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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过年的一个重头戏

吃“福菜”
□ 程广海
� � � �在鲁西南，从腊月二十三小年开始，家家
户户都开始忙起来，打扫卫生、置办年货、找
先生写对子，还有一个家家户户最看重的，那
就是准备过年的“福菜”。

“福菜”其实就是酥菜，过年了，为讨一个
喜气和美好祝愿， 老家的人们一直把酥
菜叫做“福菜”或“福子菜”。 其实，酥
菜还有一个别名，叫“过油”。 除夕的
前几天， 人们赶集上店或在路上
遇到熟人， 便热情地问对方：“你
家过油了吗？”那人便回答：“过
了，过了！ ”据山东大学出版的
《民俗研究》记载，酥菜最早是
山东及周边地区旧时过年供奉
的一种过油食品， 后来这道菜
慢慢走入寻常百姓家， 成为过年
时一道必不可少的美食。

在我儿时的记忆里， 父亲总是把
做酥菜看作很神圣的一件事情。 他会
提前几天把木材劈成细细的一截一截， 晒干
后垛起来，准备炸酥菜用。 按照我们当地的习
俗，在做酥菜前，大人不让小孩围着厨房转，
避讳小孩子们乱说话不吉利，得罪了灶王爷，
会在做酥菜的时候有闪失。 此外，还要给灶王
爷上香、磕头、放火鞭。 这一系列的事情做完
后，母亲慢慢地烧火，父亲则看准了火候，把
事先和好的过油菜放进油锅，霎时，油锅里泛
起小小的油花，酥菜的香气顿时弥漫着厨房，
飘溢在整个小院。

第一锅酥菜出来了， 黄橙橙、 焦嫩焦嫩
的，从里往外冒着香喷喷的热气。 第一锅酥菜
谁也不能先吃， 而是由母亲端着新出锅的酥
菜， 先忙着给香台子上的灶王爷像上供。 然
后， 母亲又进了堂屋， 给列位祖先的牌位上
供。 这才算完成了做酥菜的程序。 此后，才轮
到我们小孩子们吃， 母亲分给我们每人一小
块酥菜， 我们兄妹一边吃着一边往外跑：“我
家过福菜喽！ ”

过年准备的酥菜有很多种，鸡、鱼、肉、都
可以做酥菜的原料。 在上世纪 80 年代初期，
大多数人家生活还不是很富裕， 只是过普通
的酥菜，即把葱花、姜丁、茴香面、十三香参入
和好的面中，做出圆形或条、块状的酥菜。 即
便这样，有些家境不太殷实的人家，酥菜的数
量也不是很多， 这些酥菜刚好够招待亲戚朋
友的，余下的就很少了。

在我的印象里，父亲过酥肉最拿手。 他先
把五花肉切成薄薄的一片一片，用老抽、茴香
稍微腌制一下， 再淋上一些香油， 然后把蛋
清、面粉、淀粉加适量盐打成糊，给肉片上浆，
肉片腌制十多分钟后， 就可以挂上面糊放到
油锅里炸了。 炸出的酥肉色重味浓、 外酥里
嫩，非常好吃。

无论什么样的酥菜， 最经典的吃法就是
炖，特别是炖大白菜，令人百吃不厌。 先把姜
丁、大葱、花椒、茴香等在 70 度左右的油温下
爆炒，再加入一大勺黄酱再炒，炒出黄酱的香
味后，加上水或老汤，然后依次放入白菜、酥
菜、豆腐、粉条慢火炖着。

炖出的酥菜，颜色有些重才好，只有这样
大酱的味道才能浸入各个配菜中。 酥菜的油
香味、亮晶晶的粉条、软榻的豆腐和白菜……
在北方寒冷的季节， 能吃上这样一道热乎乎
的炖酥菜，那叫一个舒服！

