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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联情结
张新民

猪年春节的锣鼓仍余音不断猪年春节的锣鼓仍余音不断，，农家大红的农家大红的
春联还墨香未尽春联还墨香未尽，，转眼间鼠年临近转眼间鼠年临近。。人们只有人们只有
在这幸福的生活中才能体会到光阴似箭在这幸福的生活中才能体会到光阴似箭，，日月日月
如梭的内涵如梭的内涵。。随着时代的变迁随着时代的变迁，，经济的发展经济的发展，，
都说现在的年味越来越淡都说现在的年味越来越淡，，可我觉得大街上家可我觉得大街上家
家户户门框上的春联还算是一道靓丽的风景家户户门框上的春联还算是一道靓丽的风景
线线，，还能够感受到过年的氛围和喜庆还能够感受到过年的氛围和喜庆。。村里无村里无
论是排屋排房还是二层小楼论是排屋排房还是二层小楼，，无论是独门独院无论是独门独院
还是四合大院都无一例外被妆扮的红红火火还是四合大院都无一例外被妆扮的红红火火，，
喜庆洋洋喜庆洋洋。。人们在自家的大门上贴春联人们在自家的大门上贴春联，，挂红挂红
灯灯，，同时也把喜庆贴到脸上同时也把喜庆贴到脸上。。这时这时，，我最喜欢我最喜欢
的是看春联的是看春联，，读春联读春联。。我一向觉得那是家乡很我一向觉得那是家乡很
有特色的一款年味有特色的一款年味。。

大年初一的早晨大年初一的早晨，，我会穿行于大街小巷我会穿行于大街小巷，，
欣赏各家各户门楣上的一条条精彩的书法作欣赏各家各户门楣上的一条条精彩的书法作
品品，，放眼望去放眼望去，，红红的春联红红的春联，，浓浓的墨汁浓浓的墨汁，，潇洒潇洒
的字体的字体，，感觉是一种最快乐的享受感觉是一种最快乐的享受。。那一幅那一幅
幅春联幅春联，，无不寄托着人们对新春的美好祝福无不寄托着人们对新春的美好祝福
和对未来的无限憧憬和对未来的无限憧憬。。有些人家不但屋门有些人家不但屋门，，
就连窗户就连窗户、、衣柜衣柜、、大件物什也要贴上春字大件物什也要贴上春字，，门门
口还要挂上红灯笼口还要挂上红灯笼。。更让人感受到一种喜庆更让人感受到一种喜庆

浓郁的年味浓郁的年味。。
村委会干部看着全村写满祝福和美好愿村委会干部看着全村写满祝福和美好愿

望的春联望的春联，，喜悦之情溢于言表喜悦之情溢于言表。。而每年给村委而每年给村委
会大门写春联也成为我的一项重要任务会大门写春联也成为我的一项重要任务。。写写
春联是个既费脑筋又耗精力的苦活春联是个既费脑筋又耗精力的苦活，，虽说我有虽说我有
几本专供写春联的书几本专供写春联的书，，什么什么《《实用对联集锦实用对联集锦》》
《《门头沟对联集成门头沟对联集成》》等等，，平时也好收集些楹词联平时也好收集些楹词联
句句，，可真要把村委会的春联写得切合实际可真要把村委会的春联写得切合实际，，恰恰
到好处并非易事到好处并非易事。。记得这几年我为村委会写记得这几年我为村委会写
的春联有这样几幅的春联有这样几幅；；““诚心为民诚心为民，，民心所向民无民心所向民无
怨怨；；奋力强村奋力强村，，村力提升村有钱村力提升村有钱。。横批横批：：心系百心系百
姓姓。。””等等。。今年我准备写今年我准备写““不忘初心带领村民同不忘初心带领村民同
致富致富，，牢记使命振兴乡村共描春牢记使命振兴乡村共描春。。横批横批：：清正清正
廉洁廉洁””。。

春节前春节前，，我也常给村民写春联我也常给村民写春联。。根据不同根据不同
农户特点农户特点，，设法构思适合贴近的句子设法构思适合贴近的句子。。即使写即使写
些现成的也得符合实际些现成的也得符合实际，，而不应千篇一律而不应千篇一律。。比比
如给家住永定河边的就写如给家住永定河边的就写：：““春满龙泉务蜂鸣春满龙泉务蜂鸣
蝶舞杏花红蝶舞杏花红，，日丽永定河草长莺飞杨柳绿日丽永定河草长莺飞杨柳绿。。””开开
超市的就写超市的就写：：““诚意善意赢取邻居满意诚意善意赢取邻居满意；；热心耐热心耐
心博得顾客称心心博得顾客称心。。””土地承包户就写土地承包户就写““春前有雨春前有雨

