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时光如白驹过隙，一转眼又过了一年，现在越来越多
人感觉到春节越来越没有年味儿，越来越平淡。事实真
的如此吗？

仔细回想一下小时候，的确啊！那时候一到过年多
兴奋，提前一个多月家里就开始准备了，置办年货，买新
衣服，打扫房子，准备红包，还有预备三十晚上放的烟花
爆竹，一直忙碌到过年。三十那天，家里长辈更是起了一
个大早，准备丰盛的年夜饭，而我们这些小孩子春节聚到
一起，难得没有大人督促学习，更是玩野了。到了晚上，
丰盛的年夜饭，都是平常吃不到的好东西，饭后给长辈拜
年，还有一笔丰厚的红包。全家一起看春晚，那时候觉得
春晚真是好看，拿着报纸对着节目单，陈佩斯、朱时茂的
小品是每年最期待的。

现在的春节，好像都是在饭馆订的年夜饭，选个差不
多的套餐，一家人吃个饭，之后回家，好处是不用再洗山
一样的锅碗瓢盆。春晚好像也越来越没意思了，没有什
么想看的节目，父母、叔叔、婶婶们一起打麻将，等到夜里
11点开始包饺子，一过12点，大家美美地吃一顿，不得不
说，其实这才是我最期待的年夜饭，比头天晚上那顿吃的
舒服多了。

我们现在的生活越来越好，什么样的美食平时都能
吃到，不需要等到春节，喜欢的衣服随时都能买，更是没
必要等到春节。物质生活水平提高了，天天都像是在过
年，真到了过年这一天，反倒觉得没什么新鲜感了。再说
说春晚，我们现在迎来了信息爆炸的年代，大家获取信息
的手段越来越多，各种贺岁电影、电视点播平台、网络上
的综艺节目，数不胜数，大家接触的节目太多，看到什么
也不觉得新鲜有趣了。与其说是春节越来越没有年味
儿，不如说现在好东西太多，生活中处处充斥了各种各样
的快时尚，我们已经很久没有细细的品味生活，品味春节
了。想想看，我们有多久没有洗手做羹汤，为家人奉上一
桌美食了；我们又有多久没有在假日中陪伴父母，共享天
伦了；工作、子女各方充斥的压力，让我们感到疲惫的同
时，我们又有多久没有让自己放松下来，花心思经营自己
了。现如今，我们拥有的太多，反而越来越不珍惜……

经营生活，从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现在开始，陪父
母包一顿饺子，在春节长假中安排一次全家自驾游，不用
特意规定形式，慢慢走，慢慢品味。就会发现，春节依然
年味儿十足，生活仍然处处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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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 席地而坐
倾听大地深处
发芽的歌声

这干净的世界安静
回到童年 回到初生

我用对新鲜的回忆填充额纹
新鲜中的回忆

我的母亲多么年轻

她忙碌的日子
在腊月不惧北风

我欢喜看她发面蒸馍
甚或点一锅清水豆腐

连同点化所有操劳艰辛

在热气腾腾的家务活儿里

我们嗅到年味儿

而幸福就是小鸟
在大雪铺地的冬日
有小虫或者粟谷

街上响起零星的鞭炮，冷清的日子忽然添了温度，
有了盼望。腊月已过半，年越来越近，空气里似乎都飘
散着喜兴的年味儿。

家家户户开始忙乱起来，一扫平日的沉闷刻板。
大人们脸上浮起久违的笑意，忙碌地做着各种准备。
孩子们比以往更加活跃，跑出跑入掩饰不住内心的期

盼和欢喜。惯常的日子像这漫长干
冷的冬季，毫无新意，人们早已厌
倦。他们渴望有个借口调剂这单调
乏味的生活，渴望有个欢悦的理由。

盼年，最大的盼望是舌尖上的
美味，这对辛苦一年的山里人家是
最大的诱惑。那些平时舍不得吃、
顾不上做，抑或就是非要等到过年
才有资格享用、才能心安理得享用
的美味佳肴，此刻都要盛装出席，缺
一不可，倘若少了一样儿，似乎就是
整个年的缺憾。