（作者单位系山东省邹城市兖矿第一中学）

家，永远是最温馨的港湾

回家过年
□ 余显斌

腊月来了，年一步步近了，从纷飞的雪花
中，从远山的洁净中，从人们的微笑中，从远
归人轻松的脚步中，一步步走近了。

魔芋煮了、豆腐打了、莲菜买了、阳尘扫
了、吃的东西都备妥了。 年，已经一步步走进
小村，走进生养我们的小村。

走，回家过年。
让我们回到同伴一块儿追鱼的小村，回

到童年捉蛐蛐的地方， 回到小时追逐打闹的
打谷场，回到父亲堆着草垛儿的院子，回到母
亲的家。

年是村口父母的等候， 年是村人微笑的
迎候，年是玩旱船，年是放鞭炮，年是一家人
围坐一起一杯酒一句话的热闹， 年是小孩提
着灯笼满院惊叫。 年是除夕夜的祝福，是亲戚
们的来往，是一块儿围坐话家常。

年是一种和谐。
年是一种安康。
年是一种幸福。
年，一步步近了。 放下没完没了的奔波，

带着行李， 带着一年的得失， 带着妻子和儿
子，回家过年，回到遥远的小村。

一年了，小村变了！
小村的泥路变成了公路， 小村的山上，

茶林绿得赶趟儿一般，漫山遍野。 山的拐弯
处 ，建起了一座茶厂 ，整天欢声笑语 。 小村
里，失去了几位老人，几张慈祥微笑的脸，但
也增添了几声脆亮的哭声，增添了咯咯嘎嘎
的花骨朵。

小村变了，可没变的是宽容，是祥和。
那些离开的和来到的生命， 永远是小村

最美好的部分。
一年了，父母又老了一岁，头发又白了一

些。 可我仍然感谢岁月、感谢时间让父母平安
健康，一年内无痛无灾，这一切，都是一种幸
福和吉祥。

有父母和小村 ， 游子就有一条牵绊着
灵魂的根 ，就不至于做随风的浮萍 ，没有着
落处。

一年了，整整一年了，又回到小村了。 见
到熟悉或不熟悉的人，都要问一声好，见到上
门的人都要倒一杯茶， 然后坐下， 随意地谈
着。这些年在外奔波，没成功，也没失败。自己
是一个平凡的人，只能做一些平凡的事，给小
村带不来荣耀，也绝不会带来污点。

一年了，是该回小村一趟了！
小村的天那么净，小村的水那么白，小村

的空气那么洁净！ 一颗在红尘中，在人事中劳
累的心， 回到小村过年， 也回到小村喘一口
气，回到小村清洁一下日渐蒙尘的灵魂。

小村的院子扫净了，一切安闲了，母亲备
下米花、葵花子，父亲也已剪好了窗花。 小村
的每一扇窗户都闪着阳光， 每一扇大门都敞
亮地开着，每一张脸上都挂着微笑。

（作者单位系陕西省山阳县山阳中学）

在一杯杯饱含情意的土酒
里迎来新的一年

走家串户敬酒去
□ 吕新辉

在我的记忆里，年三十是一年里最繁
忙、开心的一天了。

一大早，母亲就催我们起床 ，匆匆吃
过早饭，就开始为过年忙活起来。 这一天，
灶火是不熄灭的。 我们的第一个任务是全
家人一起洗赶集时买来的猪肉。 父亲洗猪
头，我和哥哥帮忙，母亲负责洗精瘦肥肉。
洗猪头最有趣了，把硕大的猪头放在大水
盆里，浇上开水，用刷子使劲地刷，洗得露
出肉白才行。 然后哥哥拿镊子拔猪毛，一
根儿一根儿拔，有些猪毛拔不出来，父亲
叫我用火钳夹了沥青， 放在灶火上烧，烧
软以后再烫，只听“嗞嗞”声过后，顽固的
猪毛便没了。

