如不能说

“坏了”“破了”“完了” 之类。 除夕夜

发压岁钱之前不能睡觉， 因为这一夜

预示着你一年的精气神儿。 可是由于

那个时候家里没有电视， 再加上吃得

过饱，总是熬一会儿就困，于是大人们

就想法子哄孩子们不睡，猜谜语，讲故

事， 到了 12 点外面放完鞭炮还要洗

脸， 然后在早就铺好的垫子上面给老

人们磕头， 边磕边眼巴巴地等着老人

从口袋里往外掏压岁钱。

初一的早晨是不可以睡懒觉的，因

为有人来拜年， 家里的男人也要出去给

别人家拜年。 儿时住的村子几乎都是一

个家族的，所以拜年很有讲究，除夕的夜

里吃完饺子男人们都要到供奉 “家堂”

的地方去拜祖宗， 初一的早晨是男人们

拜年， 六七岁大的男孩子都要被带着去

拜年，初二是家族中的女人结伴拜年，花

枝招展，好看又热闹。初三以后是亲戚们

拜年，哪一天来没个定数，要视路程的远

近了。

正月里“办会” 也是那时过年的一

件大事，“办会” 就是扭秧歌，踩高跷，跑

旱船，也就是“秧歌会” ，外面的锣鼓咚

咚地一敲起来， 孩子大人们就在家里坐

不住了， 有那么几年几乎每个村都有自

己的秧歌队， 从正月初三就开始一直到

正月十五结束， 最隆重的时候几个村里

要聚在一起来一场表演赛， 不知道演员

们累不累，小孩子们是够累的，小脸冻得

红通通，一个正月里追着看。那个时候人

们过年对“秧歌会” 的期盼不亚于现在

的春晚。

时光飞逝，转眼又到春节，可忽然感

觉这些年，年味淡了很多，物质生活的极

大丰富，使得传统的年也在发生着变化，

而儿时的年，不仅记忆深刻，而且回味悠

长，让人难忘。

春节，无论身处何地、何种境遇，

我们的心都会释然放空、调至最暖，向

着家的方向，不辞辛劳、辗转奔波，与

故乡相拥，与家人团聚。 多年离家，恍

然成“客” 。 故而，年终，我总在筹划，

一定要将除年货之外，最好的礼物，塞

入行李，共赴归程。

故乡，最忆是蓝天。 雾霾当道的日

子，那片任性通透的“故乡蓝” ，就愈

发清澈，屡屡入梦。 春节，一定将新买

的相机、手机带回家，全景记录下那片

迷人的“故乡蓝” ，以及那片天空下令

我魂牵梦萦的山川树石、田野老屋，令

我朝思暮想的家乡味道、邻里乡亲，还

有生我养我的年迈爹娘； 这将是我来

年“反刍” 的给养，永远的乡愁。

无论多忙，写作，我一直在默默坚

守。 春节，一定将新写的散文整理、打

印、装订带回家，读给父母听，留给二

老看。 相信这些透着温度的文字，定将

在老家“地气” 的熏蒸下，变得更有味

道和厚度。

妻子说： 做家务的男人， 最有魅

力。我信了。工作之余，时常下厨，并跟

着电视网络琢磨了几道拿手菜， 且屡

试不爽， 一不小心夺了妻子家庭主厨

的位子。 春节，一定将新练的做菜手艺

带回家，孝敬一下父母。 用土生土长的

红薯，做盘拔丝红薯；用家种黄豆制的

豆腐，做盘麻婆豆腐；用家养土猪的前

腿， 做顿红烧肘子； 用农家肥种的南

瓜， 做锅南瓜八宝粥……由我掌勺的

年夜饭，定会弥补很少回家的亏欠，让

辛苦一年的父母略感安慰，绽放笑颜。

女儿是我的小棉袄， 更是父母的

宝儿。 一晃，从个小不点儿，长成了大

姑娘。 春节， 一定将长大的女儿带回

家。 我也会鼓励女儿将新学的歌曲，唱

给爷爷奶奶听； 告诉女儿给奶奶梳一

梳头，给爷爷捶一捶背。 儿孙绕膝的天

伦之乐，定会让父母幸福满满。

有一道 “我们还能陪父母多久”

