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张金刚

要为“中国年”涂上绚丽的油
彩，必是那浓烈打眼、喜庆吉祥的

“中国红”。
从以“红”驱“年”的传说中走

来，一入腊月，我们便都怀揣最热切
最美好的祈愿，在“年”这道“令”的
驱使下，沿袭传统，移风易俗，尽情

“描红”春节，“描红”生活。
儿歌里唱道：“小孩儿小孩儿你

别馋，过了腊八就是年。”可真正
“馋”年，还要提前，确切地说是从
“馋”那口喷香的猪肉开始的。冬
月，天寒地冻。猪圈里那头肥肥胖
胖的家猪也完成一年养膘的“使
命”，用凄厉的一声嘶吼拉开过年的
序幕，为年描上第一抹亮眼的红。
故而，它们也便颇有几分荣耀地被
称为“年猪”，是那些同为“年货”的
鸡鸭鹅鱼所不及的。

年猪的大小昭示着女主人的辛
勤与来年日子的殷实与否。于是，母
亲她们都乐意视其为“家中一宝”，尽
其所能、不辞劳苦地将小猪仔育成大
肥猪，赢得乡邻交口称赞。因倾注了
太多感情与心血，当屠夫将长长的杀
猪刀捅进年猪喉咙时，母亲她们大都
会躲起来，黯然神伤或偷抹眼泪，可
稍后又会端走那盆殷红冒泡的猪血，
开始忙着拾掇鲜红的猪肉。虽不舍，
可心里却是乐呵的，年猪三百来斤，
一家老小的一日三餐便有了油水，日
子也便有了劲头。

当晚，五花肉便炖在了锅里，酱
红诱人，满满地盛上桌，就着几盘炒
菜、几杯烧酒，犒劳家人及亲朋乡
邻，直到吃喝闲侃得面红耳赤、肚圆
热络才散去。第二天，趁着猪肉新
鲜，又摆开阵势制作腌腊肉。裹了
糖色的猪肉，在油锅里一炸，瞬间变
得油津津、红楞楞，蘸盐，码入瓮中，
满院满屋飘逸着肉香。晚上，又是
一顿热火朝天的“杀猪菜”。

腊八，自是要熬上一锅黏稠艳红
的腊八粥的，这是祖辈留下的传统，
更是孩子们吵着嚷着讨要了一年的
美食。农村生活的妙处是自给自足，
自家树上结的红枣、板栗、核桃，自家
地里产的黄米、高粱、花生、红豆、黑
豆，有啥是啥，皆一股脑儿地放入锅
里，在噼啪爆燃、红红火火的柴火熬
煮下，“咕嘟咕嘟”熬成唯有腊八节才
味道十足的腊八粥，供家人热腾腾品
尝。凉了，用葱花、白菜、肉丁儿一
炒，连锅巴也是美味了。

我不爱黏食，吃了胃不舒服，却
独爱用一碗红彤彤的腊八粥来养胃，
但黄米自然是少放的。因在城里生
活，腊八粥的食材便来自八方，俨然
成了“百家粥”。红枣是位专注打理
枣树几十年的大婶送的，小米是在山
西教书的兄弟送的，板栗是教过的学
生从老家百年板栗树上收获的，桂圆

是白洋淀一带的同学寄来的，花生、
豆子是老父亲力所能及地种的……
高压锅“呲呲”地喷出香味儿，虽少了
些儿时的烟火气，也却将生命历程中
浓稠的亲情友情乡情全熬在了那碗
红红的腊八粥里，养眼又养心。

年渐渐近了，年集也开始零星地
渐次密集起来，逢农历“一五八”“三
六九”地错落铺满腊月，红火了城镇
乡村。虽然不少年货选择了网购，让
快递小哥儿成了走街串巷的“送货
郎”，可老辈儿传下的年集，依然烙在
心上。杂七杂八、琳琅满目的年货摆
满地摊儿、门市，吸引来四面八方赶
集的人们。除了生活必需品，最受欢
迎的还是那一片耀眼的“红”。

