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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时的年味儿
史迎凤
少年不知愁滋味，可能和现在的 技巧，关键是“点”，就是在豆浆里加卤水。煮好豆浆
孩子不同，我小时候最盼望的就是过 后，只需在里面“点”适量卤水，就能使液体瞬间神奇地
年，尽管那时相对生活困难，物资匮 变化而成醇香固体美食。
乏，文化单调，可儿时的年味儿却牢
到了腊月二十六，左邻右舍炊烟缕缕，空气中香味
牢印在了脑海深处，多年过去了，每 飘飘，家家蒸煮烹炸，样样轮番上场，烟火全天不断，香
逢新年到来时，仍会反复回味咀嚼 味一直弥漫。我小时候很喜欢烧锅，一边望着锅灶里
……
噼啪作响的火苗，一边在心里独自享受着过年的喜悦，
说起年味儿，一进腊月就开始酝 至今那股年的味道都在萦绕绵延。腊月二十八这一
酿了。腊月初八应该算是标志吧，到 天，多数人家会贴上迎新的春联。为了喜庆，人们会写
了这一天，家家都要吃腊八粥，这应 很多“福”字“春”头，该贴的地方都贴，显得红红火火，
该既是按过年时序指定的食谱，也是 气氛热烈。屋里的水缸贴“清水满缸”，粮食囤贴“五谷
迎接新年的一次预热。记得妈妈总会想方设法凑出八 丰登”，院里贴“满院春风”，树上贴“树木兴盛”，院外贴
样食材来熬粥，最常见的是红薯、蔓菁、大枣、黄豆、绿 “出门见喜”，板车贴“一路平安”，大门上贴“年年家庭
豆、小米、玉米面、白面等。有的地方比如北京，习惯这 和睦、百事兴旺、万事如意”
。
一天腌腊八蒜，过年吃饺子可以蘸上腊八醋，开始炮制
相互拱手作揖、问候拜年，长辈给孩子们发压岁
年的味道。
“红包”，这是形容大年初一的热闹景象。中国人讲究
腊月二十三是小年。这是正式迎接新年的第一个 礼仪，长幼有序，礼数周全，规矩井然。大年初一一大
重要日子，老百姓对这一天格外重视。讲究要吃糖瓜 早儿，家家开始放鞭炮，此起彼伏，一大帮男孩子，听到
儿，伴着这份甜蜜，年味也慢慢升腾起来了。而自古以 谁家放炮就往谁家跑，争着捡鞭炮，接着就是吃新春第
来，到了腊月二十四这一天，无论再忙，全家老少也要 一顿年饭——饺子。天还没亮，人们便开始走街串巷
腾出手来打扫庭院、清洁室内。我想，这个日子既培养 拜年，人人穿着簇新的衣服，脸上露出节日的喜悦。拜
人们的整洁习惯，也是国人崇尚的待客之道。眼看着 年的一拨接一拨，像赶大集。接下来就是走亲戚了，差
从里到外，亮亮堂堂，焕然一新，不由得心清气爽，只等 不多一直能走到正月十五前后呢。
记忆中，每一年总是盼得心急如焚，而恰恰这年却
过年开门迎客了。还有儿时过年的大烩菜里，豆腐是
从来不可缺少的。但并非家家做豆腐，做豆腐是一门 又过得飞快！大年初一很像一幕大戏的高潮，年初一

过 年

祝福牛年

李琳
春节，是中国人一年中最重要的一
个节日，无论你在哪里，都要从五湖四海
“奔向”家乡，回到家人的身边，回到生长
的地方。
时间进入腊月，人们就开始陆续准
备着过年的东西，早些年头儿，经济不像
现在这样发达，生活就和过年的童谣描
述的一样，按部就班的收拾房间、买肉、
发面等等，每一件事儿都是对春节临近
的仪式感，腊八会熬腊八粥，小年儿要吃
关东糖，伴随着这些习俗，也拉近着除夕
的脚步，增加着对新年的期盼。记忆里，
小时候每年最盼望的就是过年的新衣服
和放鞭炮。如果说，曾经人们对春节的
重视，有一部分原因是那时候的物质不
丰富，那么今天的人们，对于春节的重视
应该更多的源于习俗和习惯的延续。
时间进入腊月，街道、商场、超市，红
色主题的布置随处可见，春联、
“福”字等
商品种类繁多，生肖吉祥物摆满了货架，