花开早花开早；；秋后无霜叶落迟秋后无霜叶落迟。。””鱼塘小屋就写鱼塘小屋就写““一一
片蛙声窗外片蛙声窗外；；半栏月影阶前半栏月影阶前。。””是村干部的我就是村干部的我就
写写““听村民讲话要洗耳恭听听村民讲话要洗耳恭听；；为群众做事要鼎为群众做事要鼎
力亲为力亲为””。。我记得写得最多的一副对联是我记得写得最多的一副对联是：：““天天
增岁月人增寿增岁月人增寿；；春满人间福满门春满人间福满门。。””

为村民写春联都尽可能做到结构匀称为村民写春联都尽可能做到结构匀称，，
笔画到位笔画到位；；每写一副都要斟酌再三每写一副都要斟酌再三，，力求内容力求内容
适当适当。。虽然有时腰酸臂疼虽然有时腰酸臂疼，，可我还是乐此不可我还是乐此不
疲疲，，因为写春联不仅是一种文化修养因为写春联不仅是一种文化修养，，还是一还是一
个享受乐趣的过程个享受乐趣的过程，，里边充满了邻里乡亲的里边充满了邻里乡亲的
温情谢意和信任温情谢意和信任。。以及一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以及一种只可意会不可言
传的情怀传的情怀。。

如今如今，，家家户户直接用手书写的春联明显家家户户直接用手书写的春联明显
在逐年减少在逐年减少，，这种寄托了人们对生活祝福和向这种寄托了人们对生活祝福和向
往的艺术传统往的艺术传统，，更多的是被书法家们写成模板更多的是被书法家们写成模板
并以批量印刷的形式所推销并以批量印刷的形式所推销。。商家看好了春联商家看好了春联
这个大市场这个大市场，，使尽浑身的解数使尽浑身的解数，，出售的春联有的出售的春联有的
金碧辉煌金碧辉煌，，有的描红挂彩有的描红挂彩，，有的镂空醒目有的镂空醒目。。漂亮漂亮
倒是漂亮倒是漂亮，，但似乎少了点什么但似乎少了点什么，，如同工艺品不可如同工艺品不可
大批量生产一样大批量生产一样，，印刷的春联似乎少了点手写印刷的春联似乎少了点手写
春联的墨香春联的墨香、、个性和真情个性和真情。。

福聚华堂 张心坤/书

时光总会在我们的指尖悄悄滑过时光总会在我们的指尖悄悄滑过，，新的一新的一
年已经到来年已经到来。。这是家的月份这是家的月份，，家家守岁家家守岁，，共度辞共度辞
旧迎新的年旧迎新的年；；这是爱的月份这是爱的月份，，户户团圆户户团圆，，祝福着祝福着
赓续千年的中国年赓续千年的中国年。。街坊邻居街坊邻居，，朋友圈里的话朋友圈里的话
题题，，都在围绕着走亲访友都在围绕着走亲访友、、新年新气象新年新气象、、新年新新年新
祝福这样的美好夙愿来爆满我们生活中的每一祝福这样的美好夙愿来爆满我们生活中的每一
寸角落寸角落。。这种喜气洋洋的氛围让人神飞这种喜气洋洋的氛围让人神飞，，令人令人
心沁陶醉心沁陶醉。。

新年这几天新年这几天，，老公的三个姐姐都带着孩子老公的三个姐姐都带着孩子
们们，，欢天喜地回娘家欢天喜地回娘家。。家里一下子多了十几口家里一下子多了十几口
人人，，便立刻热闹了起来便立刻热闹了起来，，我们相互传送着新年的我们相互传送着新年的
祝福祝福。。二姑姐夸大姑姐家女儿长高了二姑姐夸大姑姐家女儿长高了，，老公夸老公夸
三姑姐变瘦了三姑姐变瘦了，，大外甥女夸我皮肤更有气色大外甥女夸我皮肤更有气色
了了。。老公和三个姐夫谈笑风生侃大山老公和三个姐夫谈笑风生侃大山，，聊得嗨聊得嗨，，
笑声和孩子们的嬉戏声更是此起彼伏笑声和孩子们的嬉戏声更是此起彼伏，，分贝之分贝之
高足以让我们这套房间的每个角落里都荡漾着高足以让我们这套房间的每个角落里都荡漾着
笑声的余波笑声的余波。。