挑挑拣拣选年画的场景已退出
历史舞台，取而代之的是将红彤彤的
各式中国结买回家中，挂在堂屋、走
廊、窗口、门后，将所有房间映衬得吉
庆喜庆、温馨温暖。卡通可爱的生肖
吉祥物也是一律的红黄色调，摆在书
架、几案、床头，绒绒的、暖暖的。烟
花爆竹隐退，电子烟花登场，包装仍
是永远不变的大红，少了烟火味儿，
可红火劲儿还是有的。开得正艳的
杜鹃、红掌、蝴蝶兰、仙客来买两盆，
与迎春的氛围最相宜。为图吉利，红
围巾、红外套、红内衣、红腰带、红袜
子、红饰品也可添置几件，过年时候
穿戴，倒也不扎眼。

红灯笼也是要挂的，圆的最好，
团团圆圆嘛。最好是可以点亮的，
那年夜里的庭院、村庄、道路、人儿
也便是红彤彤的了。

红春联定是要贴的，我尤其青
睐红纸、黑墨、手写的，那才有年味
儿，才有感觉。我练过几天书法，也
大胆写过春联，却终是放弃了，可为
拿着红纸找上门的乡亲写春联的场
景一生难忘。以至于因工作需要，
带着书法家入村入小区“送福进万
家”时，我们的热情与排队领春联的
老乡一样高涨。待各式祈福的“福”
字、所有祝福的春联贴在脱贫致富
奔小康的新民居门庭时，也算是为
群众做了些好事，心里暖洋洋的。
我也会请书法家为我家写几副，次
第贴在小家、岳父家、老家、单位门
上，映红新一年的每一天。

“二十九，蒸馒头。”曾经，这一
天，老家的土灶、大锅是一刻不得闲
的，当然不得闲的更有我的母亲。
一屉圆圆、雪白、暄腾的馒头揭锅，
母亲会一手拿着泡了红纸的酒盅，
一手捏着筷子，虔诚认真地挨个儿
在馒头顶部正中点上红点儿，寓意
鸿运当头。下一锅，蒸的是年糕。
金黄黏糯的年糕挨挨挤挤地铺嵌了
一层深红香甜的大枣，寓意锦上添
花。最后再炸一锅油糕，包着我最
爱的红糖、芝麻、花生碎馅料，寓意
甜甜蜜蜜。灶火红灿灿，炕头热烘
烘，美食香喷喷，过年的热情随之积
蓄到饱满。

三十儿晚上，大抵外出打工的
家人都是要怀揣浸满汗水或泪水的
红钞票，跨越千山万水，回家赶赴那
顿团圆年夜饭的。然后，一家人围
坐，红火热闹的春晚作背景，守岁

“熬一宿”。犹记得，边聊天，母亲边
用红、粉、黄、绿、蓝、紫的彩色皱纹
纸做纸花、捏灯花，或用写春联剩的
红纸剪些鸡狗牛羊、八葫芦对嘴儿
的窗花，贴在窗户上，甚是好看。我
数完哥哥给的钢镚儿，竟抱着新衣
睡着了，零点的烟花错过了，连啥时
父亲在枕下塞了压岁钱也不知道。
醒来，就是年。

如今，每天忙忙碌碌，每天都似
过年，仪式感自是少了，每家因家而
异地保留些，为年增些色彩。不过，
红包一直却是有的。最实在的，当
属红艳艳的百元大钞，给长辈，给子
孙，给亲友，多少是份儿真心。微信
或转账红包，最便捷，直接发或群里
抢，应接不暇，好不热闹。许多热恋
的新人，大都会趁过年的红火携手步
入婚姻的殿堂，且更多选择中式婚
礼。火红的喜字、火红的嫁衣、火红
的喜烛；红火的礼堂、红火的喜宴、红
火的祝福，皆在此刻聚拢，萦绕着甜
蜜的小两口儿，开始红红火火的小日
子。当然，亲朋好友有来有往的份子
红包，大可不必在意有无与多少，这
只是情感情谊的润滑剂，只是为了祝
贺沾点儿喜气儿罢了。

从初一开始，好吃好喝，闲游闲
逛，走亲访友，正觉得兴致大减时，
元宵节来了，诸多民俗表演达到高
潮，我们称之为“闹红火”。隐在民
间的艺人将各种非遗花会重新拾掇
起来，精心排练，发扬光大，在元宵
节这天来了个整体亮相。在街头，
在广场，在公园，在舞台，身着艳丽
服装的人们，神采奕奕，和着铿锵的
锣鼓点儿，舞龙，舞狮，扭秧歌，耍擎
歌，划旱船，踩高跷……一时重启了
所有人的儿时记忆，个个儿精神抖
擞，激情澎湃。热闹过后，夜晚灯火
阑珊下，赏赏花灯，猜猜灯谜，吃过
元宵，这年也便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许多人感叹：“过年越来越没年
味儿了！”其实，大可不必为此懊恼。
不管时代携着年俗如何与时俱进，沿
袭几千年的中国年红红火火的底色
永远不会改变，且会一直沿袭下去。