那些不知流传了多少年多少代的
歌谣，在被冷落了整整一年后又开始
在街上流行，童声在街巷里唱和，风把
它们传播到四方：“二十三，糖瓜儿粘；
二十四，扫房子；二十五，磨豆腐；二十

六，宰羊肉；二十七，杀公鸡；二十八，把面发；二十九，全都
有；三十儿，擀饺子皮儿……

小年一过，家家开始挑选绿豆准备泡豆芽，拿出平
时不用的砂瞽子、大瓦罐，拂去一年的积尘，洗净后放
入滚烫的开水，待能伸手时把绿豆倒进去，紧接着不停
地用葫芦瓢扬。满屋是蒸腾的雾气，绿豆在热水里翻

滚，水逐渐变绿。经过高温催芽的绿豆端到温暖的土
炕一角，用棉被盖住，很快膨胀破肚，第二天就会冒出
尖尖的细芽。早晚各滤一遍水，白胖胖嫩生生的豆芽
开始比着个地疯长，它们攒足劲从瞽子里、大瓦罐里冒
出来，迫不及待，就像孩子们对年的急切渴望。

绿豆芽还没长成，家家又着手准备做豆腐，这也是
年节的重大事项，不做豆腐的人家会被邻居笑话。

饱满的黄豆上锅小火一炒，经小石磨轻轻一碾，黄豆
皮就脱落了，簸萁一簸一吹，球状的豆皮就分离出来。金
黄的豆瓣用温水泡涨，挑到磨坊开始磨豆浆。一圈一圈，
磨道的路没有尽头，磨盘里乳白色的豆浆汩汩地流出，也
没有尽头，等用大石磨磨完所有的豆瓣已是晌午。

做豆腐是过年的一件大事，男女老少全都参与进
来，男人忙着垒灶、借大铁锅、大盆、挑水、劈柴等粗活
儿，女人负责点火烧水、攥豆渣煮豆浆，点卤压豆腐等
细活儿，孩子们被喊来打下手，添柴加水各司其职，经
过大半天的忙碌，大盆小盆全都盛满香喷喷白嫩嫩的
石磨豆腐，满院飘着豆腐的清香。

豆腐做成了，孩子们眼巴巴地守在盆边，急切地等
待着，看着大人把豆腐打成块儿。大块方正的豆腐要
留到过年待客，那些边条豆腐被用来犒劳忙乎了大半
天的馋嘴孩子，这也是每年的惯例。一双双贪婪的小
眼睛放出急切的光芒，捧着碗围成一圈儿，等着属于自

己的犒赏，分到的孩子撒上一撮细盐，滴上几滴酱油，
温热的碗里散发出更加诱人的香气，闻着就让人馋涎
欲滴，只几口小半碗豆腐下肚，心里由衷地感叹——过
年真好！

除了舌尖上的美味，盼年还有其他的内容，男孩子
缠着大人买花炮，放一挂小鞭，在火爆的劈啪声中，他
们会拍手跺脚高兴半天。女孩子则盼着过年买好看的
头绳、穿漂亮的新衣服。

每到过年，家里几乎都要给孩子们添件新衣，大人
节衣缩食，也要让孩子过年见见新。

记忆里的童年我有一件年衣，那是一件葱心绿的
平绒袄，缀着五颗镶水波纹的红纽扣，柔软的面料翠绿
的颜色，鲜红的纽扣像小兔子的眼睛，让人十分喜爱。
平时母亲把它放在衣箱的包袱里，大年初一才允许我
穿，过了初五就洗干净放回去，等到来年过年再穿。这
件葱心绿的平绒袄伴我过了三个大年，因为它，我盼年
的心情尤其显得迫切。

曾经无数次，我解开包袱抚摸着漂亮的新衣，想象
着穿在身上的美妙，也曾板着指头数日子，恨不得一次
撕掉年前那几页日历，漫长的等待，越到最后越心急，
小小的心里体味着度日如年的滋味……

