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直

在农民的生活中，时间的基本单
位是年。要用足足的三百六十五天，
时间才会在他们的观念里上账。当
然，这还不是最马虎的。《西游记》中
有这样的句子，“山中无甲子，寒尽不
知年”，对在深山里生活的猴子来说，
年根本算不上一个时间单位。不过，
这是动物的时间观念，它们尚未进化
成人类，还在史前。

生活在辽河上游老哈河流域沙
土地上的农民，对年至少有三个层次
的理解。一是三百六十五天这个大
循环里的春种秋收和夏锄冬藏，一年
中要操练一遍，这是他们的头等大
事，不可含糊。诗文中对农民的赞
美，大体都没离开这个范畴。二是过
大年。这是北方农村最隆重的一个
节日。第三才轮到年是一个时间单
位。农民们常说这样的话，在哪儿住
了多少年，一个人活了多少岁，一样
东西使用了多少年。顶多如此。

虽然乡间生活以年为基本单位，
但把一年和另一年分开，还真得费点
周折。最简单的、最不用动脑子的方
法，自然是以除夕为界。“爆竹声中一
岁除”，一声鞭炮响，今年和明年，去
年和今年，就分开了。但那不是农人
的分法，至少不是远在塞外沙土地上
的农民的分法。因为在农民看来，过
大年并不具备明显的间隔效果，尽管
有“一夜连双岁，五更分二年”助力。
农民在直觉上不会以除夕子时为限，
泾渭分明地隔开两个三百六十五天。

对沙土地上的农民来说，时间上
的顿挫和具有仪式感和纪念意义的
节日，都属于平常的一天，和另外三
百六十四个昼夜并无差别。充其量
吃顿“差样饭”，说句平日里说不出口
的、也无需说的专用言词，有时还须
做出点儿特定行为和非不可的仪
式。在他们看来，过节不过节，都是
一天的时间，一天就那么过去了，如
同一滴水落入大海，一个日子融入时
间的长河，杳然无迹。如此而已。

上溯四十年，那时的乡村十分封
闭，不通公路，不通电，更没有自来水
电视电话这样的现代设备，而且自然
条件十分恶劣，一年四季至少有两个
半季节黄沙满天，狂风吼叫。在这样
的自然气候条件下，临近年关都要扫
扫院子。我认为，扫院子这天才是年
与年之间最清晰的分界线。

一年一度扫院子是一件具有节
点意义的大事。一般人家一年至少
扫一次，有的人家一年扫两次。扫两
次的，都是办红事即娶媳妇的，若无
这样的大事，一般人家一年只扫一
次。发生在临近年关的那几天。

为什么会是这样？都是因为风
沙。白天扫干净了，夜里一场大风，
又积了三寸厚的浮沙。若心下不服，

再行扫掉，最多过七十二个小时，又
是十几个小时的狂风，沙土又积了四
寸。无论心气多高的人，一见此景都
会气馁，咕哝一句“扫不起”，便随它
去了。

但临到过大年，院子一定要扫干
净。哪怕正月初一就起风，大年三十
至少要干净一天，除夕夜至少要干净
一夜。

扫院子的日期，没有统一的规
定，各家各户都有自己的打算。一般
都在腊月二十八或二十九。人们心
里都有这样的算盘：你刮你的，紧着
你，等你刮够了，一撮伙清出去。于
是这项活计就有鲜明的个性色彩。
家家户户都要全方位考量，周密计
划，既要与杀猪扫房，淘米轧面蒸年
糕这样的活计岔开时间，不至于冲
突，又要考虑到人手、工具和天气状
况这些因素。在这件事上，我出生的
那个叫大梁的村子的村民，个个都是
诸葛亮，哪天刮风，刮多大的风，刮什
么风，都要掐指算一算。当然，有的
准，有的不准。

沙土地上的农民扫院子的工具，
不仅仅用扫帚，还需用铁锹、柳编筐
和毛驴车。这些东西都齐备的人家，
随便在哪天都行。但大多数人家都
有缺项，都缺毛驴车，得事先预借，得
和主家扫院子的时间调换开。有时，
须提前两三天就要借定。