红火过完年，又是一个姹紫嫣
红的春天。每家每户每人的境遇不
同，日子也各不相同，但只要我们心
怀热爱，笑对生活，用心为中国年

“描红”，为每个寻常日子“描红”，那
我们的人生、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国
家定会沐着这喜庆吉祥的中国红，
永远红火闪亮，永远幸福美满，永远
和顺安康。

红红火火中国年

□李直

记忆最深的一种饭食，只有除夕夜的
饺子。乡间的人们，叫它“年五更的饺子”。

小时候，大多数的饺子，都是在冬天
里吃，春夏秋三季，很难得到这种饭食。
但在冬天里，大多数的饺子馅，都是酸菜
占绝对比重，我们叫它“酸菜篓”。言外之
意，这种饺子，无非是盛装酸菜的一件容
器罢了。

但是，除夕夜的饺子却不然，它的馅，
百分之百的肉，或猪肉或羊肉，我们叫它

“一个肉丸”。
这顿饺子，自年三十吃罢早饭就开始

准备了。我记得我母亲会大张旗鼓地将菜
板放到显眼处，将菜刀挥得老高而且剁菜
的声响极大，当当当，地动山摇，似在宣告

“剁肉馅”啦。而后，便是在瓷盆里拌馅。
哗，倒进酱汁，哗，倾入泡好的料汁，而后无
声的洒入各种香料包括葱花，这些都是无
声的。最后，是两双筷子的转着圈地搅。

“哗啦哗啦哗啦。”
“听呀听呀，肉馅子说话呢。”我母亲

故意大声宣告。
众人听了，就会大声地附和：“闻着味

了，香味，出来了。”
这盆肉馅，是为年五更饺子预备的。
包饺子的时辰，选在华灯初上之后。
那时的乡间，在那个时节，每日两

餐。至掌灯时分，晚饭（或叫午饭）已过去
许久，人们全都闲着。正好包饺子。灯火
通明笑语喧喧，一家人坐在热炕上转在饭
桌边，边说话边包饺子，其间还夹杂着掌
故历史和笑话百科，简直是一幅冬日闲居
图。我母亲“拍饺子皮”，砰砰砰，双手齐
下，供四五个人包。我父亲平日极严肃，
专于农事，不理家务，一向不近庖厨，这天
也会凑上来与“民”同乐，并且讲一点儿家
史轶事，分外亲切。到现在我还能记得他
说过自己小时候经历的一件奇闻，骑在驴
背上竟然睡着了，从驴背上落下也没能摔
醒过来，而是接着睡。直到同行的大人发
现驴背上没了孩子，沿路找去，看见他在
路边睡得正香。

那时没有电视，也没有现在的“春
晚”，但是对这些情景的记忆，却比“春晚”
更深些。

那时候，我和弟弟妹妹还小，见了饺
子，就问“哪会儿吃哪会儿吃”，我母亲就
会不厌其烦的回答“半夜半夜”，还特意说
明“年五更的饺子”

那时候，在“五更”到来之前，总会睡

上长长一觉，根本不会踏踏实实的“守
岁”。当从梦中醒来或被鞭炮惊醒了时，
发现已是深更半夜，而且饭桌放在了火炕
中央，桌上摆着碗盘碟子，饺子缭绕着热
气一大碗一大碗地挤在桌上。那时家里
人口众多，有时十口有余，桌上至少摆了
十来只大碗，这还不算捞出来放在盖帘上
饺子，也许因为那时的农人们饭量本来就
大，也许因为这是年五更的饺子，有意多
包了些，反正，在我的记忆中，这顿饺子，
格外丰盛。

吃饺子的过程中，听到最多的对话是
这样的：

“香不香？”
“香！”
常常是，我母亲最早发问。我以为，

馅是她拌的，面是她和的，饺子也是她煮
的，她最关心的就是人们对这顿饺子口味
的评价。实则不然。有一次，在闲谈中，
我问到这一层，我母亲说，“一个肉丸的饺
子，咋会不香？根本用不着问。我那么
问，就是讨个吉利”。原来如此。难怪她
要挨着个的问下来，有时还会不止一次，
就是为着多说出几个“香”字来。

