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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鳌洲2

过过 年年（（五章五章））

·蔡同伟·

腊月
这是四季中人们情感最旺盛的日

子。这个时候，身居异地的游子，总要
把浓浓的思念，叠成燕翅放飞故乡；把
亲切的问候、祝福，通过电“鸽”传给老
家；抑或装满沉甸甸的孝敬与馈赠，揣
着滚烫的亲情友情乡情，兴奋热切地
踏上归乡之路，奔赴珍藏在季节深处
的那个喜庆、团圆的日子。而故乡的
亲人则早早地备好美味佳肴，掐着指
头，盼望和等待着团聚的欢欣……

这是一年中农家难得闲暇却又闲
不住的日子。时令虽冷，人们的情绪
却十分高涨，心里热热乎乎，专做开心
的事。张家粉刷着清新，李家装修着
气派，刘家赶做着时髦。迎亲的队伍
雀跃出一路喧闹，戏迷们排演出满村
欢乐，民间老艺人剪裁出富贵吉祥，乡
村书法家挥毫写满希望与祝福，年糕
馨香了腊月，炉火映红了腊月……

腊月是一串炙手可热、红红火火
的红辣椒，腊月是一坛芳香四溢、味道
可口的陈年老酒。

贴“福”
屋内有“福”，庭外有“福”，抬头见

“福”，出门见“福”，家家都贴“福”，满
眼皆是“福”。大红的“福”字，耀亮雄
鸡版图，耀亮新春佳节，耀亮传统风
俗。

年年春节招贴“福”，祖祖辈辈祈
盼福，可是福的真面目，总是不愿来显
露。如今赶上好时代，百姓才切实得
到福。

福连致富奔小康，福满华夏亿万
家，福盈中华大门户，福在人们笑脸
上，福在生活里永驻……

除夕的灯笼
似一颗颗新鲜的小太阳，若一朵

朵怒放的鲜花，一盏盏红红火火的灯
笼，挂在大街小巷、楼房、院落，点亮喜
庆的年夜，点亮中华民族传统而盛大
的节日。

呵，精巧玲珑、千姿百态的灯笼，
泼洒着五彩缤纷的光芒，映照着大人
们脸上灿烂的微笑，映照着孩童们黑
宝石般晶亮的眼波，映照着祖国大地
上繁花似锦的生活……

城市与乡村挂起被喜悦与憧憬点
燃的灯笼，赶跑了黑暗与邪魔，昭示
着吉利与祥和，焚烧严冬遗留的残

梦，抒发着人们心中的豪情、欢乐，
给年夜增添了美丽而神秘的色彩和
气氛，向阔步走来的新春致以热烈
的祝贺！

年画
新春佳节，山村家家户户的墙壁

上都张贴着一幅幅崭新、色彩斑斓的
年画，张贴着一个千古流传的风俗。

年画闪耀着山乡日新月异的生
活色彩，展现着山乡的瑰丽风光，诉
说着山里人的故事与心愿，透出五
谷丰登的气息，溢出富贵吉祥的氛
围。

瞧，那幅《山村巨变》里的景致，不
正是咱山乡的真实写照吗？《女农机
手》里那位俊眉俊眼、英姿飒爽的姑娘
不就是南街的二凤吗？那幅《人寿年
丰》里鹤发童颜的老寿星，几乎与北村
的老茂爷爷一模一样，《鲤鱼跳龙门》
里甩动红鳍的一对鲤鱼，莫不是从铁
柱承包的鱼塘里跳上年画的？《姐弟
乐》里虎头虎脑的胖娃娃，多像王奶奶
怀里的孙子……

一幅幅年画活灵活现地展示着山
里人的生活，山里人的生活定格成一幅

幅年画。

正月
从沁人心脾的年糕香味中走来，

从一句句热乎乎的亲切问候声中走
来，走向乡亲的日子，走向乡亲的生
活。哦，热烈、祥和、文明的正月，开
眼、开怀、开心的正月，崛起的乡村，到
处涌动着欢腾的浪潮，到处洋溢着热
闹的气氛，到处展现着瑰丽的色彩。