年 货 食 品、用 品 的 礼 盒 也 是 货 品 充 足
……经济飞速发展的今天，临近过年的
那些日子，超市的客流量仍然明显增多，
人们还是会奔走着购买年货，慰劳忙碌
了一年的自己和家人，也代表着对过年
的重视。就像腊八粥很多人已经不在家
自己熬，而是亲朋好友到专门的粥店购
买，又省事儿又美味的度过这个节日；腊
八蒜、腊八醋也有超市现成的成品，方便
随时购买，为“好这口儿”的人们免去腌
制的等待。年夜饭的档次也就以往有了
很大的提高，各大饭店的菜品，由名厨掌
勺，自然比家里的家常菜更丰富、更应景
儿，更加营养均衡，同时也让家里经常下
厨的人可以不用在除夕夜还在锅碗瓢盆
之间徘徊。现代社会给人们提供了很多
的便捷条件，但是人们从曾经的“亲力亲
为”，到现在的“坐享其成”，不变的是中
国人对春节真挚的爱，不变的是中国人
对春节新旧交替，
对传统习俗的尊敬。

过后，人们好像一下子松弛了许
多。从初二开始，年味儿一天天变
淡。正月的年俗不像腊月那样紧
凑、高调、鲜明，有点拖拖沓沓的味
道。正月里人们格外关注被称作
“元宵节”的正月十五。
“元宵节”应
是过年的最后一站，作为“年”的收
官，记得除了看花灯猜灯谜，大街
上舞龙舞狮之外，当然少不了吃元
宵。而我儿时印象最深的则是这
一天母亲会蒸很多栆糕，有布袋状
的，里面填着栆，口部还用一根面条当绳子系着；有刺
猬状的，包的是栆泥绿豆，用剪刀把外面铰成尖剌，在
头部按两颗绿豆当眼睛，嘴里还衔一个枣瓣儿，惟妙惟
肖。还要蒸两个大“枣花”，圆形的，直径有三四十公
分，每个大“枣花”由若干个小“枣花”组成，小“枣花”是
用一条长长的面剂摆成三四道弯，每个弯处放一颗大
红枣，然后用筷子把面剂一夹，就成了很好看的“枣
花”，把一个个小“枣花”一层层地放在擀好的大面片
上，
上锅一蒸，
就成了既好看又好吃的大
“枣花”
了。
就这样，随着热气腾腾的年味儿，儿时的“年”，像
一只上了发条的闹钟，节奏铿锵地迈向除夕顶峰，正月
初一嗓门全开地喧闹后，元宵节余音袅袅地拉上了帷
幕。而此时，新的一年正在有条不紊、周而复始中再次
开启……

东辛房小学六（3）班 杨悦潇

时间进入腊月，国家倡导“就地过
年”，并推出了一系列的惠民政策，并给
予相关的经济补贴，为的是让“就地过
年”的人们，依然可以感受到春节的祥
和、喜乐，
让每一个人都能过好年。
今年的春节，为了疫情防控，减少人
员流动，很多人会选择在家乡以外的地
方过年，但是今天的时代已经完全可以
满足我们“异地过年”，因为我们虽然身
处异乡，却仍然可以通过网络和亲人连
线，
一起共进除夕盛宴。
过年，过的是漂泊的归属感；过年，
过的是家人的亲热感；过年，过的是时间
的延续感；
过年，
过的是历史的传承感。
过 年 ，把 疲 惫 缓 冲 ，留 在 过 往 ；过
年，把振奋注入心脏，奔赴当下。过年，
把遗憾收集，放入回忆；过年，把阳光化
作期许，点亮未来。过年，每一年都有
新意，每一年都有不同，每一年都是努力
的自己！

指导老师：李迎杰

踏入牛年，我想到了很多与牛相关的热词。但我更想用亲身经历发出这
样的心声：
虽然疫情还未结束，
但我们一定可以凭着这股牛劲
“牛”
转乾坤。
在牛年即将开始的时候，我希望新冠肺炎疫情在牛年结束，我们和全世
界的小朋友都期盼过上摘去口罩的生活。我也要牢记老师和家长的话，
“只
要戴好口罩，就是帮了国家一个大忙，千万不要让疫情有机可乘！”疫情防护
期间，我还懂得一点：只要我们身上有奇怪的现象发生，就要及时去医院，要
及时做核酸检测……
白衣天使有着牛一样的精神，所以他们勇敢逆行、敢于和瘟神斗争；解放
军叔叔有着牛一样的精神，所以他们保家卫国，为和平站岗；环卫阿姨有着牛
一样的精神，为我们打扫出干净的街道，为城市擦亮好心情——他们都是甘
于奉献的人，
他们都值得我们学习。
我也是个“牛宝宝”。说到对牛的认识，除了它会拉车、耕田、产奶，我几
乎说不出其他什么来。但牛的默默奉献、任劳任怨精神，却给了我许多启示，
也时时刻刻引导着我像牛一样踏实认真地做事。这个牛年春节，我和同学约
定：寒假里我们都要戴好口罩、少出门、不聚集；在学校老师的安排下，在家做
好每一天的功课。我们更要有牛的精神，像牛一样努力，
“好好学习，天天向
上”
，
将来做祖国的栋梁之才。