年五更的饺子，与平日里的，还有一
样不同，即总会有几个“包”上“钱”。很小
的时候，里面包的是铜钱，后来，铜钱日
稀，就改为镍币了。我母亲在这方面十分

“节俭”，不管人口多少，一律不会超过三
枚。所以，“吃”出“钱”的，总是少数。后
来，我娶了媳妇成了家，我妻子硬是把这
个规制给改了，按人头计还要多出一枚，
如果六口人她要包上七枚。我问她为何
要多一枚，她说“怕自己吃不到”。

记得有一个除夕，在吃年五更饺子的时
候，我问母亲“有没有蒜”。不仅我母亲未予
应答，别人也一概当作没听见。过了正月初
五，母亲异常严厉地告知：以后年五更吃饺
子，不许要蒜。我问为何，母亲答：蒜，是算
计。算计穷。年五更瞎算计，肯定穷。

后来长大了些，我听有人说过这样的
话：吃不穷，喝不穷，算计不到才受穷。我
就把这样一句话与母亲的那个解释对照
着给母亲说了一遍，母亲说，算计不到，当
然受穷，只有算计没有苦干，也得受穷。

到如今，虽未富裕，也没受多大的
“穷”，也许因了吃年五更的饺子没再要
蒜，也许因了不会算计却一心苦干，或二
者兼备。

年五更的饺子

□王海霞

我们家每年都在腊月二十九这一天
煮肉，把过年要吃的那些猪肉，用大铁锅
烀熟。

母亲在锅台旁，把一块块不同形状和
部位的猪肉有规矩地放进锅里。我坐在
灶坑旁的小板凳上，仰望着母亲，听候她
的指令。等到母亲盖好锅盖的那一刻，我
就开始烧火了。

烧火是我最擅长也是干得最长久的
家务活之一。从最初的手摇式鼓风机，到
后来的电吹风鼓风机；从原来的烧玉米、
高粱秸秆等柴火，到后来的烧碎煤渣。我
在烧火的过程中，见证了电器时代的到来
以及生活的日渐美好。

一年中，只有过年才有这样放纵的煮
肉机会。所以，烧火都极具仪式感和使命
感。从开始到结束的过程，夹杂着期待、
焦急、忍耐、渴望等复杂的心理变化。

刚开始烧火的时候，要有足够的耐心
和漫长的时间来等待开锅。红色的火焰
舔着黑色的锅底，似乎在为锅里的食物积
攒足够的能量，也好像在为即将到来的新
年而欢呼。这时，会偶尔听见铁锅盖传出
细弱的金属声，伴随着从锅盖缝隙里钻出
来的若隐若现的热气，那是即将沸腾的征
兆，让人激动。

看着跳动的火苗，我猜想着锅里的肉
已经开始在泛花的水里“游泳”，那些丰富
的蛋白质活跃起来，逐渐散发出猪肉所独
有的香味儿。我更加来劲儿地填足柴火，
加大力气吹风。肉汤咕嘟咕嘟的声音伴随
着越来越多的水蒸气，仙境一般的厨房到
处弥漫着炖肉的味道。

母亲打开锅盖，娴熟地把一根筷子插
进肥厚的肉里，便知道是否熟透了。最激
动的出锅时刻到来，也是胜利的收官之
时。母亲用两根筷子挑起颤颤巍巍的大
块肉，自带一团薄纱般的蒸气，从锅里移
到盆里，时而滴下来几滴肉汤，记录着美
味的痕迹。瘦肉上纹路清晰的肉丝，沾满
了汤汁；肥肉上油光铮亮的油珠，饱满而
晶莹。那一大盆肉，就像囤满了粮食的粮
仓，看着富足，心里满足。

这些为过年而准备的肉，或成为薄片，
或变成方块，或就是原有的样子，出现在过
年的餐桌上，成为家人争相追捧的焦点。

很多年，盼望着过年，因为年里有
肉。如今，物质已经满足味蕾的需求。而
我家依旧会在腊月二十九这一天烀肉，按
照约定俗成的规矩，迎接新年，以及一切
美好。

烀肉过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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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秋芳