厨房里的婆婆更是洋溢着满脸幸福的笑厨房里的婆婆更是洋溢着满脸幸福的笑
容容，，一边跟女儿女婿们打着招呼一边跟女儿女婿们打着招呼，，一边在厨房里一边在厨房里

翻炒着烟火翻炒着烟火，，不一会儿就端出了活色生香的美不一会儿就端出了活色生香的美
味佳肴味佳肴，，有我和儿子爱吃的蒜苗回锅肉有我和儿子爱吃的蒜苗回锅肉、、有大姐有大姐
夫爱吃的西红柿炒鸡蛋夫爱吃的西红柿炒鸡蛋、、有二姐和我女儿爱吃有二姐和我女儿爱吃
的红烧带鱼的红烧带鱼、、还有三姐和大外甥爱吃的醋溜排还有三姐和大外甥爱吃的醋溜排
骨骨。。

婆婆还给我们现场展现了她的最新招术婆婆还给我们现场展现了她的最新招术
———五花肉烧冬瓜—五花肉烧冬瓜，，只见婆婆把冬瓜去皮只见婆婆把冬瓜去皮，，去内去内
瓤瓤，，切块切块，，然后在纵横面浅切七八刀然后在纵横面浅切七八刀，，以便入以便入
味味。。锅烧热后锅烧热后，，放油放油，，放入大块冬瓜放入大块冬瓜，，用中小火用中小火
四面煎四面煎，，然后盛出然后盛出。。接着再放油接着再放油，，放十多块儿五放十多块儿五
花肉花肉，，煸炒出油煸炒出油，，接着把生姜丝接着把生姜丝、、大蒜瓣大蒜瓣、、辣椒段辣椒段
爆香爆香，，再倒入煎过的冬瓜再倒入煎过的冬瓜，，放入盐放入盐、、糖糖、、胡椒粉胡椒粉、、
醋和酱油醋和酱油。。然后然后，，再放一点水再放一点水，，焖七八分钟焖七八分钟，，再再
大火收汁大火收汁，，最后撒一点葱花最后撒一点葱花。。成品色泽鲜美成品色泽鲜美，，香香
味扑鼻味扑鼻。。

婆婆笑盈盈地说婆婆笑盈盈地说，，这个菜肴是她的新创这个菜肴是她的新创，，是是
从手机抖音视频里学来的从手机抖音视频里学来的。。她私下练习了好几她私下练习了好几
次次，，才成功才成功。。听后听后，，我们都迫不及待地要尝鲜我们都迫不及待地要尝鲜
儿儿，，轻轻咬上一口五花肉轻轻咬上一口五花肉，，肥而不腻肥而不腻，，缕缕醇香缕缕醇香

弥漫开来弥漫开来，，充盈着舌尖直入肺腑充盈着舌尖直入肺腑，，真让人齿颊生真让人齿颊生
津津；；而被肉汁浸润过的冬瓜而被肉汁浸润过的冬瓜，，更是多汁爽口更是多汁爽口，，清清
香延绵香延绵。。这道菜还被孩子们起了一个优雅的名这道菜还被孩子们起了一个优雅的名
字字————““婆婆牌婆婆牌””年味儿饭年味儿饭。。婆婆道出了这道菜婆婆道出了这道菜
的由来是的由来是，，大姐太瘦大姐太瘦，，需要补充胆固醇增加营需要补充胆固醇增加营
养养；；二姐的儿子最近上火二姐的儿子最近上火，，需要多吃冬瓜需要多吃冬瓜。。接接
着着，，婆婆还为我们制作出了从抖音视频里新学婆婆还为我们制作出了从抖音视频里新学
的的““脊骨焖藕脊骨焖藕”“”“卤煮豆油皮卤煮豆油皮”“”“腊肠蒸南瓜腊肠蒸南瓜””等新等新
年佳肴……年佳肴……..