在我的家乡， 整个灶由两口锅组成，
一个是大前锅，一个是小后锅。 大前锅煮
肉，小后锅用来蒸面皮。 母亲做的面皮薄
而劲道，加上酸辣调料，再佐以葱姜，味道
美极了。 母亲在前一天已经完成了准备工
作， 用上等面粉添适量的水揉成面团，置
于大水盆里，加上甘甜清凉的泉水，不停
地揉闷一晚后，醇厚的面浆就制成了。 父
亲负责劈柴，我和哥哥轮流拉风箱，母亲
负责蒸面皮。 母亲用油擦拭箩盘，然后把
箩盘漂在后锅滚烫的水里，浇上适量的面
浆，一两分钟后面皮就蒸好了，再换另一
个箩盘蒸。 过年要做三四十张面皮，得花
不少工夫。

年三十的午饭仪式比较隆重。 先得贴
三星和春联， 父亲搬来四五米长的梯子，
爬上门楼，把横批贴端正，贴上福禄寿三
星，再贴门柱上的对联，完了我和哥哥各
放一串鞭炮， 然后拜过土地神和灶神，最
后才能开饭。 午饭是猪肉泡馍，母亲把猪
肉切成薄片，搁到碗里，放进烫好的粉丝
和切好的馍片，加上葱段蒜泥姜末，浓厚
的肉汤汁一浇，顿时香气扑鼻，心情大好。

午饭后更没工夫闲着，父亲用大刀切
猪头肉，母亲准备各色冷盘，我和哥哥则
负责包饺子。 母亲揉好面团，拌好馅儿料，
我们就开始包大年初一早上食用的饺子。
哥哥擀皮，我包饺子，母亲早就把我们调
教成熟练工了，一个下午包一两百个不成
问题。

除夕夜的拜年会一点儿也马虎不得。
按照家乡的风俗，伯伯、叔叔、哥哥、弟弟
都得到爷爷家去拜年，每户提供两三个冷
盘，烫一大壶酒。 女人们不能参加，就在菜
品上下功夫，母亲做的凉拌猪头肉和凉皮
凉粉凉豆芽，形色味俱佳，总能把婶婶的
冷盘压下去，这也让我们父子很得意。 拜
年的时候，先是父辈们按排行给爷爷奶奶
敬酒，然后是孙辈给长辈敬酒，每个长辈
都得敬一杯，我实在喝不了烧酒，也得伸
舌头舔舔，才算过关。

自家拜年仪式结束后，还得到同村长
辈家拜年，哥哥跟我捧着酒壶酒杯，挨家
挨户去敬酒，父母则坐镇家里等候晚辈们
的到来，等整个村子跑遍，通常都已经是
凌晨了。 我们在一杯杯饱含情意的土酒里
迎来了新的一年。

（作者单位系浙江省慈溪市实验中学）

年俗要的就是一股子俗劲儿

教儿子识年俗
□ 张伟宾

“二十三祭灶官，二十四扫房子，二十
五磨豆腐，二十六去割肉，二十七杀小鸡，
二十八贴花花，二十九去打酒……”过年，
就是在年俗里过日子。 今年春节，我带着 8
岁的儿子，在年俗的海洋里“畅游”了一番。

除夕下午，与儿子洒扫完庭院 ，我找
来一根手腕粗的长棍子，稳稳当当地横放
在大门口。 看儿子一脸疑惑， 我叮嘱道：
“这根棍子是爸爸特意放的， 正月初五以
后才可以撤掉哦！ ”儿子不明就里，一个劲
儿地问我原因，我便把小时候从爷爷那儿
听来的传说讲给儿子：“从前，有个瘟神叫
申公豹，每年除夕到初五，他都要到人间
搞破坏，所以家家户户都要在门前放一根
挡门棍，把瘟神挡在门外。 ”儿子恍然大
悟，连连称是。