乡亲以各种方式，尽情享受这个
日子的欢乐、甜蜜。擂动牛皮鼓，擂响
乡村振兴的铿锵誓言，擂起建设现代
化新农村的磅礴气势；扭起大秧歌，扭
出欢快激昂的旋律，扭出丰收的喜悦
与豪情……一个个五彩纷呈的文艺节
目，感染着人们的情绪，把正月酿得红
红火火、沸沸扬扬。

每个人的脸上都盛开着甜美的微
笑，每个人的心中都鼓荡着和煦的春
风，每个人的心田都萌动着彩色的
憧憬……呵，正月是一部线装古书，
一幅传统风俗画，流传于民间，每年
这个时候，乡亲都要拿出来阅读、欣
赏，从中品味出舒心惬意、振奋人心
的感受……

红 红 火 火 过 大 年红 红 火 火 过 大 年红 红 火 火 过 大 年红 红 火 火 过 大 年

记忆中的冬天，是丰美而充满欣喜的。
一进入腊月，家家户户开始切红薯、下粉条，麦

场上，大路两边，到处挂满了一缕缕的粉条，再结一
层冰，晶莹剔透，煞是好看。屋檐下挂着一串红彤彤
的辣椒，远望去像一串红灯笼，在冰天雪地间显得格
外鲜艳。

二十七杀只鸡，二十八贴花花，二十九蒸馒头，
三十包饺子，大年初一磕头拜年哩！

临近春节这几天，我们基本上没有正式吃过
饭，父母一大早起来就张罗着蒸馒头、炸丸子、煮
肉，平时不怎么下厨的父亲也会系上围裙，洗洗刷
刷，杀鸡，宰鱼，切肉，家里充满了富足和喜庆的气
氛。我们小孩子跑来跑去，饿了就捏点东西吃。
刚出锅的包子我能一口气吃好几个，刚煮好的肉
更是我们的最爱，母亲总是会挑几根很标致的肋
骨给我们吃。那种鲜嫩咸香的滋味，竟是好多年
不曾尝到了。

到了大年三十，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包饺子，要一
次包出好几顿的，因为明天是大年初一，不兴干活，
只吃现成的饭。

这几天，最忙的人就是母亲，她不仅要做各种吃
食，还要给一家人做衣服、鞋子。每年刚入冬，母亲
就给每人做一双棉鞋，到了春节时，已经穿旧了，每
人再添一双单鞋。往往到了大年二十几了，新鞋子
还没做好。母亲白天在厨房里忙，晚上还要做针线
活。昏黄的灯光下，母亲佝偻着背，“刺啦刺啦”地穿
针引线，粗糙的麻线把母亲的手勒出了一道道血痕，
时至今日，每逢冬天依然会裂出一个个血口子。彼
时，母亲还年轻，手脚麻利，做出的鞋子大小合适，模
样周正，黑色的条绒鞋面美观大方，往往引来别人的艳羡。

忙乎了多日，终于盼到了大年初一。大家都早早地起床，母亲已煮
好了饺子。吃完饺子，我们先给父母磕头，领了压岁钱，再装上一兜的糖
果零食，兴高采烈地去给奶奶拜年。奶奶家里早已挤满了人，叔叔婶婶、
堂弟堂妹，还有本家的叔伯大爷婶娘们，都来给奶奶拜年。奶奶的屋里
收拾得整整齐齐，干干净净，地上一尘不染。她穿着崭新的蓝布棉袄，笑
容可掬地一一给孩子们发压岁钱、撒糖果。

奶奶最疼我，一个春节中会给我发好几次压岁钱。那时候奶奶的身
体多硬朗啊，吃的穿的，样样都弄得有条有理，干净体面。而如今，奶奶
却已经去了另一个世界，想起昔日种种欢乐的情景，恍如昨日，怎不让人
黯然落泪？

