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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立新

大寒十五天，天天是过年。快乐，喜
庆，有目标。这是独特的大寒情绪和氛
围。岁月的大戏走向高潮，大寒是锣鼓
铿锵、歌吹嘹亮、最热闹的一折。

大寒的天，自是冷的。一出门，寒风
立马裹住，扳着你，兵戎相见。但再冷
酷，也抵不得人心一团火。铜墙铁壁的
冷，被迎年的热情，一块块儿碰碎。寒意
凌乱，人早不拿它当回事儿了。

大寒的关键词岁是寒，主题，却是
热。热火，热情，热闹。这种热闹，在乡
下，更隆重。我们村里的除夕宴讲究“八
大碗”，一碗烧肉，一碗炸丸子，一碗炖粉
条，一碗炖豆腐，一碗炖海带，一碗炸鸡
头，一碗炸山药，一碗炸“壳包”。入大寒，
就开始备办：蒸年糕、杀年猪，蒸花馍、磨
豆腐，腌猪肉、炸鸡头⋯⋯掸尘清扫、赶集
采买，紧紧张张，忙忙活活。每天的日程，
都是大寒之前掐着指头安排出来的。

从腊八喝了粥，到村子里第一声尖
利的杀猪嚎叫，杀猪匠穿着高筒雨鞋，系
着皮围裙，在村子里掀起一浪浪的血雨
腥风。当家主妇，一趟趟下河洗衣，晾衣
绳上像万国旗子飘扬，家里所有布质的
东西，连抹布，布纹里都洗得清清爽爽。
连桌椅板凳都拖到河边，从面儿到腿儿，
刷洗得焕然一新。

转眼到了小年二十三：二十三祭灶，
送灶王爷上天；二十四，掸尘扫房子；二
十五，磨豆腐；二十六烧炸，腌猪肉；二十
七，蒸年糕、粉糕米；二十八，蒸花馍把面
发；二十九，裁红纸、挂灯篓；三十晚上熬
一宿，大年初一扭一扭。

“扭”，是扭秧歌、跑黑驴、跳旱船、舞
狮子⋯⋯由物质备办到精神狂欢，是大
寒最诗意的句号。

万般忙活皆过去，换来新春一身
轻。回头看，大寒十五天，真是这么铿铿
锵锵过来的吗？一边忙活，一边享受，倒
是真真的。

磨豆腐那天，我们喝豆花儿、吃刚出
锅的热热的鲜豆腐。土法做豆腐，这种
老工艺，还在乡村里悄悄流行着。磨好
的豆浆，挑回来，分批次用包袱装了，置

于大锅上面的豆腐架上按压，滤去豆渣，
细腻的豆汁直接入锅。加火熬煮不多
时，锅里面浆液鼓突，白浪开花。豆香飞
得院里院外哪儿都闻得见。

一人一碗豆浆来喝喝呀！小孩子不
喜寡淡，不喝；强被母亲拉过来喝半碗，
治咳嗽防感冒。人人喝过大寒的豆浆，
再点卤水。卤水一点，眼见浆液变成了
丝丝缕缕的豆花儿，像大寒加上忙年的
豪情，生成快乐一样，豆浆加了卤水，竟
会化成豆腐！刚生成的豆腐，嫩着，散
着，凌乱着。包袱包裹了放荆筐里，厚木
覆之，压以重物，水分渐出，豆腐渐硬。
我们这里崇尚那种劲道实在的老豆腐，
秤钩子挑起能走二里地的那种。

烧炸腌肉的日子，我们更是心花绽
放。炸肉、炸鱼、炸丸子、炸柳叶、炸鸡
头、炸豆腐⋯⋯炸此炸彼，滚油沸腾，香
味四溢。厨房里“嗞啦嗞啦”的油炸声一
直不停歇，街巷里蒸腾着盛大的年味儿。

腌猪肉，在我们这里是家境殷实、年
景丰歉的符号。腊月里，杀年猪，腌猪
肉，洋溢着储备来年、盛世良辰的味道。

腌猪肉，需两个人配合默契，流水作
业似的，疾徐有致。一人将煮熟的肉方，
在滚开红糖水里，颤巍巍过一遍，沾一层
淡淡酱红；捞在铁笊篱里，控控水。一人
瞅准时机，将控水后的肉方稳稳贴着锅
壁秃噜进去，霎时间，锅里一阵骤响。锅
盖迅疾盖上，嗞嗞啦啦、嘭嘭啪啪的紧拉
慢唱，被闷在锅里。