的算术题， 一直现实而残酷地拷问着

我的心。 每过春节，快乐之外，还有伤

感，伤感于陪伴父母的次数又减一次。

春节， 定要尽可能把手头的工作处理

完，把手机放下、网络关掉，把活动压

缩、应酬减少，将更多陪伴父母的时间

带回家，陪父母晒晒太阳聊聊天，回忆

过往、了解近况、谈论将来；陪父母逛

逛街串串门儿，与乡邻互致问候、加深

感情；陪父母干点活，吃顿饭，哪怕默

不作声坐一会儿，都是最温暖的时光。

回家过年。 离家在外，风光也罢、

落魄也罢，成功也罢、失败也罢；有为

也罢、无成也罢；春节，这一刻，我们都

回归一个共同的角色：故乡的游子，父

母的孩子。 即便回家变回铁蛋、翠花，

对故乡、对父母而言，你，始终都是春

节带回家的最好礼物！

年画情结

■俞国荣

赏年画、 贴年画向来是我年前的

“必修课” ，它已陪伴我走过了半个多

世纪的历程， 这是升腾在我心里的一

道愉悦而美丽的风景， 是我从心里打

开通往新年的第一扇“门户” 。每年年

关母亲到墟镇采买过年物品时， 我都

会跟随母亲前往， 既欣赏年画亦帮母

亲选购心仪的年画。

年前乡下的墟场甚是热闹， 年画

市场的兴旺更是别样红火， 以至每个

墟镇都会临时辟出一条街道， 专作年

画对联的经营场所， 这是最吸引我的

地方。

但见应节喜庆年画和对联铺天盖

地琳琅满目， 其夸张的人物造型和艳

丽多姿的色彩相当吸睛， 它彰显着人

们对未来的憧憬、 企盼， 并且展示着

人们所寄予希望的祥和、 喜庆的氛

围，真是让人陶醉。

张贴买回的年画，这是辞旧迎新

的过程， 喜滋滋的我总爱哼着欢快

的小调， 边欣赏边小心翼翼地将大

门两侧的旧年画揭下来， 把新年画

贴上去， 再顺手把旧年画转贴在堂

屋的墙壁上，这样的余物利用，可遮

盖因灶膛长年烟熏火燎而染黑了的

墙壁，发挥美化装潢作用，不经意间

竟又形成了年画画廊的效果， 新画

旧画总相宜，为寒舍陋室增色不少，

我很欣赏和享受这个愉悦的过程。

现在的我， 每年年关依然执着地

徜徉在人头攒动的小镇年画廊中，一

如从前地寻觅、欣赏、选购，就这样在

年画快乐的氛围里， 走过青春年少、

迈入中年， 与年画一起图腾着美好生

活愿望的美景。

拜年是中国民间的传统习俗，是人

们辞旧迎新、 相互表达美好祝愿的一

种方式。 古时“拜年” 一词原有的含义

是为长者拜贺新年， 包括向长者叩头

施礼、祝贺新年如意、问候生活安好等

内容。 遇同辈亲友，也要施礼道贺。 拜

年的时间一般为初一至初五， 过了腊

月初八就走亲访友多被视为拜早年，

而正月初五以后、 十五之前走亲访友

为拜晚年。

那一个个平淡中透着欢悦祥和的

新年记忆，恍如昨日，历久弥新，各种

拜年形式背后都是浓得化不开的亲

情、友情、爱情……怎一个“情” 字了

得！

记得小时候，大年初一，我和姐姐

便会穿上新衣，去给爷爷奶奶拜年，把

小椅子往前一摆，跪在上面，像模像样

地给爷爷奶奶作揖拜年， 祝福爷爷奶

奶健康长寿。 爷爷奶奶受拜以后，总会

将事先准备好的压岁钱发给我和姐

姐。

小时候，春节头两天，带着糖果等

礼品跟着父母走家串户， 去给长辈们

拜年。 有时春节，在外地工作的爸爸不

能回家过年， 妈妈就给爸爸写长长的

信，或拍封言简意赅的电报，这浓浓的

夫妻情、母子情、父女情都由信鸽衔着

这两地书，在空中悠悠地传递。

上世纪九十年代，家里摆了个公用

电话摊，每逢除夕晚上，冷清的街上关