啊啊！！原来不管我们的年龄有多大原来不管我们的年龄有多大，，走得多走得多
远远，，我们都是婆婆心中长不大的孩子和最连心我们都是婆婆心中长不大的孩子和最连心
的牵挂的牵挂。。我们这些大孩子小孩子只顾着忙于工我们这些大孩子小孩子只顾着忙于工
作作，，忙于学习忙于学习，，竟然疏于对她的陪伴竟然疏于对她的陪伴。。她年近她年近
7070，，还在绞尽脑汁学抖音做美食还在绞尽脑汁学抖音做美食，，都是为了她这都是为了她这
群最心爱的大小孩子啊群最心爱的大小孩子啊。。

““婆婆牌婆婆牌””年味儿饭年味儿饭，，使婆婆的新年生活丰使婆婆的新年生活丰
富了起来富了起来，，也使我们的新年菜肴有了新花样也使我们的新年菜肴有了新花样。。
婆婆乐此不疲婆婆乐此不疲，，这是她以其独特的方式在一如这是她以其独特的方式在一如
既往地默默爱着我们既往地默默爱着我们！！

“婆婆牌”年味儿饭
柳静

 























































庚子年春联庚子年春联

赵希平

欢歌笑语迎新春欢歌笑语迎新春
张栓柱张栓柱

举头揽吉祥举头揽吉祥，，低头抱如意低头抱如意，，点头迎幸福点头迎幸福，，碰碰
头贵人遇头贵人遇。。20202020年春节就要到了年春节就要到了！！

新春佳节新春佳节，，家家户户贴福字家家户户贴福字、、剪窗花剪窗花、、写春写春
联联、、挂灯笼挂灯笼、、吃年夜饭吃年夜饭，，大街小巷张灯结彩大街小巷张灯结彩、、彩旗彩旗
招展招展、、笙歌乐舞笙歌乐舞。。人们走亲访友人们走亲访友，，游园赏灯游园赏灯，，观观
看新春晚会看新春晚会。。阖家幸福阖家幸福！！吉祥如意吉祥如意！！一句句祝一句句祝
福福，，一张张笑脸一张张笑脸，，徜徉在城市乡村徜徉在城市乡村，，温暖着每个温暖着每个
家庭家庭，，写在每个人脸上写在每个人脸上。。

春节春节，，是千家万户团圆的时节是千家万户团圆的时节，，是一家人共是一家人共
享欢乐享欢乐、、守岁迎新的时刻守岁迎新的时刻。。家家，，有喜有忧有喜有忧；；家家，，有有
贫有富贫有富。。唯一不变的是唯一不变的是，，家是根家是根，，家是情家是情，，家是家是
温暖温暖，，家是乡愁家是乡愁。。家在哪里家在哪里，，根就在哪里根就在哪里，，思念思念
就在哪里就在哪里，，前行的力量就从哪里来前行的力量就从哪里来。。无论你身无论你身
居闹市乡村居闹市乡村，，无论你为官做民无论你为官做民，，无论你过去一年无论你过去一年
成就斐然还是劳碌艰辛成就斐然还是劳碌艰辛，，家是每个人的牵挂家是每个人的牵挂，，家家
让我们顾盼守望让我们顾盼守望。。此时此刻此时此刻，，无论是一封书信无论是一封书信、、
一个电话一个电话，，还是一条微信还是一条微信、、一句问候一句问候，，都要向家都要向家
人送上祝福人送上祝福，，送上思念送上思念，，由衷地向家人道一声由衷地向家人道一声：：

过年好过年好！！春节快乐春节快乐！！
““独在异乡为异客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每逢佳节倍思亲。。””春春

节节，，向祖辈父辈送上向祖辈父辈送上：：过年好过年好！！就是向礼就是向礼、、敬敬、、
孝孝、、贤致敬贤致敬，，向感恩致敬向感恩致敬；；向兄弟姊妹道一声向兄弟姊妹道一声：：过过
年好年好！！就是同挚爱就是同挚爱、、亲情亲情、、和睦握手和睦握手，，敬重亲人敬重亲人，，
也是释怀自己也是释怀自己。。““十年旧梦无寻处十年旧梦无寻处，，几度新春不几度新春不
在家在家。。””曾经远离家乡的乡愁思恋曾经远离家乡的乡愁思恋，，阔别亲人的阔别亲人的
牵挂想念牵挂想念，，曾经儿孙绕膝的甘露情怀曾经儿孙绕膝的甘露情怀，，一家人的一家人的
祈福祝愿祈福祝愿，，只有此时此刻才能融汇到一起只有此时此刻才能融汇到一起。。就就
像那桌丰盛浓香的年夜饭像那桌丰盛浓香的年夜饭，，唯有一家人共同坐唯有一家人共同坐
到一起到一起，，才能触摸到它的火热温度才能触摸到它的火热温度，，品尝到它的品尝到它的
清香甘甜清香甘甜，，感受到其中的幽深乡愁感受到其中的幽深乡愁。。