除夕夜，全家人一边看着电视 ，一边
吃着热气腾腾的饺子。 突然，儿子兴奋地
叫起来：“爸爸妈妈，我这个饺子里怎么还
有硬币呢？ ”我连忙恭喜：“儿子，你是咱们
家最有福气的人！ ”儿子瞪大了眼睛：“这
又是为什么呢？ ”我解释道：“过年时，饺子
里包硬币，吃到的人在新的一年里就会有
好运气，事事如意！ ”妻子接着说：“我嫁给
你爸爸那年春节，夹到一个饺子，给了你
爸爸， 谁知那个就是唯一包有硬币的饺
子。 ”儿子再次兴奋起来：“哈哈，原来爸爸
的福气都是妈妈给的！ ”

春晚的节目引人入胜， 接近零点时，
外面响起了震天动地的鞭炮声。 我急忙起
身，拿出事先准备好的鞭炮，在院子里放
起来。 儿子笑眯眯地告诉我：“爸爸，这个
我知道，是为了驱赶传说中的年兽吧。 ”我
点点头说：“这个你说对了。 起初，人们这
个时候放鞭炮是为了驱赶年兽等，现在更
多的是在迎接新年。 ”

大年初一，全家人早早起床。 饭后，望
着满地红堂堂的鞭炮碎屑 ， 儿子慌忙叫
我：“爸爸，赶紧扫扫吧，不然别人看见还
以为我们不讲卫生呢。 ”我连忙阻止：“别
慌！ 从今天开始，我们不能再扫地了。 ”儿
子难以置信。 我笑着说：“我们这儿从大年
初一到初五不兴扫地。 要是扫了地，就把
新年的财气全部扫走倒掉了，家里会受穷
一年的。 ”儿子有点不屑一顾：“迷信！ ”说
是这样说，可他不再坚持扫地，并且小心
翼翼地把果皮等垃圾丢进垃圾桶，生怕弄
脏了地面。

年俗贯穿春节始终，撇开年前年后的
种种不说，单从除夕到初一，就让儿子大
开眼界。 过完了新年，儿子扳着指头历数
见识的种种年俗说：“过年的名堂可真多，
这些年俗简直就是俗不可耐。 ”我告诉儿
子，年俗要的就是这股子俗劲儿，要是年
俗也变得雅致起来， 就会让人无从生乐，
了无生趣，更不会传承千百年了。

（作者单位系河南省方城县教研室）

过年，就是种下关于甜的情结和向往

门后竖甘蔗
□ 吴奋勇

“长得像竹不是竹，周身有节不太粗，不是紫来就是绿，
只吃生来不能熟”。 相信您已经猜到了谜底———甘蔗。 甘蔗
是一种农作物，是制造蔗糖的原料，也可以直接食用，清甜
可口。

我的乡下老家虽然不是甘蔗主产区，但我清楚记得，以
前人们喜欢在溪边田头或者杂地种一些甘蔗， 不是用来榨
糖，而是直接生吃。 但不管怎样，总要留几根等到春节前夕
才砍下，然后两根两根捆成一把，在腰间系上红线或者糊上
一圈红纸，放在门后，只有等到正月十五以后才能削着吃。
吃剩下的尾巴还可继续扦插，这样来年又有新的甘蔗。

好奇的我曾问奶奶，为什么要这样做，她摸着我
的头说：“甘蔗从头甜到尾，你要好好学习，今后做一
个有出息的人，就能天天吃甘蔗。 ”在那个年代，甜味

的东西是最有诱惑力的。 教书的父亲接着说：
“甘蔗像竹子，一节一节的，象征步步高升，越来
越甜，越来越好。 ”我虽然不大理解他们的意思，
但我每当砍甘蔗的时候都很积极， 扛着甘蔗唱
着歌。 母亲总是把最大的长得最好的放在我和
奶奶睡的房间，正月十五之前，我每天都要看无
数遍。

“门后竖甘蔗”不仅仅是乡下老家过年的一
种习俗，更在我幼小的心灵里，种下了关于甜的

情结和向往。
记得我读小学二年级的时候，也不知道什么原

因，我家的甘蔗总是长得不好，只有三棵长得好，可是
到了农历十二月中旬的一个晚上，被偷走了，我嚎啕大

哭。三舅捎来话说他家有，但要我自己去取。我二话不说，独
自一人翻过几道山坡到舅舅家，扛两根回来，这是我最大的
壮举，大家都称我勇敢。 我还在包着的红纸上写着：甘蔗节
节高，学习天天进。