门闭户， 只有我家公用电话前排起长

队，都是等着电话拜年的人们，听着他

们一句句暖人心的问候， 真不忍心收

他们昂贵的长话费。 1995 年， 我有了

一个数字传呼机，那时一到春节，传呼

机就会响个不停， 我就冲到电话摊去

回电话。 后来就有了中文传呼机，总算

可以将祝福用文字传递了。 再后来就

有了手机，过年会收到很多拜年短信。

我读书时，会用省下来的零花钱去

买精心挑选的贺卡，用贺卡拜年。 读研

时， 我喜欢给朋友用邮件发电子贺卡

拜年， 那唯美的动漫画面再配上美妙

的音乐，感觉在送上温馨祝福的同时，

让心与心一起分享、碰撞，一起经历一

次纯净美好的淘洗！

后来大家开始用微博、 微信拜年，

或视频拜年， 并与朋友们分享自己拍

摄的新年照片、视频等。 和千篇一律且

拥堵不堪的拜年短信相比， 似乎还更

省钱、省力，且事半功倍，不用担心电

话占线，更不用四处走亲访友，动动手

指就能向各方朋友表达心意。

无论时代如何变迁，拜年的方式怎

样改变， 人们通过拜年传递的各种感

情，表达的各种心意永远不变，如岁月

酿的那壶老酒，越久越醇！

新年的清晨， 打开窗户， 清新的阳

光，微冷的空气，一个干净的早晨，新年

就是这么好。

新年的来临，总是让人快乐的，可以

忘掉忧伤与失落，委屈和痛苦。新年里更

多的词汇是：愉悦和憧憬。

新年这一天，和其它的日子一样，不

会多一分钟也不会少一秒钟， 会有风也

会有雨。 但新年这一天拥有着不一样的

心情，心情是美好的，心里是暖暖的。 在

新年的钟声里， 许的愿能不能实现并不

重要，重要的是，每个人都充满了希望，

都有了幸福的表情。

新年来了，阳光雨水，空气和心情，

都是新鲜的。在新年的时光里，揣着一颗

清新的心，过着崭新的日子，虽然生活还

是那样平凡，但有些东西永远不会老，比

如爱与希望。 新年就是辞旧迎新，“年年

岁岁春相似，岁岁年年景不同。 ” 一元复

始，万象更新。 新年是一种温暖，幸福顷

刻间写在脸上，在新的生命年轮中，我们

每个人都种着自己的梦想。

生活中， 只要我们学会放下一些东

西，日子便会变得简洁单纯。虽然每一天

依然忙忙碌碌的， 但只要把每一天过成

新年，就可以活得出彩而不乏味。最重要

的是， 新年会让我们心底温暖， 内心有

爱。我们要把过去每一段走过的路，细细

密密地将它们扎成岁月的花朵， 在未来

的日子里飘满花香。

新年，唤起新的起

点， 我们在成长中感受

成熟和美好。把每一天都

过成新年， 新年每一天都

是崭新的， 翻过旧的一页，

打开新的一面， 带给我们一

年无限的希冀。新年万象更新，新在美好

的新生，新在希望的萌芽。只要我们从容

地面对生活，用心做好每一件事，每一天

都会怒放幸福、绽放芬芳。

新的一年开始的时候， 随之而来的

是新的希望， 新的动力。 每一天都是新

年，让我们健康愉快地过好每一天。新年

的钟声敲响，新的脚步迈开，新的希望就

在前边，愿我们把每一天都过成新年。

把每一天都过成新年

■张宏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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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的春节感觉没过多久，又到新