日子一旦敲定，无论那天天气如
何，扫院子都须如期进行。这天，除
了太老、太弱和太小的，全家人都要
上手，整个一个全家总动员。铁锹
铲，扫帚扫，驴车运，闹闹嚷嚷，十分
热闹。一般是从院子最深处扫起，向
院门口推进。经了一年，大风吹来的
沙土积了厚厚一层，少则半尺，多则
一尺。土中杂以柴草和坷垃，还会有
虫的尸体和鸟的羽毛。有时会见到
一些丢失的东西，比如一只旧鞋，一
个手工缝制的野球，一面小圆镜子，
一截寸把长的铅笔，这些本已不抱希
望的东西，都会在这天重见天日，失
而复得。

于是，这次一年一度的扫院子，
就会充斥了接连不断的惊喜。时不
时的就会听到这样一声惊呼“呀，我
的发卡，在这儿呢”，或者“钢笔，我的
钢笔找到了”。人们的惊喜大大地抵
消了劳累。

扫院子的土不能堆在院门附近，
更不能随便扔在村路边，要运到村外
或村里无人居住的空院落里。出门
时，随着毛驴车步行，返回时便可以
坐车。这又引发了年幼孩子们的无
尽乐趣。为了坐一回驴车，情愿走一
段与坐车同样距离的路，还得卸一次
车。

这次大扫除会持续到太阳偏
西。浮土清理干净，院子见了硬底
儿，连拴马桩下、猪食槽边都干干净
净，清清爽爽。夕阳余晖里，参与者

都会站在一个可以一览全院的位置，
比如说院门口，比如说堂屋门口，或
哪一扇窗户下，踮脚伸脖，细细打量，
然后赞叹一句：真清亮。

“清亮”一词在沙土地上的农村
十分流行，比如头痛了，请人在额头
上捏几块红紫，晃晃脑袋说“清亮多
了”；比如口渴了，想喝一碗甘甜的井
水，看看水桶，说句“真清亮，肯定解
渴”；还比如，乡间有一种直心眼人，
心里什么就说什么，从不拐弯抹角，
这种人也被称为“清亮的人”。一年
一度扫过的院子，竟也被人们冠以

“清亮”一词，不知他们是如何借过
来。

第二天一大早定是糊窗户。那
时，生活在沙土地上的人们，特别是
大梁村的人们，都用“呱嗒嘴”窗户。
这种窗户上下两扇，隔成豆腐块大小
的格儿，糊以白纸。白纸是事先买好
了的，打了浆糊，撕掉经了一年或几
个月的已经发黄的旧纸，糊上新纸。
刹那间，“清亮”的院子里，又多了几
块耀眼的洁白。

还有一项工作，也要在这天完
成，就是“油窗户”。辽河上游老哈河
流域的沙土地，纬度高，海拔也高，冬
天异常寒冷。为了保温，冬天一到，
人们就在窗外另加一层窗户。这层
窗户和窗口一样大小，内分八寸见方
的格儿，它被称为“风窗”。这天，它
也会被撕去旧纸，换上新纸，而且还
要刷一层麻油。刹那间，“清亮”的院
子变得亮闪闪的，就像多了几只眼
睛。而整个冬天都因挡了两层窗纸
而乌蒙蒙的屋子，由于油了窗户，阳
光竟朦胧着进来了，屋子里也就此

“清亮”了许多。
感觉最特殊的是除夕之夜。太

阳西落，夜幕降临，家家户户都会在
灯杆上吊起一盏风灯，在房子前墙挂
几盏扣灯。这两种灯把院子照得亮
亮堂堂。再加上从油过的窗户透出
来的灯光，院子亮如白昼，在暗黑的
夜幕下，别具有一番魅力。干净的院
子，耀眼的灯光，走几步，感觉特别异
常，仿佛走进了一个全新的、从未经
历过的世界。有点像《红楼梦》里的
大观园，有点像《西游记》中的灵霄宝
殿，还有点像逢十五都要圆一次的月
亮上的广寒宫，美丽极了。这天晚
上，无论多么寒冷，孩子们都不肯进
屋，久久地流连在院子里。

站在、走在院子里的人，体会了
半天，还是那句话：真清亮。

后来，我明白了，年和年之间的
分界，沙土地上的农民，在语言上，用
的是“清亮”，在行为上，用的是扫院
子。

腊月里，扫院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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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亚伟