后来，我在城里工作，开始几年都是父亲从乡下送来甘
蔗。 慢慢地，老家时兴种茶，加上奶奶故去，父母年岁已高，
就没有再送来，我也懒得去买，想想已经好几年没有在门后
竖甘蔗了。

今年春节，我又忆起，于是买了甘蔗竖在门后，是一种
怀念，更是一种期许。

（作者单位系福建省安溪县丰田中学）

过年，就是老老实实接受被长大的命运

年羞
□ 许冬林

那么多年，过年，我都笼在内内外外一片羞红里。
真不明白，为什么一过年我就觉得害羞，当我还是小

女孩的时候。
父亲站在庭前张开架势放炮竹，母亲一盘盘菜往桌子

上端，我只觉得有深深的羞意要揣起来，藏好。
到底羞什么？ 因为觉得我们不曾这样珍重过日子呀！

忽然热闹起来，忽然奢侈起来，就有一种忽然被人抬举高
看的不安和羞赧。

到处一片片红晕，红春联，门楣下也贴好多红纸条，长
长的，人从门里出来，头发上披披撒撒一摊红，不论男女，
都像才掀帘下轿的新娘子。 树上也贴红纸条，生产队废弃
的老屋也贴红对联。 连河边喝水的老水牛，牛角上也被父
亲贴了两片红，胭脂般。

整个村庄，红得像洞房，人人都是新人。
天天放炮竹、到处放炮竹，大人小孩都在放，好像有贺

不完的喜事。大年初一早上，父亲起床后在外面放开门炮，
我捂着耳朵在床上，恍惚觉得自己参与了说谎，心上一片
羞惭。 好想对世界说对不起，我们家没做喜事呀，就是大
家都放所以也放。

那些放炮竹的小孩， 他们怎么就能唰地高兴起来呢？
怎么那么快就抬升了情绪，我却这样慢？ 我的情绪还停留
在庸常日子的平静和素色里，无惊无澜。

就一家人，也没来贵重的客，可是偏要在桌子上摆了
那么多菜。杀了公鸡红烧，还要宰掉那只肥胖的老母鸡，平
时过节可不这样。平时，即使来了娘家最尊贵的客人，妈妈
也不会这样慷慨到杀了猪还杀鸡，杀鸡还杀好几只。 还把
家里弄得那样干净，腊月初就掸灰，擦陈垢，地下我们小孩
子扫了又扫，扫得人不嫌烦，地都嫌烦了。可大人小孩子都
自觉慎重地对待洒扫擦洗，好像在等一个神圣人物降临吾
家。 到了三十晚上，什么人都没来，才发觉是整洁给自己
看：我太不好意思了，这样隆重以礼对待自己。

还要穿新衣裳，给谁看呢？ 我穿得再好看，还是在家
里，还没出村子，村子所有的人都知道我是“阿晴”。 不来
人，也穿新衣，自觉明显是打扮过头，心上又起了一层湿漉
漉的羞意。

邻里之间，还塞糖、请吃饭。 大人不打骂小孩子，还给
压岁钱，孩子们可以去河对岸的小店里挥霍。挥霍了，堂堂
正正地回家，大人还不问。

就这样，忽然，所有的人都尊贵起来，我也尊贵起来。
我为这突降的尊贵而感到不适和害羞。

最让我害羞的是，我又长一岁了！
从我懂事起，我就没欢迎过这陡然长出来的一岁。 过

端午，还是 10 岁，过中秋，也还是 10 岁，怎么到了除夕，我
就 11 岁了？ 除夕这一天，是怎样一个充满魔法的日子呢？

最主要的是所有人都知道我长了一岁。说话尖酸的大
妈知道， 希望我长大后做她孙媳妇的那个老婆婆知道，张
家的姐姐李家的哥哥也知道。 全村子人都知道我长一岁
了，我瞒不过去啊。