童年已走远，发生在童年里关于年的美好事物，却
让人一生回味珍藏。

日出日落，斗转星移。爆竹除旧岁，新桃换旧符。
2018年春节就要到了。

中国人传统中的新年，指的是阴历年（也称农历年）。
史料记载，我们的祖先从夏朝时就把农历正月初一定为
一年的岁首，及至汉代将此日定为农历新年。辛亥革命
时期，我国开始用公历纪年法，同时把农历正月初一定为

“春节”。我们将迎来的2018年春节是戊戌年，俗称狗年。
狗，生性忠诚机警，敏捷勇敢。多少年来，上至达官贵

人，下至平民百姓，狗一直为众人所宠爱。其中在故宫博
物院收藏的老照片中，就不难发现皇帝、皇后、嫔妃身边
常有爱犬相伴的照片。当年，宫廷画家沈振麟深知道光
皇帝非常喜欢宠物犬，便创作了一幅小狗在庭院嬉戏画
作。道光皇帝看到画作后，还亲自为两条小狗书写了“泼
墨形容超品俊”和“裁花样色出群驯”赞语，并制作为《画
犬图扇》。

无论子年、丑年、酉年、戌年，每年春节人们都要贴福
字、写春联、贴年画、剪窗花、放鞭炮、吃饺子，都会记起爸
妈的叮咛、爱人的牵挂、儿女的思念，忆起儿时或故乡的小
街胡同、炊烟烛光、乡情乡愁。特别是新时代的今天，一个
个“福”字，一副副春联，不仅贴在了我们每家每户的门上，
还贴在了“复兴”“天眼”“蛟龙”“量子”上，贴在了连通世界
的“一带一路”列车、货轮、航班上。

春节，属于孩子，属于童年。早年，孩子们总是盼着早
一点过年，因为那时过年寓意着有冰糖葫芦、新衣新帽，
有兔爷风车、花灯鞭炮。而今他们盼着过年，盼的是动漫
童话、儿童乐园，是庙会小吃、爸妈陪伴。孩子们的童年，
就是一首童谣，是一幅歪歪扭扭的水彩画儿。孩子们需
要热闹的氛围，需要亲情的呵护，需要爸妈牵着他（她）的

手，去庙会看看，去儿童乐园玩玩。回想我们的童年，其
实也是这么简单。

春节，属于外出做工、创业求学那些人。此时此刻，有
多少人思念家乡？有多少回家的脚步、思乡的心情、归途
的行囊，急匆匆，沉甸甸。三百六十天的等待与牵挂，一
直埋藏深山峡谷、江河隧道、酷暑严寒的工地上，铭刻在
勤奋劳作、不懈拼搏、创业前行道路上。是他们不断刷新
中国桥、中国路、中国车、中国港、中国网的纪录，是他们
在“中国气派”“中国担当”“中国风格”“中国智慧”上增加
了一道道力量。所以，他们最有理由享受春节、享受团
圆、享受甘醇的美酒！

春节，属于父母亲，属于乡愁乡情。不管父母如今是
老有所为、体魄康健状态，还是平淡无奇、疾患缠身的境
况，他们一生都勤奋努力、望子成龙，希望儿女行稳致远、
平安幸福。过年了，父母有什么想法，有什么期望？最大
想法，无外乎是理解宽容，最大的期望无外乎是儿孙绕
膝，陪他们吃顿饭、聊聊天儿。父母的谦逊担当、宽怀包
容，我们知道多少？父母内心的酸甜苦辣、乡情乡愁，我
们能读懂多少？诗人苏轼在《守岁》诗中曾说：“明年岂无
年，心事恐蹉跎；努力尽今夕，少年犹可夸！”意思就是两
个字：珍惜。大年三十晚上守岁之时，倾心听听父母琐碎
的唠叨，仔细看看父母脸上、手上皴裂的皱纹，或许就读
懂了父母和乡愁，就读懂了自我和人生。