等锅里声息静下，揭开锅盖，暄腾腾
的猪肉已变得皮儿焦、色红，紧致丰实；
捞出来控油，晾凉。一块块码进腌缸，铺
排一层，撒一层盐；层层加码，如是反
复。最后将烧肉用的猪油混合芝麻油、
花生油，灌注肉缸。

这缸腌肉，是新年里一家人寡淡肚
肠的肥美补贴。有一缸肉蹾在厨房角
落，日子终归是油光水亮的。

烧完猪肉，家家都会就着热油锅，炸
“壳包”、炸鸡头、炸丸子、炸山药片，这些
油炸食品，酥脆浓香，吃法不一，但无一
例外都是大年的美食。

炸壳包。先用面粉加鸡蛋、加麻油、
加糖或盐，和成瓷瓷的硬面团；醒好后，
擀开，切成小方片。一篦子壳包刷刷入

锅，小火来炸，不停地用笊篱翻面。开始
壳包还软软地飘，炸着炸着，变黄硬挺，像
充气一样膨胀。搅动时，听到彼此间碰撞
的清脆声音，捞起来，倒进大荆筐。壳包
越晾越酥脆，一咬一咔嚓，那个美啊！

炸鸡头，要事先发面。用当年新谷
碾成细米，清水中捞过，石碾上碾成面，
半开水冲成稠糊狀，加入酵子用勺搅
匀。面盆放在火炉边慢慢发酵，等闻起
来有酸甜味了，就加水放碱面。再搅啊
搅，搅匀了，开炸！舀一勺面，向油锅里
边倒边用筷子夹，一小团一小团的面，轻
甩入锅。两三个滚儿炸过，它们膨胀饱
满，像极了鸡头的样子。炸鸡头，吃起
来，不脆，而是绵软，香甜，有嚼头。一碗
白糖鸡头餐桌，香甜又吉利。

炸色，那层金黄泛亮，是大年特有的
喜庆之色。一荆筐一荆筐的油炸美食，在
清冷的厢房里，静默散发着香气。孩子们
吃了这样，吃那样，边吃边蹦着欢儿。

腊月里的蒸事，也是层出不穷：蒸年
糕、蒸花馍、蒸豆渣饼、蒸肉包子和豆包
儿。跟炸不同的是，蒸，这项工作，一般
都是集团作战。四邻八舍、亲戚姐妹，互
相串着蒸，今天你家，明天她家，后天到
我家。大家一边做着馍，一边谈论着家
长里短的高兴事、稀奇事，悠然，放松，笑
语盈堂；但手下却轻拢慢捻抹复挑，搓，
团，擀，剪，切，一压一按，一捏一卷，一扎
一挑，盘枣点豆插花红儿。眼花缭乱之
际，一个个光溜溜的馍，从手下衍生出
来：鱼形，圆形，蝴蝶形，拧着劲儿的花
卷，三角的豆包，排排坐在高粱杆儿缝制
的箅子上⋯⋯饧好上锅，急火猛蒸，厨房
里，蒸汽氤氲。出锅再看，白白胖胖、鲜
嫩灵活的花馍，点施上花红，装饰渲染。
素朴平常的日子，忽然间开出了花儿，荡
漾出一波波繁华热烈的味道。

二十八，堂屋里贴上了年画；二十
九，彩纸灯笼，挂在了门头。灯笼一亮，
春联一贴，新年粉墨登场。像脸上涂了
油彩的角儿，岁月华丽得让人不敢相认。

这幻境般华美、浑厚的大寒啊。

喧腾腾的大寒红火火的年

□朱德文

年关临近，年味儿正在一天一天地
变浓。大街上、商场里已经装饰得花枝
招展，一片喜气洋洋，你是否也感受到这
份浓浓的年味儿呢？如今回想童年在家
乡过年的日子，点点滴滴的往事串成了
一条记忆的项链⋯⋯