春节春节，，是春回大地是春回大地、、万物复苏时节万物复苏时节。。新的一新的一
年从这一天扬帆启程年从这一天扬帆启程，，美好愿景从这一天开始美好愿景从这一天开始
描绘描绘。。贴上一个个贴上一个个““福福””字字，，让琅嬛福地让琅嬛福地、、合家幸合家幸
福福、、五谷丰登与我们不离不弃五谷丰登与我们不离不弃、、永远相伴永远相伴；；剪出剪出
一对对窗花一对对窗花，，把喜鹊登梅把喜鹊登梅、、彩云追月彩云追月、、福满乾坤福满乾坤
久久地留在一年四季久久地留在一年四季；；挂上一串串灯笼挂上一串串灯笼，，让家和让家和

业兴业兴、、感恩致敬感恩致敬、、祝福祈盼光耀你我每个人心祝福祈盼光耀你我每个人心
灵灵；；书写一幅幅春联书写一幅幅春联，，把国泰民安把国泰民安、、盛世太平盛世太平、、繁繁
荣昌盛奉献给亲爱的祖国母亲荣昌盛奉献给亲爱的祖国母亲。。没有哪种文化没有哪种文化
比中国文化更为斑斓璀璨比中国文化更为斑斓璀璨，，没有哪种祝福比中没有哪种祝福比中
国人的祝福更加质朴真挚国人的祝福更加质朴真挚。。我们祝福新春我们祝福新春，，祝祝
福天地万物生机蓬勃福天地万物生机蓬勃；；我们歌唱春天我们歌唱春天，，礼赞华夏礼赞华夏
山河辉煌壮丽山河辉煌壮丽。。

““最是一年春好处最是一年春好处，，绝胜烟柳满皇都绝胜烟柳满皇都。。””春春
节节，，洋溢着春天的花香蝶舞洋溢着春天的花香蝶舞、、希冀向往希冀向往，，孕育孕育
着夏日的晨晖夕阳着夏日的晨晖夕阳、、渴盼憧憬渴盼憧憬，，也描绘着秋天也描绘着秋天
的稻谷飘香的稻谷飘香、、欢歌笑语欢歌笑语，，抒写着冬日的暗香含抒写着冬日的暗香含
雪雪、、苦雨风霜苦雨风霜。。我们献给新春的祝福我们献给新春的祝福，，就像擂就像擂
动的新春钟鼓动的新春钟鼓，，感天动地感天动地，，催人奋进催人奋进；；我们赋我们赋
予新春的祈愿予新春的祈愿，，犹如奏响的犹如奏响的《《春节序曲春节序曲》，》，沁人沁人
心脾心脾，，欢快奔放欢快奔放。。新春祝福新春祝福，，激励我们不负韶激励我们不负韶
华华，，勇往前行勇往前行；；新春祝福新春祝福，，陪伴我们逐梦奋斗陪伴我们逐梦奋斗，，
精彩人生精彩人生。。

朋友们朋友们，，过年好过年好！！

年 夜 饭
王木霞

过年过年，，过的除夕过的除夕。。人们阖家团聚人们阖家团聚，，围围
桌而食桌而食，，祈福守岁祈福守岁，，其乐融融其乐融融。。年夜饭年夜饭，，是是
人们最重要人们最重要、、最热闹的时刻最热闹的时刻。。

