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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涌贵
···

一年一度的新春佳节又到

了，这就是国人挂在口头上的

“过年了”。

每年的春节，即农历新年，

俗称过年。按中国人的习俗，

一般指除夕和正月初一。但在

民间，传统意义上的春节是指

从腊月二十三或二十四的小

年，一直到正月十五，其间以除

夕和正月初一为高潮。

春节，历史悠久，起源于殷

商时期年头岁月的祭神祭祖活

动。在春节期间，中国的汉族

和很多少数民族都要举行各种

活动以示庆祝。这些活动均以

祭祀神佛、祭奠祖先、除旧布

新、迎禧接福、祈求丰年、政通

人和为主要内容，活动丰富多

彩，带有浓郁的民族特色。

事实上，每一个人过年却

不是一模一样的，千差万别，莫

衷一是。从耳闻目睹的信息

中，我们可以知道过年的味道，

是有喜也有悲、有团聚也有分

别、有庆祝也有诅咒……故我

们在过年的日子中，只要理性

地淡然处之，这过年的意义就

在其中了。

且不说别人会怎么想、怎

么说，我自己体验过年是有滋

有味的。不以金钱、不以鱼肉、

不以言词，以个人的行动，从年

尾到年头，天天匆匆忙忙，天天

有新的故事，其乐盈盈。

人的生命中，一些事，一些

风，一些境，总在岁月中飘落，演

绎出过去的一些故事。这不，又

想起孩提时“盼过年”来了。

说起过年，民间有种“盼过

年”和“天天过年”的说法。在

新中国成立之前，那时称作民

国，是国民党当权执政。凡70

岁以上的人都记得并深有体

会，那时的广大劳苦大众头顶

压着三座大山，生活在水深火

热之中。我们“40后”的人都记

忆犹新，从1921年7月中国共

产党成立至1949年10月1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经

历了国共两党的内战和十多年

的抗日战争；抗战胜利后，国内

战争又继续不断，直至中国共

产党取得解放战争的胜利。如

果再延伸到1840年鸦片战争，

中国领土遭受外敌侵略，国土

不宁，民不聊生，经济萧条，百

姓困苦。在那种朝不保夕的岁

月里，农村里穷苦人家都是“瓜

菜代”度日，一年到头难得吃上

一顿好饭菜，只有春节才能吃

上点像样的伙食。因此，不懂

事故的小孩子就“盼过年”。因

为过年了，才有新衣服穿、有好

吃的伙食、才能开心地玩。记

得全国解放前，平常我一直穿

麻布衣，过年时，穿上一件苎布

衣，那就很高兴了。

新中国成立后，在中国共

产党领导下，广大劳动人民翻

身做主人,人民群众的物质生

活逐步提高。虽然生活有了改

善，但从一个一穷二白的烂摊

子建立起来的新国家，困难重

重。我国经济要有个逐步恢复

和发展的过程，所以上世纪50

年代还很困难。威坪地区农村

小孩上学读书，都是用毛竹制

作的菜筒（俗称菜竹筒）装干菜

到学校去的。从小学至高中，我

记得只有春节后第一次到学校

去拿的菜才是最好的。因刚过

春节，第一竹筒菜是有点猪肉和

油豆腐炒辣椒酱的，而平时都是

萝卜干炒酱、腌白菜梗、霉豆腐

之类。从20世纪50年代以后，

随着国民经济的不断发展壮大，

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也逐步得

到改善和提高。尤其是20世纪

90年代以来，物质生活改变加

快，人民群众生活水平大大提

高。市场上物资丰富，要啥有

啥，平时想吃什么就买什么，就

像天天过年一样。如今对过年

吃什么、穿什么，已不在乎了。

所以，从物质生活角度上讲，每

当提起过年，人们都说“现在是

天天过年，无所谓过不过年

了。”时下，过年再不是兆首企

盼吃上一碗红烧肉，而是趁机

合家团圆、好好休息几天了。

悄悄溜走的时光中，我们

不再年轻；轻轻逝去的岁月里，

我们不再任性。曾经的生活，

有遗憾，也有伤感。是非间，伤

过，痛过；坎坷中，笑过，甜过。

人生的种种，于我们都是真实

的，于人生都是真诚的。不完

美，是人生的本真；世事沧桑，

也自然。半盏清茶，观浮沉人

生；一颗静心，看世间冷暖。保

持一颗平常心，活出本色，活出

真实，活出自我。生活需要温

馨，心情需要静美。我知道走

过的路，一定会留下一些我们

能预料的往事，生命也该是如

此，岁月也便是如此。走过时

间的沧海，借往事那段无声的

沉默，漂泊在属于自己的天

涯。数数奔过的黄昏，言出黄

昏的每一季；静惜的落雨中，总

带着这样或那样的心情，反反

复复，慢步独自进入那冰雨的

风凉里，感受着每一个季节带

来別样的静好。

忆往昔,峥嵘岁月。成千

上万的革命先烈用生命和鲜血

给我们换来了幸福的生活。今

天，面对丰衣足食、莺歌燕舞的

盛世，面对来之不易的幸福生

活，我们不要忘记过去，要十分