每年一进腊月，很多人家就已经开
始筹划节间活动、准备过年物品、置办年
货。大街上就会多了许多平日里难得一
见的景象，人们用爬犁拽着，自行车后座
驮着的尽是用厚厚棉被裹着的芹菜、韭
菜、豆角等新鲜蔬菜，以及雪糕、冻梨、冻
苹果、冻柿子、冻鱼、冻肉、粉条等各种年
货。那时在冬天能吃上新鲜蔬菜可不容
易，平时家里是很少买的，只有来了重要
客人，才能买上一些。对于家乡的人来
说，节前筹备年货绝不仅仅是一种简单
的劳作，更多的是热爱生活的浓浓情结，
那里融入了太多的情感与心绪，人们筹
备起来的不仅是丰富的年货，更是快乐、
幸福、和美与希望。上街购物后人们在
家还要炸虾片、丸子、麻叶，蒸馒头、豆
包，馒头上还要放上几颗红枣。每一家
都是乐此不疲，忙并幸福着，那时的年味
儿是忙出来的，越忙年味就越浓。

春节，每家院中都要竖起高高的木
杆，在上面挂起大红灯笼。挂灯笼用的
木杆俗称“灯笼杆儿”，为了挑选到称心
的灯笼杆儿，我们跟着大人，踏着没过膝
盖的积雪，到山中选那细细的、直直的、
高高的松树，虽然一个个小脸冻得通红，
可还是照样嘻嘻哈哈，互相比着谁选的
直、高。高达十几米的松树杆立在院中，
杆的顶端钉一个三角架，架上固定上一
个滑轮，或是用粗铁丝弄成一个圈拧在
上面，从中间穿过一根绳，绳头拴上一个
铁钩，用来挂灯笼。灯笼通过绳子可以
像升旗一样升上顶端。那时的灯笼多是
自制的，用八号铁线做骨架，外面糊上红
纸下面再沾上用彩纸剪成的穗，里面点
上蜡烛或装上一只白炽灯，从大年三十
到正月十五每晚都要亮着，家家如此，非
常壮观。有些人家还要以灯笼杆为中
心，向四周拉上两根或四根斜绳，绳上黏
着用各色彩纸剪成的小三角旗，五颜六
色随风飘扬，在银白的世界里显得格外
亮丽新鲜，很是好看。有的家长心灵手
巧，在灯笼杆顶部还要加上一个木制的
飞机，飞机会随着风向调整方向，机头的
螺旋桨在风中快速地旋转，发出哗哗的
响声。

年三十中午十二点前要把对联和福

字贴上，有的人家在迎门处还贴上出门
见喜的条幅，在对联的横批下面粘上几
张用薄薄的五彩纸剪成的“挂笺”，上面
有吉祥如意一类的字样或者图案，下面
留有穗状的裙边。这些挂笺图案优美，
色彩鲜艳，象征着一年的吉祥开端。为
了更充分地体现美好的向往和祝愿，一
些人家还要在屋门上、墙壁上、门楣上以
及水缸和坛坛罐罐上贴上大大小小的福
字。有的人家干脆将福字倒过来贴，表
示“幸福已到”“福气已到”。

除了挂红灯笼、贴对联福字，门前和
院中还要摆放冰灯。聪明的家乡人用一
种小的圆形水桶来制作冰灯，当地人称
之为“喂得罗”，那种桶好像就是专为冻
冰灯而制的口大底小，冰灯冻好后不仅
容易取出型也好看。把水装入桶中，放
到室外零下四五十摄氏度的低温下去
冻。如果用烧开的水冻成的冰灯要比直
接用井水会更加透明，有的还会在水中
加入红墨水冻出红色的冰灯。桶内周边
的水在低温下会首先冻结，当结冰达到
一定的厚度时，在桶的顶部中间打一个
圆洞，把里面还没有冻实的水放出，拿进
屋内略微暖一下，最外层与铁桶接触的
冰同样会首先融化，当冻结在一起的桶
和冰分开就可以把冰灯从桶内取出来，
一个完整冰灯就做成了。里面放上一只
红蜡烛。再在冰灯上贴上红福字，更增
添了喜庆气氛。除夕那天夜幕降临后，
一直到正月十五元宵节，家家户户空中、
院内、门前，都会亮堂堂红彤彤一片，预
示着全年红火兴旺之意，渲染了年节的
热闹、喜庆气氛、娱乐了乡民，成为年节
一道亮丽的风景。置身其中，人们的身
上仿佛都透着红光，一张张灿烂的笑脸
更被映得红扑扑的，虽然是数九寒天，却
让人觉得不再那么寒冷。