小时候，过了腊八，几乎每天一进家
门，就看到满屋子热气蒸腾。我兴奋地
喊着：“妈，今天又蒸什么呢？”母亲像是
腾云驾雾一般，从热气里钻出来：“蒸馒
头，你不知道有个词叫‘蒸蒸日上’吗？
日子呀，越蒸越好！”母亲是初中毕业，而
且还是“高材生”，在当时也算是“高学
历”了。我对母亲关于“蒸蒸日上”的解
释深信不疑。

后来我上了小学，在课堂上学到了
成语“蒸蒸日上”。才知道，“蒸蒸”是“兴
盛”的意思。老百姓是最富有智慧的，他
们利用谐音为自己讨个好彩头，寄寓着
对生活的美好期待。

我们家乡的习俗，要在腊月里把来
年正月里的馒头全都蒸出来。母亲要花
去两三天的时间，一锅一锅不停地蒸。
她从来不嫌烦，反把蒸馒头当做一种愉
悦的“创作”。蒸每一锅都变着法子弄些
花样出来：白馒头蒸出来，在顶上点上大
红点，馒头仿佛戏台上女子眉心的红点，
显得生动俏皮；枣馒头上要放5个枣，寓
意五谷丰登；面鱼要做成对儿的，寓意富
富有余，鱼头和鱼尾要上翘，寓意日子蒸
蒸日上……母亲像一个魔术师，她的手
里变幻出无穷的宝贝。

过年的时候，母亲还会蒸父亲最爱
吃的玉米面豆渣饼子，我们俗称“渣饼
子”。渣饼子是用玉米面和豆渣做成
的。我们那里每年过年家家户户都要做
豆腐，做豆腐剩下的豆渣就用来做渣饼
子。母亲总是能够做到把所有的食材物
尽其用，又照顾到一家人的口味。渣饼
子本是节粮度荒年代粗粮细做的产物，

父亲吃着渣饼子长大，就好这一口。
母亲先用滚烫的开水把玉米面烫透

了，然后再拌匀。稍晾一会儿，掺入豆腐
渣，还可以在里面加上香菜。要拌得稍
稠一点，加上细盐、五香粉、葱花等调
料。最后捏成饼子，上屉蒸熟。我最爱
吃围着锅贴的一圈渣饼子，上面有香脆
的锅巴。渣饼子酥脆美味，里面有豆渣
里的豆香和香菜、葱花里的菜香，咸淡相
宜，余味无穷。现在条件好了，母亲还会
把蒸好的渣饼子放在锅里煎炸，炸出外
皮一层金黄，吃起来更美味。

还有一项“蒸事”——蒸年糕。母
亲早早把黄米面准备好。黄米面是用
碾子碾的，我们都帮母亲推过碾子。母
亲在蒸屉上铺上一层白菜叶，然后把将
碾好的面，还有花豇豆、红枣，一层层铺
撒到蒸屉上，上锅蒸。年糕蒸好了，母
亲让父亲来帮忙，掀开锅盖，在扑面的
热气中，把蒸好的年糕抬下锅灶，扣到
大笸箩里。那时候，满屋子热气弥漫，
甜味钻进鼻孔，逗引着我一大串口水。
刚蒸出的年糕，热热的吃一块，美味无
比。母亲蒸的年糕又糯又甜，我最喜欢
捡年糕里的红枣吃。母亲说，年糕就是

“年高”，就是年高长寿、一年胜似一年
的意思。

腊月到了，母亲又在忙着蒸年味
儿。就像她说的：蒸蒸日上。母亲那热
气蒸腾的小屋，对我是永远的诱惑。小
屋里的回忆，一点点润染开来，成为一幅
暖色的画。

蒸年味儿

□徐善景

进入腊月，已经闲了一冬的父母，又
开始忙起来。他们的忙，有分工，也有合
作，离年越近，越是忙活。

父亲最先忙的是捡柴。每天，他不
是去东林场，就是去西坡岭，一捆捆木柴
被捡回，柴房里慢慢被堆满。当院落里
也垛上一大堆木柴时，街坊的德叔便找
上门来。

德叔是来商量下粉条的。每年秋
冬，家里都磨些红薯做粉面，到了天寒地
冻的腊月，街坊邻居就会串联起来，建个
火灶，安上大锅，请来师傅下粉条。

父亲和德叔只是做些挑水烧火的粗
活。下粉条的师傅和好粉面后，拿起铁
制的平底漏瓢，挖起一团粉面放进瓢中，
立于锅台边，一手执瓢，一手敲打，漏瓢
中的粉面均匀的漏孔中流出，越来越细，
落入沸腾的锅中。帮手立即用长棍捞出
已经成形的粉条放在凉水盆中，先用手
捋顺，接着再盘挂在木棍上，搭在事先支
好的粉架上。