一年的春节了。 大人与孩子心目中的

春节最大的不同在哪里？ 答案是：大人

害怕过春节， 不喜欢那种 “转瞬又一

年” 的感觉，而孩子盼着过春节，一年

盼到头，觉得时间特别缓慢。

作为一名出生于 1970 年代中期

的人，对于过年这件事，70 后恐怕要比

80 后、90 后的人要有更深的感触：物

质匮乏时代的年， 才更有年味———这

句话貌似矛盾，但事实的确如此，也正

是随着日子越过越好， 人们才觉得年

味越来越淡的， 反倒是碗里有块肉就

能幸福好几天的日子， 过年才有节庆

的气氛。

我对过年的印象，还不只是那些丰

富的吃食、欢乐的庆祝活动，而是那种

过年的氛围，尤其是家庭情绪，会有一

个很明显的变化： 平时脾气暴躁的家

长， 临近过年的时候， 脸上有了笑模

样，而整日爱唠叨的大人，虽然还少不

了唠叨的毛病， 但语音里明显多了些

欢欣……那些平时因为调皮被呵斥甚

至劈头盖脸被打一顿的孩子， 每逢春

节到来前，胆子也大了几分，哪怕再闹

腾，换来顶多是家长骂一顿，打是不会

挨打的了。

这大约是继承了农耕社会的传统：

过年的时候不能生气， 要吃好的喝好

的，大人孩子都要尽情玩耍，见人要说

喜庆话，哪怕日子过得窘迫，但就算装

也得装出个志得意满的样子， 大过年

的，没人愿意看到谁长着一张黑脸。 种

了一年地，受了一年苦，年底就算盘算

收成时不理想， 也得咬咬牙把一口气

咽了，等过了年，再去卖力气，再去拼。

所以，农村孩子盼过年，除了盼一

个热闹外，隐约也盼的是，能够有一个

正常的、温馨的、友好的环境，在这个

环境里感受到爱、欢乐、安全感。 发明

春节的祖先们有先见之明， 立了种种

的规矩，因为这些规矩都是盼着人好，

所以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都被很好地

传承了下来……现在大城市里不还流

行一句话：“有钱没钱，回家过年” ，每

逢春节临近，一线大都市的火车站，就

塞满了乡愁， 平时在写字楼里互称英

文名的白领们， 又变成了回乡过年的

秀娟、阿香、建军、建国……

我也是回乡过年大军中的一员。童

年过春节的记忆，已经渐渐模糊了，但

过年的兴奋心态还是有的， 骨子里的

基因也决定了， 快过年的时候脸上要

喜气洋洋，要对孩子尽量友好，把零花

钱给足，宠着点儿也没关系，因为童年

的时候，祖辈、父辈的人就是这么对待

我们的。

童年春节印象最深的三件事，一件

是放炮仗，一件是拜年，还有一件是看

舞狮子。 对于孩子来说，放炮仗是过年

时最刺激、也是最符合“合理捣乱” 范

围内的一件事了。 村里供销社，早早地

就进货了，离春节还有大半个月，村里

就没停过爆竹声响， 土路上就没缺过

一片大红的爆竹皮。 很少有孩子正经

放爆竹，都是变着花样放，最常见的就

是往粪坑里扔炮仗，炸得满墙、满地都

是大粪，事惹大了，免不了被大人揪住

象征性地踢几脚。 还有一种放炮仗的

方式，就是每人手里捏一只炮仗，喊声

“一二三” 之后点火，然后拼谁胆大，

最后把炮仗扔出手的那个孩子，是“英

雄” ，就是这样，每年村里都有某个孩

子的某根手指，被炸肿或炸裂了。

拜年是一个孩子最简单直接获得

收入的渠道。 先给直系亲属拜年，后给