年三十吃过晚饭，一家人就开始忙
着准备年夜饭，全家围坐在一起，擀面
皮、包饺子，其乐融融。在包饺子时，其
中一个饺子里要包上一枚一分或二分的
硬币，喻为福；还有一个饺子里要包上一
颗水果糖，大概喻为甜甜美美吧。午夜
十二点，鞭炮齐鸣，开始煮饺子了。红红
的炉火，热气腾腾的饺子，把新年的气氛
推上了高潮。饺子煮好后按照家里人的
长幼顺序一人盛上一碗，谁要是吃上包
着硬币的那个饺子说明这一年有福，如
果碗里谁也没吃上，小孩子们就会到盛
饺子的盆或盘子里去挑，名为“抢福”。
为了抢上那个“福”个个小肚子撑得溜
圆。有时吃到了却故意不说，或做出十
分夸张的表情大喊硌着牙了。吃上的美
滋滋，没吃上的垂头丧气，小嘴一撅，一

脸的失落，不过没关系，只需一会工夫，
就又跑着跳着玩去了，因为玩毕竟是小
孩子的天性，更何况是在春节这样一个
快乐的传统节日里。吃过年夜饭，全家
人围坐在一起守夜，那时没有电视，更没
有春节联欢晚会，大人们虽然多次撵着
小孩子们上炕睡觉，虽然困得如鸡啄米
似的直点头，可还是硬撑着不睡，就盼着
天一亮好穿新衣服。

初一，天刚蒙蒙亮，孩子们就早早地
缠着大人拿出准备好的新衣服，急不可
耐地穿上，一大早就相约着挨家挨户去
恭恭敬敬地行礼拜年，遇到有爷爷、奶奶
辈的还要行磕头大礼，大人们也总是笑
着抓上几块糖，一把瓜子、花生，或是虾
片、丸子、馓子、甜点等几样油炸食品，分
给我们。有时分上个雪糕或是冻梨、冻
苹果，就在那冰天雪地里啃起来，那梨、
苹果冻得可真硬，狠狠地一口下去只留
下几道小牙印，慢慢地啃下一块含在嘴
里，酸、甜、凉，那口感，一个字爽！

小伙伴们拥着，挤着，闹着走在拜年
的路上。男孩们兜里往往还要揣上一些
拆散了的鞭炮，这时还会大胆地点燃一
支烟来燃放鞭炮，这在平时大人们是绝
对不允许的，点燃一个鞭炮朝空中一扔，
发出一声清脆的炸响。（我们称之为小
鞭，大概是因为燃放时发出的声音像赶
车的老板甩鞭子时发出的声音吧）那是
当时男孩们十分热衷的一种玩法，另外
还会装上一些摔炮、拉炮（这两种鞭炮现
在因为安全的原因早已不生产了。）那时
花炮种类很少，家中的条件也不允许我们
买那么多的花炮，我们就自己创，把没有
燃响的鞭炮拣起来，把它从中间掰成两
半，（中间连一点儿，不断开。）把掰开的一
头相对着摆成一圈，点燃一个就会连环引
燃，旋转着向四处散开。有时也会揣上两
个二踢脚，再找来一根比二踢脚略粗的铁
管，一端堵上，在二踢脚引线部位锯一个
洞，从那里点燃引线，就像电影中的小钢
炮，可以射向我们指定的方向，不过大人
们是不允许我们那样玩的，怕出危险，我
们只能偷着玩。女孩们打扮得花枝招展，
头上系上红头绳，或颜色鲜艳的花翎子，
跟在我们的身后远远地躲着看热闹。

从大年初一开始，家乡的人走街坊，
串邻里互相拜年，互增感情，家家户户广
开宴席，广邀邻里好友，同享年福，一直
要持续到农历二月初二，街头巷尾都会
洋溢着那浓浓的年味儿。

年味儿

□谢汝平

从古至今任何一个腊月，不管忙
碌还是清闲、温暖还是寒冷、富足还
是贫困、顺溜还是难捱，都是为了催
生那个人们盼望已久的新年。在使
命上，腊月只是过渡；在精神上，腊月
只是传承；在情感上，腊月只是奉献，
都是为了接下来充满希望的新年。