长一岁意味着什么我已经知道。他们说我会长成大姑
娘，大姑娘啊！ 胸脯会鼓起来，衣服也掩藏不住。 堂姐说，
还会被嫁掉！嘘———听说，嫁掉后，还会生小孩哎，啊呀，这
可如何是好……

啊，长大真是一件最令人害羞的事。所以，当我听着满
村子的炮竹声响起时，我真想逃跑，跑到堆柴禾的无人旷
野，我不过年，我不长大，我不要被咣地一声嫁掉。 我要做
我，现在的我，永远的我……

但是，显然是无处可逃的，只有老实过年，接受被长大
的命运，慢慢老皮老脸，不再害羞。

（作者单位系安徽省无为县高沟中学）

最有文化意味的过年风景

年终“听会书”
□ 凌 梅

春节是中华民族最隆重的传统节日， 且各地的风俗不尽相
同。 就说苏州人，在年前，即从农历十二月二十就开始准备过年
了。 老人们说起旧时过年，会滔滔不绝地告诉你，快过年时要忙
着蒸年糕、钉碗补锅、贴春联、备年货、掸灰尘、听会书等。

这些可能其他地方也有，但说起“听会书”，恐怕就是苏州人
过年的独有特色了。 那“听会书”是什么形式呢？ 那时候，光裕社
（旧时苏州评弹界最大的行会组织）有个惯例，每逢年终岁末，也
就是阴历十二月，要组织社员（评弹演员）举行一次会书，为期
10 天。 每天的会书演出，同台的艺人少则三四档，多则七八档，
各位艺人会使出看家本事，争奇斗艳，有一点“打擂台”的味道。

会书对艺人来说也是一次考验，听众不满意的话，艺人会
有被轰下台的危险，叫做倒面汤、绞手巾（艺人回座时，书场伙
计要给艺人倒洗脸水或绞手巾擦脸，未落回而喊倒面汤、绞手
巾，就是要艺人下台，这是十分丢脸的事）。尤其是最后一档书，
叫做“送客”，更是难说好，听众若不满意，会跺脚喧叫，极其不
给面子。

当年苏州城最大的书场是位于市中心的吴苑茶馆， 坐落在
珍珠弄，进门就见月洞门，月洞门内树木花草，假山叠叠，一派苏
式园林格局。 楼上是茶馆，上楼就见“吴苑深处”一块匾，楼上茶
室有“爱竹厅”、“夏雨楼”等，十分雅致。 茶客中有教师、店员、商
人，既是茶客，也是听客。

楼下有个大方厅，即书场。 书场朝北大门在太监弄，东面卖
生煎馒头蟹壳黄，香气扑鼻，西面是炉子间，热气腾腾。书场装潢
考究，上面泥墁顶，下面是全木地板，当中书台较高，两旁是朱红
栏干，台下正中置一长桌，此桌称“状元台”，一般是为老听众和
年高不便远听者所设。两旁是礼拜凳。每年的年终会书就选在这
里，来听会书的听众十分踊跃，有书迷结伴、有父子或全家同行
前往，当中还拿点心尝，热闹非凡，成为当时苏州人过年的一大
风景。

会书的目的与作用，一是艺人之间可以互相观摩；二是为光
裕社筹集经费；三是让有才艺的年轻演员通过会书脱颖而出。

当年，许多评弹名家就是在年轻时通过说会书锻炼出来的。
弹词前辈周玉泉先生年轻时曾参加过苏州年终会书， 但当时他
一上台就吃了“陌生面孔”的亏，老听众不熟悉，进场台下就喊：
“不好，叫他下来。 ”周先生早已汗流浃背，加上他文静的说书风
格又吃了亏。幸好他及时使出一招又一招，所说《文武香球》获得
了在座听众们的好感，给了他“说噱弹唱”四字俱全的高度评价，
从此周玉泉名声越来越响。