家族长辈拜年， 最后给村里走动较多

的邻居拜年，无论给谁拜年，孩子们都

很直接， 过年话不用说， 一个头磕下

去，人家就懂了，一个红包就塞进手里

或口袋里， 红包里装着从五毛到五元

不等面值的钞票，没红包给的，就塞一

把花生或者糖块， 大年初一一整天下

来，每个孩子都成了小小的富翁，要赶

在父母把压岁钱收去“代管” 之前，能

挥霍多少就挥霍多少。

孩子花钱的地方， 要去县城里，春

节期间的娱乐活动， 集中在县城中心

繁华地带，人群挤得像个麻绳疙瘩，但

大家都不嫌挤，觉得只有这么挤，才有

过年的劲儿。 除非有一样，舞狮队过来

的时候，人群会一下子散开，不敢不散

开，为了欢迎舞狮队，每家单位都会点

燃一串大炮仗，被炸到就不是小伤，另

外， 舞狮人当中那个藏在狮子肚子里

的家伙，有时会犯坏，被他蹬上一脚，

也够受的。 最大的舞狮队有几十号人，

除了大大小小的狮子，还有划旱船、骑

毛驴、 踩高跷的表演， 怎么看也看不

够，通常会有一些孩子会从头跟到尾，

一直到快天黑时才恋恋不舍地回家。

至于穿新衣、吃美食，这在孩子的

春节生活当中，就不算什么大事了。 相

比于物质供给上的富足， 孩子对过年

的最大需求，其实是精神满足，只要能

开心地玩，其他都不算什么。 这是我很

久之后才想明白的一件事情。 都说现

在孩子们过春节觉得没意思， 不在于

红包越来越厚， 也不在于能够往有花

有海的南方飞，而在于现在的孩子，已

经不能像从前那样，放肆地疯玩，在一

个开阔的空间里， 与整个社会建立起

某种联系了。

作为一名 70 后， 已经在这个世界

上过了四十来次春节的人， 想告诉那

些愿意把春节过得有意思一些的朋友

们，春节最好的过法，是让自己的情绪

饱满一些，忘记一年来的辛苦与烦恼，

像个孩子那样， 投入地、 开心地玩起

来。

幼时年事

■鲍海英

春节，把最好的带回家

■白万伟

故乡的春联

■俞益萍

往日时光一如昨天， 小学三年

级寒假的一天早上， 母亲早早叫醒

我， 在房屋后空旷地上扫一大片落

叶， 村中几个男生一起抬四个方桌

拼在一起，又放了板凳；好几个村的

对联都是父亲一字一字写出来。 那

带着墨香的对子铺满空地，小石子、

小凳子和书都成压对子的工具。 站

在对联中拿着竹竿， 把风吹歪滑到

边的小石头推正； 赶走好奇跑来对

联这里溜达的鸡鸭。 千百张对联整

齐排在地上， 横批夹在晒床单的绳

子上。北风自树梢吹来，悬空整排的

对联，争先恐后地飘起优雅的舞姿；

为浓浓的新春做了第一次的排练。

一阵阵风吹得红纸哗哗响， 有种沙

场点兵的气势。

红色的对联阵势如一团祥和

的云，从天空遗落人间。 下午等风

干才把对联逐一收起， 背面写着

主人的名字，上联下联加横批，整

齐地卷成一卷才算完成。 这时不

远处已有狗吠或鸡鸣， 袅袅炊烟

从屋顶升起……

多年后的今天，每到过年，那一

整片红通通的对联依然鲜活， 一如

在昨天！

一名 70 后的过年记忆

■韩浩月

拜年年年新 心意岁岁醇

■宋莺

春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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