在人们印象里，腊月是寒冷的、陈
旧的，就像一个旧时钟，虽然滴滴嗒嗒
地走，但脚步沉重，心里总有点慌慌的，
而新年却是温暖的、崭新的、欢快的，充
满朝气。普天下的父母都是腊月的主
角，他们为新年筹备、为新年忙碌、对新
年极尽盼望。他们购置年货，准备吃
的、穿的、玩的，鸡鱼肉蛋、春联鞭炮、新
衣新鞋，只要他们买得起，都舍得为儿
女花费。腊月里满世界是父母忙碌的
身影，从香气浓郁的腊八节，到打扫卫
生祭祀灶王爷的小年，一直忙到辞旧迎
新的除夕夜，他们在腊月的舞台上舞动
身姿，施展身手，他们没有剧本，没有导
演和观众，但仍然一板一眼按照既定的
程式行事，一招一式都不会错乱，他们
陶醉于腊月的舞台，陶醉于自己的主角
身份，因此有着最迷人的风采，有着令
人心动的满足神情。

一 旦 到 了 正 月 ，从 大 年 初 一 开

始，父母便悄悄隐退到后台，儿女们
作为新年的主角，打扮得焕然一新，
粉墨登场。年龄小的孩子身着新衣、
头戴新帽、脚穿新鞋，在家里、院子里
开心地玩耍。他们喜欢放鞭炮、玩游
戏、给长辈们憨态可掬地拜年。不管
城市还是乡村，到处响起孩子们开心
的笑声，随着孩子的欢笑，世界仿佛
一下子明朗起来，跟刚刚过去的腊月
截然不同。尽管天气还有些寒冷，但
即使是风中的枯树、晨曦中的小鸟，
也像孩子们一样欢快。年龄大一些
的姑娘小伙子，他们走亲访友，在一
起热议春晚的节目，闲聊一年来的打
工生活，畅想一下来年的人生理想。
如果哪一个突然红了脸，那是人们说
起了他新处的对象，爱情让新年里的
年轻人更加满面红润。

时间总是不疾不徐地行走，推陈
出新是自然规律，正月取代腊月也是
无法更改的规则。父母的腊月儿女
的年，父母们心中的快乐，总是从腊
月来到正月，从陈年传到新年，然后
被儿女们放大，放大到足以支撑整整
一年的幸福，放大到全家人脸上永远
洋溢着笑容。

父母的腊月儿女的年

□路来森

年，是一个时间节点，但我更愿
意，把它看成一根线，串起多多。

年，是一根串起时间的线——过
去和未来。

过去的，虽然已过去，但因为这
根“线”的存在，你却难以忘却。在这
个时刻，你会思念过去，你会总结过
去；思念那些让你怀想的人和事，思
念你曾经的激动，曾经的喜悦、快乐；
你要总结过去时间里的得失成败、经
验教训，在总结中，让自己的思想，得
到一次提升。之所以如此，正是因为
你要沿着这条线，走向未来。未来如
何？或者该如何？你必须作出设计
和规划，既有宏观的，又有微观的，甚
至要具体到每一个细节。

连接“过去和未来”，提醒着每一
个人。年轻人，高喊一声：“我又长了
一岁。”为自己生命的加法而激动，而
充满了力量；老年人，则禁不住微叹
一声：“哎，又老了一岁。”难免，为自
己生命的减法，而略生伤悲，于是，就
愈加珍惜时间，善待生命，内心里，铿
然自励：“老骥伏枥，志在千里。”铆足
了劲，让生命活得更美好。

年，是一根串起美食的线。
尽管，现在的生活好了，平日里

就美食不断，但过年，还是不同的。
过年，是一次美食大聚会，特别是“乡
土美食大聚会”。分量要足，花样要
多；要广泛采购，要百味杂陈，要异彩
纷呈，要花团锦簇，要纷然参入。

年，是民俗的，故尔，年一定要在
家里过，才好。平日里工作忙，品尝
美食，可以下馆子，可以叫外卖；但过
年，美食，最好还是要自己亲手做出
才好。厨艺，也许并不怎么样，但亲
手做，就是特色；亲手做出的美食，特
别具有家的味道，融入了最美好的心
情，和最深厚的亲情，那个做菜的过