后来，年终会书一直延续至今，但有些变异，评弹界所举办
的会书改叫“迎新书会”或称“迎春书会”，主要区别在不再局限
于一个评弹团体，更没有“倒面汤，叫下台”，文明多了。随着时代
的发展， 过年时我们还能看到电视台举办的 “春节电视评弹晚
会”，内容形式更是丰富多彩，令人目不暇接。

（作者单位系江苏省苏州市平直实验小学）

过年，就是登堂入室给长辈拜年

捧着茶蛋去拜年
□ 庄华涛

乡下，大年初一一大早，便会看到一群群的少年和青年去给
长辈们拜年。

拜年，自然不能空着手。于是，有人捧着大茶缸，有人捧着大
海碗，还有人捧着锃亮的铝锅，但是不管拿的什么容器，里面装
的全都是茶叶蛋。

江南拜年，一般是不兴磕头的，茶叶蛋便是最好的道具。 拜
年不叫拜年，而叫“吃茶”。 拜年的对象，是村子里同一房下的长
辈们。

到了叔爷爷家，一进门，拜年人便扯开嗓子叫道：“爷爷奶奶
吃茶！ ”话音刚落，立马有老人从厢房里走出来，满脸堆着笑容，
“来，吃糖，吃糖！ ”老人边说边抓上几粒装在茶盘里的奶糖，塞到
拜年人的口袋里。拜年人一边从茶缸里掏出两颗茶叶蛋，一边说
着吉利话儿：“爷爷奶奶吃茶，祝您老人家长命百岁！ ”还没等蛋
摆到八仙桌上，叔爷爷便开始谦让起来：“来人就行了，带回家给
爸爸妈妈吃吧。 ”

说完，老人抓起茶叶蛋便往回塞。 但拜年的拼命护着茶缸，
这可是今天最主要的任务， 如果将茶叶蛋带回去了， 多没面子
啊！ 几番谦让，几番挣扎，好在叔爷爷也并不是真的不收下。 最
终，茶叶蛋安安稳稳地放在了桌上，拜年的人则捧着剩下的茶叶
蛋一溜烟儿跑了出去，边跑边喊着：“谢谢爷爷的糖。 ”出门一段
路后，再定定神，去大伯大妈、叔叔婶婶家拜年。

到每个长辈家， 拜年的人都会恭恭敬敬地奉送上两颗茶叶
蛋，说上一些吉祥话。 而且，这两颗茶叶蛋得都送出去。 有时，顺
利地送了出去，便高高兴兴地告辞；有时，对方出于对拜年人家
长的尊重，只肯收一颗，也算是不错的结果。如果一颗都不收，那
准是两户人家已经有了意见，一方铁了心宣布绝交了。 不过，这
样的事儿一般不会发生，农村人，无论有多少意见，过年时都会
彼此给面子的。

最让孩子高兴的，当然是收到压岁钱了。 这边叫着“大伯大
妈吃茶”，那边便见着一张钞票塞到口袋里。照例，孩子也是需要
有一番推让的：大人早就交待了，再穷也要有一定的风度。回家，
也是要掏出来给大人说清楚，哪家给了多少，这可关系到父母见
到对方的孩子时，怎么回礼的事儿……

一晃，10 多年过去了，我也早搬离了家乡。 自然，过年也就
难有登堂入室给长辈拜年的机会了。但每每春节到来时，我都不
由地回想起家乡这种种的温暖、亲热与和睦。

（作者单位系安徽省芜湖县陶辛镇保沙学校）

农历甲午，又称马年。 我国是一个诗的国度，古往今来，以“马”入诗的佳作颇多。 马年
伊始赏马诗，别有一番情趣。

建安文学的代表人物曹植在乐府诗《白马篇》里，塑造了一个流传千年、历久不衰的白
马英雄形象。白马少年“宿昔秉良弓，楛矢何参差”，弓不离手、箭无虚发，武艺高强，颇有江
湖大侠风范。 “长驱蹈匈奴，左顾陵鲜卑”，则写出了白马壮士勇猛敏捷，所向披靡，顾盼间
强虏灰飞烟灭的豪迈姿态。全诗 28 句，句句真切，震撼心灵。既有民歌街谈巷说的质朴，又
有楚辞朗朗上口的文采。 “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的英雄本色，与屈原《国殇》所歌颂的