年猪香 年味儿浓
薛艳杰

国色天香

艾宏伟/作

杀年猪是我们老家一带的年俗，小
时候，农村物质及其匮乏，一年到头见
不到荤腥，养一头肥猪，到年根底下杀
了吃肉不但是小孩子们最渴盼的事，还
是亲朋好友联络感情的由头。因此，杀
年猪这一风俗也成了儿时过年的重头
戏。
一进入腊月，喝完腊八粥，就陆续
有人家杀年猪，为过年包饺子、炖菜做
准备。不管谁家要杀年猪，只要消息一
传出来，那家院里一定会人声鼎沸，热
闹非凡。有看热闹的，还有帮忙的，小
孩子更是不顾大人的呵斥，东跑西窜，
挤着看热闹。
杀年猪是要请“杀猪把式”的，他们
力气大，刀子快，手法熟练，经验足，面
对几百斤的大肥猪，能做到一刀毙命。
同时，还要请身强力壮的叔叔伯伯来帮
忙。因为去猪圈里面抓猪可是一个力
气活，五六个大人，拿着绳子、木棒，一
边吆喝着赶猪，一边用绳子设好套，直
到猪被赶进套子里，拉绳子的人一使劲
就把猪给撂倒了。其他人一拥而上，按
的按，
捆的捆，
满院子只听见猪的嚎叫声
和孩子的玩闹声，
还有大人的吆喝声。
杀年猪时，母亲是不敢看的，只是
和来帮忙的婶婶大娘躲在灶房烧水，一

是慈悲心肠，看不得那血腥场面，二是
这待宰的年猪是自己喂养大的，春天一
把野菜，夏天一把玉米，有时还喂自家
种的地瓜，从十多斤的小猪崽子养到二
百多斤的大肥猪，有了感情，想想都心
疼，母亲不敢看，怕流泪。我是小孩子，
虽然被大人呵斥着不许看，但是好奇心
重，往往都是躲在角落里捂着耳朵眯着
眼睛偷看。
一头二百多斤的大肥猪，被捆牢四
条腿，扔在案板上，还在嗷嗷叫着使劲
挣扎，五六个身强力壮的叔叔伯伯一起
帮忙按着，还有人用大棒子别着猪嘴，
怕他咬人。杀猪把式勒紧裤腰带，拿起
杀猪刀，快准狠的一刀下去，那肥猪嗷
一声就耷拉了脑袋不再交换。接下来
就是放血、吹气、褪毛……杀猪把式手
脚麻利，几刀下去，大肥猪就变成了一
块块干净的猪肉摆放在院子里。还有
那放出的猪血，被手脚麻利的叔叔伯伯
灌成了血肠。
等杀猪把式把猪搞定了，母亲才出
来收拾残局，打扫院子，把分好的肉块
吊起来挂在房檐上，那时的农村没有冰
箱，冬天的严寒就是最好的制冷剂。这
一头猪分解下的肉足够过一个富足年了。
杀年猪的晚饭，一定是要炖大块肉

的，用来招待那些帮忙的邻里乡亲以及
邀请的亲朋好友。把那些切好的大块
肉洗净下锅，撒些花椒大料、葱姜蒜末，
大根木柴塞在灶膛里呼呼地烧，不一会
儿肉的香味就顺着袅袅的水蒸气钻进
鼻孔里，我们这些围在厨房的小馋猫就
会口水直流，趁着母亲开锅搅拌的空
隙，我们就踮起脚尖，伸长脖子看那些
大块的猪肉如何在咕嘟咕嘟的滚汤里
跳舞。等锅里的肉变了颜色，肉皮发
红，拿一根筷子可以扎透了，肉就煮好
了，母亲就会捞一碗色相好的给帮忙的
叔叔伯伯当下酒菜。我们小孩子也不
管烫与不烫，就挤在厨房里，抓起剩下
的肉就往嘴里塞，往往吃的是满嘴满脸
满手满衣襟都油晃晃的。母亲也不生
气，
只是劝我们慢点吃，
别噎着。
如今，时代在变，年俗也在变，即使
不是过节，也有满桌的美味佳肴，村子
里也不再有杀年猪的场景，市场上的猪
肉都是切好的，洗的干干净净的供人挑
选，年货也是跑到市场上买现成的，年
夜饭的餐桌上也有大块煮肉和猪肘子，
只是再也品不出儿时的热闹和味道。
我的心又回到了儿时的日子，那些热闹
的往昔就像每日呼吸的空气，伴随并留
存于我的脑海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