窗外“噼噼啪啪”地响起鞭炮
声，红纸屑撒在雪地上，脚窝儿里洇
开了一朵一朵的小梅花，零零散
散。推开窗，一股寒气迎面扑过来，
夹杂着纸屑烧煳的味道。

年的脚步紧着往这儿走呢！
小时候，二伯家的小哥跟着奶奶

来家照看我。腊月里，我天天盼着小
哥早点儿放学。放了学，小哥推开屋
门，往里一钻脑袋，我小兔似的从炕
上蹿下地，拽住他的衣襟，指指门后
戳着那个用木条和铁丝编成的冰
车。小哥书包炕上一甩，一手抄起雪
车，一手拉上我，从忙活儿的奶奶和
妈妈身后绕过灶台，撞出门往南河
跑，一溜烟跑出老远。妈妈听见门
响，推门探出头来：“慢点儿跑，快点
儿回来。”我循声回头瞥一眼，看见妈
妈在雾气氤氲的门口朝我们张望。

我跟在小哥屁股后头，深一脚
浅一脚往河边儿奔。看着漫天飞舞
的雪花，看着小哥那双亮亮的眼睛，
我感觉冬天是那样的美好。我们来
到结了厚厚一层冰的小河边。我蹑
手蹑脚走上去。哥哥在后面喊：“快
走快走，没事的”。一边喊，一边赶
上来在后面推了我一把。我在冰面
上滑出挺远。大口大口吸着空气，
空气凉凉的，有点儿甜。小哥把冰
车摆弄好，把我放在车上，让我抓紧
两边的木条。哥哥冲我咧嘴笑笑，
拉起车绳，在冰面上转着圈儿跑。
我和哥哥像两只小鸟，在冰面上一
圈一圈地飞，我“咯咯”的笑声，和着
远处传来的噼里啪啦的鞭炮声，在
山根儿那边回荡。抬头往家的方向
看，家家都已挂起红彤彤的灯笼。
哥哥说：“回家吃饭吧。”我拽着小哥
的手一步三回头地往家走。

“还几天过年啊？”
“还十来天吧？”
小哥刚来我家那年才十岁，想

家，一到年根儿，听见屯子里稀稀拉
拉的鞭炮声，天天问奶奶啥时回家，
奶奶说：“过年，过年回。”小哥里外
屋撵着忙活的奶奶问啥时过年，奶
奶说：“十来天吧。”十来天，对奶奶
和小哥来说，应该是一个眨眼工夫
就能到的日子吧。奶奶对于切近的
日子，总愿意那样说，小哥在奶奶身
边儿待了三十八年，学着奶奶说话
的样子说了三十八年——说之前抬
头想想，望望房芭或是望望天儿，然
后收了眼睛盯盯地瞅着你很认真的
那个样子说。

奶奶和小哥在我家过了两个
年。小哥从下院儿园子里锯回一棵
小树，拖回家，砍去枝杈，拴上灯绳，
靠墙竖在院子里做了灯笼杆。灯笼
杆儿比小哥的个子高了不少。过年
那天，天一擦黑，小哥领着我早早地
把灯笼挂上去。小哥站在凳子上，
踮着脚尖儿，仰着脖儿，双手高举着
挂上去。大红灯笼又大又圆，在灯
笼杆上晃来晃去。那时候，我的眼
睛不够使，够着灯笼晃来晃去。过
了年，奶奶领着小哥回二伯家了，我
趴在窗台上，透过玻璃窗看灯笼杆
上的灯笼，想着小哥挂灯笼的样子，
盼着开学。开学，爸爸妈妈就该上
班了，奶奶和小哥就该来我家了。

蹿了个的身上花袄越来越小，
一年比一年高的灯笼杆上的灯笼也
越来越小。

年，像我和小哥的冰车，在冰面
上飞着向前停不下来。

奶奶在的时候，年根儿，爸爸妈
妈领我带着大包小裹的年货，赶到
奶奶身边儿。和奶奶，二伯二娘，还
有小哥小嫂子一起过年。那年奶奶
感冒发烧，爸爸惦记，我们早去了几
天。鞭炮声又噼啪噼啪响起的时
候，大概还有十来天要过年了吧，老
姑来家，欢笑声在屋子里撞来撞
去。老姑看着我说：“秋芳长成大姑
娘了哦，不在炕上抢糖球儿了哈。”
二娘接过话茬：“可不是，这小姑娘