按着老礼儿按着老礼儿，，进入腊月就开始准备过进入腊月就开始准备过
年的东西了年的东西了。。现在生活条件好了现在生活条件好了，，人们不人们不
想再费劲巴拉地忙活了想再费劲巴拉地忙活了。。于是于是，，我们算好我们算好
人数人数，，离春节还有一个月时间离春节还有一个月时间，，便直奔喜便直奔喜
福楼餐厅而去福楼餐厅而去。。因为那里有能坐因为那里有能坐2020人的人的
大桌大桌，，订上一个大包间订上一个大包间，，全家照样热闹全家照样热闹！！
没成想到那儿一问没成想到那儿一问，，不但大包间订出去不但大包间订出去
了了，，就连小包间也都订满了就连小包间也都订满了。。我们又去了我们又去了
百年食府百年食府、、蜀香鱼府蜀香鱼府、、七号院七号院，，答复同样答复同样
是是：：预订已满预订已满，，有的人提前两三个月有的人提前两三个月、、甚至甚至
半年前就预定了半年前就预定了。。真扫兴真扫兴，，本以为提前量本以为提前量
打得够足打得够足，，结果还是晚了结果还是晚了！！

小时候家贫小时候家贫，，一年难得吃上几顿像样一年难得吃上几顿像样
的饭菜的饭菜。。每逢到了年跟前儿每逢到了年跟前儿，，我几乎都是我几乎都是
掰着手指头掰着手指头，，数着日子过的数着日子过的。。因为过年能因为过年能

穿上新衣服穿上新衣服，，和小伴们无忌地笑闹和小伴们无忌地笑闹。。过过
年年，，能吃上平常难得见到的好饭菜能吃上平常难得见到的好饭菜。。过过
年年，，还能有好点心吃还能有好点心吃，，还能挣点压岁钱还能挣点压岁钱，，那那
种对过年的企盼种对过年的企盼，，那种过年的喜悦心情那种过年的喜悦心情，，
是现在的孩子们绝对无法体会的是现在的孩子们绝对无法体会的。。

家长们怕过年家长们怕过年。。年关年关，，年关年关，，过年对过年对
家境贫寒的家长真的是个关家境贫寒的家长真的是个关！！家中的吃家中的吃
穿都要算计穿都要算计，，一年到头辛辛苦苦养的鸡一年到头辛辛苦苦养的鸡、、
猪猪，，除去卖给收购站贴补家用外除去卖给收购站贴补家用外，，也要宰也要宰
杀掉杀掉，，用以送亲朋或自用用以送亲朋或自用。。还要做豆腐还要做豆腐、、
炸年糕炸年糕、、炸咯吱炸咯吱、、炸丸子炸丸子，，再加上购置一些再加上购置一些
鱼虾鱼虾、、新鲜菜蔬新鲜菜蔬。。过年还要请亲戚朋友吃过年还要请亲戚朋友吃
饭饭，，家中再穷也不能丢了脸面家中再穷也不能丢了脸面！！寥寥数寥寥数
日日，，攒了一年的积蓄攒了一年的积蓄，，基本上所剩无己基本上所剩无己，，不不
借钱便算是烧高香了借钱便算是烧高香了！！

年夜饭是过年的序曲年夜饭是过年的序曲，，家家都会煞费家家都会煞费
苦心地准备苦心地准备。。一大早一大早，，家中的煤火就开始家中的煤火就开始
忙上了忙上了，，一天不再用煤末封火一天不再用煤末封火，，而是用尚而是用尚

好的硬煤块续火好的硬煤块续火。。不等煤火乏了不等煤火乏了，，就又填就又填
进一些进一些，，火苗撒着花儿地往上窜火苗撒着花儿地往上窜，，炉火总炉火总
是红红旺旺的是红红旺旺的！！

父母坐在炉火上的锅父母坐在炉火上的锅，，也不时地变也不时地变
换着换着，，蒸蒸、、炸炸、、煮煮、、炖炖，，唱着新春交响曲唱着新春交响曲。。
平时冷清的房间里平时冷清的房间里，，此时温暖如春此时温暖如春，，香飘香飘
四溢四溢。。我在一旁欣赏着父母的杰作我在一旁欣赏着父母的杰作，，看看
得眼花缭乱得眼花缭乱，，时不时会分享到一些好吃时不时会分享到一些好吃
的的。。父母及姐姐们进进出出父母及姐姐们进进出出，，往屋里运往屋里运
煤的煤的，，向外倒水的向外倒水的，，找东西的找东西的，，还有从地还有从地
窖里取菜的窖里取菜的。。尽管我极不情愿地被差尽管我极不情愿地被差
使使，，却也有自乐之处却也有自乐之处。。我去小卖部里买我去小卖部里买
二两麻酱二两麻酱，，在回家的路上边走边用手指在回家的路上边走边用手指
头往嘴里抹头往嘴里抹，，心里美滋滋的心里美滋滋的。。