年年岁岁，岁岁年年，我们在一个个春节中长大，像离巢的鸟儿，
离开了父母的怀抱，而父母却一年年老去，如老燕一般守着空巢，望
眼欲穿。每年春节，我只能在初二的时候回家看望双亲，于春节前的
种种忙事，却是再也体会不到了。多么想回到少年时代，回到那个清
寒冬天的早晨，在弥漫着新年气息的院子里，细细品味那份浓浓的年
味。

豆腐飘来年味香豆腐飘来年味香
·漆艳林·

“二十三糖瓜粘；二十四扫房子；
二十五做豆腐；二十六去割肉……”豆
腐可谓新年里的招牌菜，飘来浓浓年
味香。迎新年的习俗里，家家户户都
会忙着推磨做豆腐，我家也不例外。

现在日子好了，我有时候会嫌做
豆腐繁琐，就对奶奶说：“街上臭豆
腐、乳豆腐、新鲜豆腐、豆腐干应有尽
有，能买到，何必费功夫做豆腐？”奶
奶笑眯眯地说：“不行，自己做豆腐过
年才心诚，新年里的福气就会像滔滔
江水一般滚滚而来。”

冬日的阳光洒下来，照在人身上
暖洋洋的。奶奶提着水桶跟瓜瓢，慢
条斯理走到院子一隅的石磨旁。阳
光投射，树影婆娑，石磨在阳光下闪
着金光。旁边的石榴树慵懒地打着
盹，风一吹，便打着哈欠伸懒腰一般，
晃动着身姿，像是为迎接春节提前热
身准备开场节目。奶奶拿着刷子仔
细刷着石磨，生怕哪里没刷干净，留
下灰尘。水裹挟着每一条纹路里的
灰尘一涌而下，仿佛把沉淀在石磨上
的岁月一并清理干净了。

我把一盆泡过水的黄豆放在了
石磨上，胀鼓鼓的黄豆像可爱的胖娃
娃，躺在盆里东倒西歪。这时，奶奶

撸起袖子准备推磨。我赶紧上前说：
“这活怎么能让八十岁的老太太来
呢，我来、我来。”奶奶朝我抿嘴笑。

我舀起一勺混合着少量水的黄
豆倒进石磨孔里，接着便开始推磨。我
推着石磨走了一圈又一圈，感觉把岁月
都拿来细细磨了一遍，顿感光滑又细
腻。推了几圈后，如“漉珠磨雪湿霏霏，
炼作琼浆起素衣”一般，奶白色的琼浆
沿着石磨沟流到桶里。都说慢工出
细活，推磨可急不得，不然精华出不
来。

推磨的时候，我便听奶奶讲她小
时候过年的故事。奶奶说：“那时候
听说要做豆腐，小孩争着抢着来推
磨。”奶奶的话语间，流露出儿时过年
的幸福，脸上洋溢着笑容。时光如
梭，光阴似箭。我感叹八十年的光阴
流逝好像在一瞬间，故事里的小孩如
今成了白发苍苍的老人，还和我谈笑
风生。

终于，一桶黄豆浆好了，奶奶拿
来白色的纱布和一个木头做的十字
架，将纱布的四个角分别系在十字架
上然后将十字架中间的绳子系在房梁
上，再用瓜瓢将桶里的琼浆舀起倒入
纱布内。奶奶就像哄着一个顽皮小孩

般循着方向，慢慢晃着十字架。纯白
的黄豆浆从纱布底浸出来流入盆里，
纱布内只剩一坨圆滚滚的黄豆渣，看
起来虎头虎脑。如此反复，直到将黄
豆渣过滤干净了，再放置一边。

黄豆浆就是做豆腐的原料，有了
它，做豆腐繁琐的工序才真正开始。
我把大铁锅洗干净，把盆里俏皮的黄
豆浆一股脑儿倒入铁锅中。我开始烧
火，以文火熬制豆浆。奶奶站在灶台
边，拿着锅铲顺时针搅拌着豆浆，豆浆
一浪接一浪，前浪被拍在了铁锅上。
搅拌啊，直到豆浆上漂浮着白色泡沫，
奶奶便拿着勺子把泡沫都舀走，只剩
精华。