从小这小嘴就厉害，小家雀似的”，
我伸手去捂二娘的嘴，大家见了，前
仰后合地笑作一团。邻家大婶戳在
旁边听了一会儿，瞅瞅我说：“哟，秋
芳多大了？成家没呢？工作咋样
啊？”瞬间，我犹如犯人一般接受着众
人眼神的拷问，脸上露出一丝丝苦
笑。妈妈过来给我解围：“学着呢，现
在得考试才能有工作。”我尴尬地站
了一小会儿，默默转身去了西屋。

后来的那几个年都是这般光
景。年，黑洞似的张着大口。那几
年，心里早早地盼着过年——过年
才可以放松一下自己，才可以吃到
妈妈做的饭菜，才可以和妈妈糗在
一张床上当一回孩子。可偏偏大伙
见了问这问那，以至于不愿回家，年
底了，还剩十来天了，才磨磨蹭蹭奔
家走。

上学，工作，成家。后来我也挤
进了体制内，热闹闹地涌进了婚姻
里。窗外家家户户又开始贴窗花挂
灯笼了。我手把着日历，望着窗外
腾跃、旋转、爆裂的烟花，数着回家
的日子。晚上，妈妈和我一边视频，
一边戴上老花镜翻日历：“快了，年
后能在家呆一阵儿！”

年底，我一个人坐在书房里一
边整理书籍和稿件，一边想着小时
候过年的那些事。书架上的书多
了，微信里的学生和家长多了，心里
装着的父母叮嘱公婆操持家务丈夫
出来进去的身影，多了。

这是我即将在异乡过的第一个
年，独立过的一个年。老家乡下有
个老礼儿——出嫁的女儿，第一个
年不让在娘家过——这或许是期盼
孩子尽早独立的一种特殊的方式
吧，我没事的时候总爱那么想。

多年以后，我或许还会如此强烈
地感受着年的味道——盼年心更怯。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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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光兴

凌寒的余味还在
似乎就等一缕春风唤醒
土壤深处的脉搏
俯身大地，角落仍躲着几片残雪
像站在别人的角色里
无法脱身
风已经变得柔软
那陌生人每年也会来这里寻找
携带各自的世界
春天，所有事物在翠微中明晰饱满
被漂洗过的一颗心也会
清脆回响

叩开春天

□谭昌龙

换上春天的衣裳
95岁的奶奶
喊着我的乳名
把红包，塞在我的手里
说是给我的第46个压岁钱

此时，屋外火树银花、张灯结彩
孩童手里点燃的钻天柳
如同一去不复返的庚子年
带着一声尖叫划向夜空

此刻，我听到屋里的迎春花
正窸窸窣窣地
换上春天的衣裳

过年好
零点，老姨从佳木斯
给妈妈发来视频问候
此时，春节联欢晚会里
正敲响辛丑年的第一下钟声

当热气腾腾的饺子端上来
妈妈掏出早已准备好的压岁钱
逐一的分发给
她的孙子、孙女儿、外孙女儿

此刻，我和弟弟并排跪下来
给坐在炕沿的爸爸妈妈
磕了一个响头

春天的消息
零点过后
夜逐渐安静下来
夜空也逐渐安静下来
唯有空旷的大街上
满眼飘红的鞭炮屑
粉身碎骨地守候着
春天的消息

新的一页
妈妈掏出来一双红袜子扔给我
穿上它，口气不容置疑
说是能踩住运气

孩童们
全副武装的披红戴绿
蹦蹦跳跳地
在追逐春天

辛丑年就这样
敲锣打鼓地
出现在世人面前
就像坐在花轿里的新娘子
准备开始掀开
新的一页

除夕（组诗）

□罗裳

贴上春联
把新年迎进门
摆好酒菜
让小屋暖起来

把国歌唱一遍
袅袅的热气像国旗一样升起
窗外鞭炮声伴奏着欢笑
送来异乡温暖的祝福

上首斟满酒，这里坐着父亲
他总喜欢用我的工作阅历下酒
那点点滴滴，都让他
嚼得啧啧有声

软和一点的菜，摆在左侧
这里坐着母亲
她仅有的几颗牙，能咬碎坚硬的生活
却咬不动一粒小小的蚕豆

右侧，要放两副碗筷
这里坐着爱人和儿子
我坐下首
便于为家人添饭盛汤

吃完饭，他们回到故乡
而我上岗值班
像一个哨兵，默默地守护着
这座城市的祥和与美好

过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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