程，也最大程度地演绎了生活之美。
天南海北，风俗不同，食味各异，

也许，只有过年的美食，才能最大程
度地彰显出地方特色。而最有地方
特色的美食，就是对传统的一种继
承，就是对亲情的一份最好的报答，
就是对历史的一种最好的记忆。

年，是一根串起亲情的线。
寻常日子，总有干不完的事，好

像始终处在忙碌的生命状态，故尔，
亲朋好友，难得一聚；极好的朋友，或
许，就因为相聚的机会少，因此而变
得生疏了。寻常日子，生活磕磕绊
绊，难免处于某种竞争状态，因此，也
难免会出现争吵，面红耳赤，互相对
骂，甚至于拳脚相加。碍于面子，平
日里，也许很少作出道歉，或者做到
相互谅解。

但一到新年，就不同了。
行走于街道，擦身而过，问一声：

“过年好！”一声新年的问候，就成了
化解矛盾的催化剂，于是，面子放下
了，仇恨淡然了，心情豁然了。这段
时间，人，大多拥有了一定时间的闲
暇，过年了，就得“走一走”，走门串
户，进门先问一声好，拱拱手，然后，
围桌而作，交杯换盏，耳热心热，日子
安好，一切，也就都回归了正常。

疏 远 的 亲 情 ，因 此 又 变 得 亲 密
了；曾经的矛盾、交恶，因此也就涣然
冰释了。就是因为这个“年”啊，又重
新把亲情串起。

当然，还不止于此。年，这个时
间的节点，实在是一条重要的生命之
线，生活之线，它能“串”起的，尚有多
多。

最重要的是，它能串起希望，串
向未来，把生命之线、生活之线，拉得
更长，更长。

年是一根串起的线

塞外诗境

□季川

母亲的灶台
与腊月连在一起
就是与忙碌的年关
连在一起

在某个热气腾腾的时刻
年糕们安分守己
它们从糯米粉开始
接受蒸锅的考验
它们从母亲确认的眼神里
来到人间
推开一扇扇幸福的小门

年糕们都是有名有姓的
福字就是幸福的福
寿字就是长寿的寿
丰字就是丰收的丰
满字就是圆满的满
它们诞生的洁白无瑕
与我的厚道实在
同属一个户口一个地址

在老家，快过年了
年糕们又会粘着我
叙说舌尖上的童年

年糕

□李炯

家乡的风
像白云，喜欢你
像影子，追逐你
哪里有草有树，有乡音有信天游
你的魂就安放哪里
天下所有风，不及
你香你甜

听大雪大寒过后，桃花梨花纤纤招手
河里的冰一下心软
软得清澈纯粹，晶莹透彻
如悲欢离合的泪
不说一句假话

河水轻轻静静
是小鹿迷路的心跳
吐一口草香，凝神
两颗星遥远

方言，故乡的儿子
走遍大江南北
数你最亲最疼
没有陌生，没有距离

泪花如雨
打湿发黄的照片

我爱我的方言
他是故乡的儿子

左岸，右岸
河水逆流
我总是从它们相反的方向出发
仿佛唱反调
分不清左岸还是右岸

走进遥远之城，走进古老
世界冻得无可奈何
黄河左岸，表情硬梆梆的
我统着袖口，感觉自己是个异乡客
竟也冷得有点不好意思

天空忽然深邃无比，不得不
向黑暗靠拢，向万家灯火靠拢
桥上有人叹气，白茫茫地
好像也不吃亏

月夜，并不孤单的影子
我和一棵树
站在夜色中，看月光向大海倾诉
潮汐跑过来，跑过去
一眼望不到头

我和树都有心事
像一个 16 岁小姑娘倚着门，纤手揉

绕
黝黑的辫梢
她即将出口的秘密
能惊醒沉睡的大地

大堤上，有人正在画一张水彩
画我和树正在沦陷的样子
主题欲言又止
还有关于种子发芽，施肥浇水
这些琐碎农事

月夜，并不孤单的影子
（组诗）

私语茶舍

惬怀絮语

乡土炊烟且听风吟

大红灯笼高高挂 李陶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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