卫国英雄的精神一脉相承。
诗圣杜甫，也很擅长用佳句咏马。 在《房兵曹胡马》里，诗人借马抒怀，先是用“锋棱瘦骨成，竹批双耳峻”，狂赞胡马骨相

嶙峋耸峙，耳朵锐利劲挺。 接着用“骁腾有如此，万里可横行”，开拓意境，表达对骏马驰骋万里、建功立业的期待。 写此诗时，
杜甫临近而立之年，人品高尚，胸怀宽广，抱负伟大，可谓人中豪杰马中骐骥。

唐代诗人孟郊金榜题名高中进士后写就的《登科后》，为古往今来的读书人所喜爱。 孟郊苦读诗书多年，两次名落孙山，
考中进士时已 46 岁。 从多年寒窗求学的苦海中超度出来，是怎样的欣喜若狂！ 寒来暑往的守望，进京赶考的困顿，等待揭榜
的焦虑，都烟消云散，取而代之的是扬眉吐气，是自由自在，是“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的畅快。 千百年来，吟诵此
诗的读者如沐春风，心旷神怡。

在古代，马往往和战争、英雄、边塞、沙场等充满阳刚意味的词汇联系在一起。 南宋最杰出的统帅岳飞，无数次地骑上战
马，挥师北伐痛击金兵。 但是披甲执锐冲锋陷阵的岳飞，也有热爱生活享受生活的一面。 在记游诗《池州翠微亭》里，作者骑上
卸下铠甲的战马，偷得浮生半日闲，“特特寻芳上翠微”。 “好水好山看不足，马蹄催趁月明归”的描述，让我们看到了在军旅生
活之余，岳飞也有骑马揽胜的闲情雅致。

清代诗人龚自珍在《己亥杂诗》里，以“万马齐喑究可哀”，来影射鸦片战争前夕的政治时局。 清政府严酷的思想统治和腐
败的政治体制，让朝野上下，人心惶惶。 心有不满的龚自珍弃官归乡，担忧“朝廷无才相，兵营无才将，学校无才士，田野无才
农，工厂无才工，街市无才商”的局面持续太久，遂发出“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的警世呐喊。

上世纪 60 年代，云南诗人李鉴尧坐在马车上，游览西双版纳后，写下了诗歌《马儿啊，你慢些走》。 “马儿啊，你慢些走呀
你慢走，我要把这迷人的景色看个够，肥沃的大地好像是浸透了油，良田万亩好像是黄金铺就……”这首歌颂生活的诗歌，一
经问世就产生较大反响。 先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配乐朗诵播出， 后由著名女高音歌唱家马玉涛唱红大江南北。 诗里诗外，
“马”都功不可没。

在手机拜年流行的马年春节，赏赏挤满手机的含“马”打油诗，也别有风味。 “爆竹千家俱欢颜，骏马奔腾天地间”，“蛇游
马奔新春到，马踏祥云好运来”，“昂首阔步马蹄疾，一马平川任你行”等，或重文采，或偏祝福，亲切感人，意味深长。

（作者单位系江苏省江阴市申港成教中心）

有关 的

春节是中华民族最隆重的节日，也是团圆的日子，

但是“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城市与乡村，更

是各有风情，全国各地的春节习俗也是五彩缤纷，在

人们纷纷感叹年味越来越淡的今天，让我们一同体味

老师们笔下的家乡风俗和节日情思。

那些事儿

最雅致的过年方式

马年赏马诗
□ 吴长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