灵犬报捷，瑞兽祝福；爆竹声脆，杯酒醇香。新年，属
于走向新时代的祖国，属于迈向美好生活的中国人民。
打开心中那扇春天的门扉，书写一首追逐梦想的诗章，歌
唱对美好明天的祈福向往。值此，祝福朋友们新年愉
快！阖家幸福！家业兴旺！

盼盼 年年
吕秀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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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中国人来说，一年中最重要的节日就是春节。千百
年来，阖家团圆的喜悦、辞旧迎新的祈盼，始终流淌在一代代
中国人的血液里，融汇在一首首唯美的诗词歌赋中。

“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千门万户瞳瞳日，
总把新桃换旧符。说起新年，可能很多人都会想起王安石的
这首《元日》。其实，在中国古代，传统意义上的新年，是从腊
月二十三，也就是“小年”开始的。这一天人们除尘、祭灶、贴
窗花、吃水饺，喜气洋洋迎接农历新年的到来。清代蔡云写
到：“茅舍春回事事欢，屋尘收拾好除残。太平甲子非容易，
新历颁来仔细看”，过小年扫尘的喜悦跃然纸上。“一盏清茶
一缕烟，灶神老爷上青天。玉皇若问人间事，为道文章不值
钱”，罗照隐的诗句则真实反映了过小年“祭灶”的风俗习惯。

除夕是新年的最高潮。这一天，无论是王侯将相还是巷
陌百姓，都会与至亲相聚在一起，共度良宵。唐代李世民在
其诗作《守岁》中，描写了王公贵胄在除夕之夜宴饮赋诗、守
岁迎新的华贵场景。“暮景斜芳殿，年华丽绮宫。寒钩去冬
雪，暖带和春风。阶馥舒梅素，盘花卷烛红。共欢新故岁，迎
送一宵中。”相聚的幸福与喜悦，并不分富贵与贫穷、地位与
阶层。寻常百姓的团圆夜虽没有帝王家的奢华，但也带着茶
米油盐的人间烟火气。“欢多情未及，赏至莫停杯。酒中喜桃
子，粽里觅杨梅。帘开风入帐，烛尽炭成灰。勿疑鬓钗重，为
待晓光催。”粗茶淡饭未尝不是一种幸福，一家人围坐静待天
明，酒也浓浓，情也浓浓。

正月十五元宵节是春节的最后一曲华章，过了正月十
五，年也就渐渐远去了。描写元宵节的诗词中最为知名的莫
过于辛弃疾的《青玉案·元夕》：“东风夜放花千树，更吹落、星
如雨；宝马雕车香满路，凤箫声动，玉壶光转，一夜鱼龙舞。
蛾儿雪柳黄金缕，笑语盈盈暗香去；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
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再璀璨的烟火，再汹涌的人流，
都不及灯火阑珊处那惊鸿一瞥。留不住又忘不掉的，不止是
佳人，还有流年……

当万家灯火点燃，当神州共庆团圆，独在异乡的游子，只
能遥望故乡，将思念和泪水流淌在笔尖，渗透在纸背。无论
是“海日生残夜，江春入旧年”，还是“故乡今夜思千里，霜鬓
明朝又一年”，亦或是“旅馆谁相问？寒灯独可亲。一年将尽
夜，万里未归人。”映衬在新年团圆背景下的漂泊，总显得格
外孤苦。这深刻的孤独感虽噬人血肉，却催生了诗人创作的
灵感，给后人留下了不朽的诗作。

沧海桑田，世事变迁。不变的是诗词中流淌的隽永真挚
的情感，不变的是古往今来人们对新一年的美好愿景。当繁
忙的现代都市人，已经习惯于用群发信息表达祝福，用微信
红包表示心意的时候，不妨放下手机，沐浴净手，重新捧读那
久违的诗词，找回那失落已久的诗意、诗情和诗心。

年 味 儿
高丽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