时间飞快时间飞快，，不知不觉到了饭点不知不觉到了饭点，，父亲父亲
负责炒菜负责炒菜、、母亲拌她的拿手菜母亲拌她的拿手菜，，不多时热不多时热
气腾腾的饭菜上桌了气腾腾的饭菜上桌了。。外面的鞭炮声不外面的鞭炮声不
时响起来时响起来，，父亲兴致勃勃跑到院外父亲兴致勃勃跑到院外，，叮叮叮叮

咣咣地放了几个二踢脚咣咣地放了几个二踢脚，，然后将长长的鞭然后将长长的鞭
炮绑在院内的竹竿上炮绑在院内的竹竿上，，噼里啪啦一阵响噼里啪啦一阵响。。
我躲在屋里掩耳偷看我躲在屋里掩耳偷看，，只见一个个红红的只见一个个红红的
鞭炮炸开了花儿鞭炮炸开了花儿，，随着一股股青烟飘落随着一股股青烟飘落，，
如天女散花如天女散花。。欢乐声中一家人围桌而坐欢乐声中一家人围桌而坐，，
享受美味的年夜饭享受美味的年夜饭。。

““说一千说一千、、道一万道一万，，全看三十晚上这顿全看三十晚上这顿
饭饭。。””这是我常听母亲说过的这是我常听母亲说过的，，当地流行的当地流行的
一句话一句话，，说的是这顿年夜饭的重要说的是这顿年夜饭的重要。。不管不管
平时怎样平时怎样，，这顿饭是要吃好的这顿饭是要吃好的，，年夜饭里年夜饭里
有着它的内涵和规矩有着它的内涵和规矩。。如如：：饭桌上要有年饭桌上要有年
糕或炸糕糕或炸糕；；吃饭时对长辈要恭敬吃饭时对长辈要恭敬，，不打闹不打闹；；
说话不能带脏字说话不能带脏字，，不能哭不能哭；；筷子不能敲碗筷子不能敲碗
盆等盆等。。一顿饭一顿饭，，仿佛与今后一年的生活仿佛与今后一年的生活、、
心情心情，，甚至好运都连在了一起甚至好运都连在了一起。。

我那会儿小我那会儿小，，不解其意不解其意，，后来听人讲后来听人讲，，
吃年糕预示步步高吃年糕预示步步高、、有抱负有抱负、、有进取心有进取心；；恭恭
敬礼让敬礼让、、尊老爱幼是中华民族的不可或缺尊老爱幼是中华民族的不可或缺

的传统美德的传统美德；；不打闹不打闹、、不说话不说话、、不带脏字不带脏字，，是是
家庭和睦家庭和睦、、文明文明、、团结友爱团结友爱。。否则否则，，一年中一年中
会节外生枝会节外生枝、、磕磕绊绊磕磕绊绊；；哭哭，，被认为是妨人被认为是妨人；；
敲碗筷则与乞丐联系了起来敲碗筷则与乞丐联系了起来，，常说的敲盆常说的敲盆
敲碗没饭吃敲碗没饭吃。。这些都表达了人们的美好心这些都表达了人们的美好心
愿与寄托愿与寄托，，用现在的解释就是一句话用现在的解释就是一句话““家和家和
万事兴万事兴””。。其实其实，，这些规矩都贯穿于日常生这些规矩都贯穿于日常生
活之中活之中，，只不过年夜饭上更为突出只不过年夜饭上更为突出。。

春节春节，，这个有着四千多年的传统节这个有着四千多年的传统节
日日，，不但有除夕不但有除夕、、年的传说年的传说，，更有着丰富的更有着丰富的
文化内涵文化内涵。。年夜饭年夜饭，，是团圆是团圆，，是一种文化是一种文化，，
更是祖国繁荣昌盛的象征更是祖国繁荣昌盛的象征！！

如今如今，，人们的生活天天如过年人们的生活天天如过年，，想吃想吃
什么随时买到什么随时买到。。现在现在，，提前一个月订年提前一个月订年
夜饭夜饭，，都未能如愿都未能如愿，，可想而知可想而知，，人们的生人们的生
活真是芝麻开花节节高啊活真是芝麻开花节节高啊！！我再次感到我再次感到
国强民富国强民富，，国富民安国富民安，，打心眼儿里祝福祖打心眼儿里祝福祖
国更强更美国更强更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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