湿粉条必须经冻才能分开晒干，否
则会粘在一起极不容易分开。这也是寒
冬腊月下粉的原因。粉条还没晒干，又
该做豆腐了。这个不用请师傅，父亲就
是做豆腐的高手。

此前，母亲早已着手淘麦挑豆筛玉
米。淘麦筛玉米是为了磨面粉，挑豆则
是为做豆腐做准备。母亲会提前两天把
挑好的黄豆泡起来，泡胀后磨成浆，父亲
和德叔趁着下粉的火灶，用纱布把豆浆
过滤到锅里，沸后盛进水缸，先用卤水点
过，连汤倒进模具压好。水空出后，豆腐
就做成了。

接着开始杀年猪。依然是趁下粉的
锅，德叔成了杀猪匠。母亲会拿些薯干

把猪诱到门口的石条边，乘猪吃得尽兴
时，德叔上前把猪掀翻，几个人上前把猪
抬放在石条上。德叔左手扳住猪的前
腿，单膝跪压在猪的身上，在“捉紧了”的
吆喝声中，利利索索就杀完了。猪肉很
快被左邻右舍抢购一空，那里，一头猪能
供给半街人家。

再接下来，父亲支起八仙桌，开始给
乡邻们写对联。而母亲早把麦子、玉米
磨成面粉，开始蒸馒头、做祭品、炸油食。

馒头分种类，有造型。祭祖用和待
客吃的是纯白面，家人吃的是一半白面
一半玉米面，还有用黑面和豆腐渣做得
窝窝头，专门给牲畜吃。白面馒头有圆
型、花型和长型。圆型馍普通，好做，花
形最难做。母亲手巧，软软的面团在她
手中一揉、一擀、一捏，再用菜刀一划，形
态各异的动物便成了形。这些用于祭祀
的枣花馍蒸熟后，或是活灵活现的小猴、
小猫，或是憨态可掬的小猪、小狗，一个
个惟妙惟肖，好看极了。还有长型馍，中
间缠一根面带，叫麦桩，寓意来年小麦丰
收。油炸的食物有很多，炸油馍、炸春
卷、炸花生、炸麻花，还有酥肉饼、油馍花
等。

至于置办其他年货，不是父亲去，就
是母亲去，有时他们一起去。买了到家，
想起什么还没买，就转身再出去。腊月
乡村，天天都是集市日。

大红的对联贴起来，大红的灯笼挂
起来，大红鞭炮响起来，忙了一个腊月的
父母，把除夕的饺子盛进碗里时，一个传
统的、温馨的、充满渴盼的中国年便扑面
而来。

忙腊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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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福人家 苗青 摄