都说：“卤水点豆腐，一物降一
物。”奶奶拿出一点卤水，见证奇迹的
时候到了。奶奶左手拿着锅铲继续
搅拌着豆浆，右手一点点放卤水。慢
慢地，豆浆内出现了点点豆花，然后
豆花不断增多，豆浆的颜色趋于清
水。半小时后，我将柴火熄灭，等锅
内静置十分钟后，再把水与豆花分
离。

此时，奶奶不慌不忙地拿出做豆
腐的木头方块模具，将白色的纱布放
在模具里摊开，一勺勺从锅里舀起豆

花倒入模具中。装满后，将表面的豆
花铺平整，再盖上纱布，用重物压三
十分钟。等从模具出来，豆花变了模
样换了装，一块块可爱喜人，弹力十
足的豆腐就做好了。

奶奶急着要展示自己的厨艺。奶
奶边炒豆腐边说，豆腐谐音“都福”“都
富”，蕴含着福气安康、生活富裕的寓
意。锅里剩下的豆花，被奶奶做成了
豆腐脑，把调好的调料倒入豆腐脑。
豆腐脑爽滑劲道，麻辣鲜香。

我终于明白奶奶为什么要亲自
做豆腐了，原来做豆腐是为了送上最
真挚的祝福，祝福一家人和和美美，
来年生活节节高，家人平安喜乐。

奶奶忙活一阵，一桌豆腐宴齐
了。奶奶笑着说：“聚财福合、豆腐丸
子、书香豆腐、福气豆腐、豆腐脑上齐
了，大家开动吧。”年味从这一桌豆腐
宴开始，就越来越浓，一直延续到正
月十五。

而后豆腐会以压轴菜的身份，出
现在除夕的年夜饭桌上，豆腐无论以
何种菜肴形式出现，都带着满满的祝
福，送到每个人的心里。

豆腐飘来年味香，亲情在年里传
递，在幸福中发芽，在相聚中成长……

与春风一起回家
·杨丽丽·

时间的脚步
叩醒尘封的思念
远方的游子收起行囊
带着幸福和甜蜜
带着春风的一缕诗意
向着故乡的土地一寸一寸靠近

回家，是每个游子的期盼
在梦里
在酒杯里
在掰着指头数归期的日子里
在那一张张薄薄的车票里

像候鸟，像落叶，像箭镞
从东到西
从南到北
从高山到平原
从城市到乡村
疾驰的列车满载轻松和快乐

漂泊的风筝
从未停止对故乡篱笆的牵挂
回归的脚步
一声声问候
湿润了孩子与老人的眼睛
以及日复一日缠绕村庄的炊烟

无数的鸟儿
扇动着岁末的翅膀
在春风中飞行
一张张返程车票
拉近了乡愁的距离
山水如新，岁月渐丰
笑意荡漾在回家的旅途

新年，是航船避风的港湾
是泥泞小路上
熙熙攘攘的脚步
以及一张张激动的笑脸

新年，回家吧！
卸下一身的疲惫
依偎着孩子与老人灿烂的笑脸
在暖暖亲情里，在声声祝福里
一起迎接新年盛大的钟声

兔年说兔兔年说兔
·潘玉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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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安安静静呆在原地时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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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兔就成为了月亮的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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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独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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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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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单中国人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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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剧里出现的频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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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描，以兔为
喻要显得更有说服力。

喜欢一件事物，有时需要一些介
质或者机缘。我喜欢兔子，不只是
因为它的形象，还与生肖有关。我
们家里，母亲属兔，我也属兔；兔子
在十二生肖中排第四，而我的阴历
生日则是四月初四。虽说是巧合，
可巧合有时也叫人欢喜。2023 年
是我们的本命年，再见兔子时，于岁
月，于动物本身，不免多了几分亲近
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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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
宇
影
·

一盏盏红红火火的灯笼，似一颗颗新鲜的小太阳，若一朵朵怒放的花儿，挂在大街小巷、楼房、院落，耀亮喜庆的

年夜，耀亮中华民族传统而盛大的节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