□杨崇演

窗花

是谁，把火红的心事层层折叠，
剪出二十四节气喜庆的农谚，剪出唐
诗的风、宋词的韵。

喜鹊是何时迫不及待地飞来
的？在绽开的牡丹上写下福来春到。

怀抱鲤鱼的娃娃，镶嵌在明亮的
窗上，用一朵荷花照亮岁月的灵魂。

生呀旦呀净呀末呀丑呀，缝合着
浓浓的亲情，舞出了一台台五福临门
的六畜兴旺。

窗花鲜红着，以最乡土的叙述，
温暖了窗外雪花。

窗花，静美，高雅，把吉祥带给万
户千家！

窗花，秀美，飘洒，把祝福带到海
角天涯！

窗花，避邪，护家，从远古演绎出
多少佳话！

小小的窗花，吉祥的窗花，是一
朵朵美丽无瑕的报春花！

红灯笼

红春联何时站在了门框？——
秦叔宝尉迟恭贴门而立，守护喷香的
年味。

红灯笼再也忍不住了，窜上高梯
挂上红彤彤的新年祝福。

一点，几点，万点，或独舞或共舞
着小楼别院、山间田野、千山万水的
绿翠。

夸父逐日，嫦娥奔月，八仙过
海……旋转千百年的走马灯，总是牵

引着一串串欢乐的目光。
不知是喜欢你的喜庆，还是喜欢

你寓意深沉？
一盏盏红灯笼，亮了，照亮了万

千游子回家的路。
一盏盏红灯笼，亮了，灯下尽是

流淌着乳名的亲切呼喊和乡音姹紫
嫣红的传说。

一盏盏红灯笼，亮了，挂着吉祥，
挂着欢乐，也挂着告别昨日的伤痛。

年画

像QQ、淘宝、3D打印……年画，
也是一个时代的印记。

在把年当作天的时代——普天
同贫的时代，梦想，都大张旗鼓地粘
贴。

《鲤鱼跳龙门》《桃园结义》《五子
夺莲》……一张张鲜活的脸谱，装扮
成一幅“年”的扉页。

一张年画，如果今年没顺，那就
再等十冬腊月，再挑一幅——就不信
这辈子，请不回一张，好的年画……

年画用古老和年轻，蘸着流光溢
彩的墨，书写着一个民族的不老传
奇。

如今的年画，活在非物质文化遗
产里——像一豆羸弱的微光，偶尔在
乡村时代的大脑皮层一闪而过。

捣年糕

到底是丰收后的舞蹈，还是殷实
后的放松？！

香喷喷的糯米饭闪着瓷色的光
泽，吸日月之光华、天地之灵气。

蒸蒸——煮煮——捶捶——
健硕威猛的农家汉子，搓了搓肌

腱隆起的胳膊，抡起“7”字形木夯，对
准石臼奋力砸去。

“嗨”！这是力量的喷涌。
“嗨”！这是欢乐的聚焦。
年糕在农人们的捶捣下变得韧

性十足，也让农人们的汗滴生了又
灭、灭了又生。

年糕年糕年年高。生活，就这
般在希冀中纯洁无瑕着，晶莹剔透
着……

年夜饭

忙忙碌碌一年，就为了这一天。
急急匆匆的脚步，都是为了回家过
年。

沉重的行囊，在“回家”两个字面
前表现轻盈。

家的温暖，父母的守望，随车一
路延伸。

一桌年夜饭，儿女等待了 365
天；一桌年夜饭，父母准备了一年。

饭桌上必须有鱼，“年年有余”不
可少；必须有酒，无酒不成席……

擦去夏的汗水，忘记冬的严寒，
说说秋的收获，送上春的温暖。喊一
声爸，藏起一年的辛酸；呼一声妈，抖
落一路的疲倦。

满满的一桌年夜饭，是父母的挂
牵。

满满的一桌年夜饭，是儿女的思
念。

满满的一桌年夜饭，迎来更加美
好的明天。

浓浓的年味（组章）

散
文

诗

□犁夫

对联
一副对联
无法表达所有的希望
畅想
用横批标注
平平仄仄的音韵
指点着脚步的方向

潮湿的往事
在墨汁上流淌
岁月的宣言
贴在门楣上

鞭炮
一个声音
突然吼唱
来不及回忆
来不及思量
举起双手
为生活鼓掌

把过去的时间都点燃
苦辣酸甜
瞬间释放
一地的碎屑
拼凑不出完璧的时光

拜年
磕头
进献平安
作揖
春风拂面
拜年
一句句颂词
揣在心里
有人的时候
拿出来看看

握住你的手
也握住了一个瞬间
一句祝福
也是一次再见

压岁钱
红包裹着
一句祝愿
红包也裹着
一个期盼

压岁钱
把浓浓的情谊
藏在新年
岁月蹉跎
时光荏苒
压岁钱还在除夕的晚上
轻声呼唤

守岁
旧岁，留在门环
新春，告别过去的思念
守岁
守住的是一颗初心
盼望的是一片蓝天

守岁
量着夜的长度
用滴答作响的时间

年夜饭
一顿饭
跨越两个年

一半是陈年
一半是期盼
那些没有表达的感情
储存了一年

筷子敲打门环
新春跨进门槛
端起酒碗
干

过年
总有一些往事
跳进尘封的视线
总有一些告别
还在路上藕断丝连
过年
还用牛粪火
把家乡的灶膛烧红
在炕头上
扯着闲篇

挪着步子
寻找一堆干柴
准备年午点燃
但已找不见童年的灯笼
点不着潮湿的小鞭
空空的手
攥着往事
看繁星点点

过年（组诗）

塞
外

诗
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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