珍惜“天天过年”的日子啊！

从昔日的“盼过年”到如今的

“天天过年”，是一个时空的跨越，

是历史的变迁，是广大人民群众

的物质生活从贫穷走向富裕的见

证。抬头仰望家家户户贴着的大

“福”字，我沉入了幸福的回想，脸

上荡漾着幸福的笑容。

有“春”的地方，就会有我

的足迹。

从古老的传说走到今天，

本是庆祝与团聚、休息的日

子。但有钱是过年，无钱是过

关的日子却不复存在了。明

天，生活更美好！

过年啊，过年！都说过年

太快了，不是的，天天都是过

年，这日子多好呀！

王丰
··

过年了，家家户户都要贴

春联。

“新年纳余庆；嘉节号长

春”，据说，这是我国最早的春

联（见《宋史·蜀世家》）。

有幅丁丑年（1997年）的

春联写得好：“丁方桃版迎元

日；丑地春牛送大寒。”这是一

幅嵌“丁丑”两字的春联。其

中，丁方：四方；桃版：桃符。《燕

京岁时记》：“春联者，即桃符

也。”丑地指东北偏北方位，《鸡

肋编》卷上：“季冬之月，立土牛

六头于国都郡县城外丑地，以

送太寒。”此土牛又名“春牛”，

《东京梦华录》：“立春前一日，

开封府进春牛入禁中鞭春。”

此春联知识含量高，一般

人也弄不懂，缺大众意识。

还是老家乡下的春联好，

通俗易懂，老少皆宜。

在村子里，我父亲算是有

点学问的。父亲读过师范，写

得一手好毛笔字，无论隶书、楷

书、还是行书，都拿得起来。千

万不要看轻当年的师范生，那

个年代的师范生，琴棋书画样

样皆通。

每年农历十二月二十六

七，父亲就开始忙碌起来。

他到供销社买来毛笔墨

汁，备好裁纸刀，等待隔壁邻居

拿纸来写春联。

那几天，老家房子大堂前，

堆放着一幅幅春联：地上红，椅

上红，桌上红，满屋子红。有的

年份里，红成一片的春联里也

有一两幅绿春联，家里有丧事

的农家写绿春联，寄托哀思。

清朝，清宫内还习用白纸写春

联，这是习俗，传承如此。

那年代，供销社里没有现

成的春联卖，都得自己撰写。

我们家里没有专门的书

案，写春联就在八仙桌上。

八仙桌上先铺上几张报

纸，防油渍。父亲将红纸铺开，

压好，把墨汁倒到白瓷碗里，再

加点烧酒防墨臭，春联有墨臭

不吉利，对不住人家。

父亲握住毛笔，蘸满墨汁，

悬腕落笔，凝神屏气，一气呵

成。我照父亲的吩咐，在旁边

负责把隔壁邻居拿来的红纸，

按对联字数多少裁好，放到父

亲身边。

写完一副春联，父亲要仔

细检查一遍，看是否有缺憾，要

是有败笔败句，父亲会用家里

买来写春联的纸补写一张，直

到满意为止。

春联的内容是跟时代同步

的，那个年代太艺术化的不能写。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父亲

常写的春联是：“艰苦朴素勤俭

持家；豪迈昂扬人定胜天”“工

业学大庆艰苦创业；农业学大

寨战天斗地”“喜看稻菽千重

浪；遍地英雄下夕烟”“四化美

景振人心人心思跃；公报春风

拂大地大地生辉”。

后来，艺术化的春联渐渐

流行起来：有了“春夏秋冬鸿福

来；东南西北财源进”“迎喜迎

春迎富贵；接财接福接平安”。

还要写很多福字，贴在房

间门上，粮食柜上。

猪栏门上也写几张：“六畜

兴旺”“五谷丰登”等。

纸上墨迹未干，只能平铺

在屋子里的桌上，地上，一屋子

红红火火，充满喜气。

到年三十（也有二十九

的），开始贴春联。

母亲在火炉上用麦粉熬糨

糊，要把握火候，太稠，成了一

个面疙瘩，粘不了春联；太稀，

成了一碗稀粥，没粘性。母亲

熬糨糊有水平，不稠不稀恰到

好处，熬好的糨糊倒在大碗里

等着。

父亲站在木凳上，我递上

抹过糨糊的春联，父亲一边贴

春联，一边讲春联的含义，一边

说字体的使用。父亲说，写春

联一般用楷书书写，最多加点

行书，魏碑体，要叫人一看就明

白。千万别用钟鼎篆草体，那

都是文人墨客“只可自愉悦”，

用作精神寄托的。我似懂非

懂，点头晃脑应承着。还告诫

我，就是年过好了，春联也不能

随便揭下来，要保持到来年，

吉利。

天寒地冻的，我递春联的

一双小手冻红了，可心里还很

兴奋：贴好春联就过年了，过

年有新衣服新裤子穿，有火炮

放，有压岁钱拿；有葵花籽、

“米胖”、冻米糖吃；还能吃到

猪肉、包子、米粉馃、油馃、油

豆腐。当年，猪肉炖油豆腐下

白米饭，那是个什么味道呢？

那个味道，也只有过来人心里

清楚。

父亲去世，三年孝期，老家

贴了三年绿春联，三年过后，不

见了绿色。父亲作古已久，但

在我心里，绿色春联犹存。

且看今日之家乡，处处莺

歌燕舞，村村美丽如画，天天赛

过年，父亲地下有知，也当

欣慰。

现在，春联越来越精美，材

质越来越高档，但都是印刷出

来的，字体一色，呆滞，缺活力，

少了点手写春联那种墨香盈

室，红火一屋的韵味。

余书旗
···

元旦一过，年的脚步离我

们越来越近了。过年是小时候

最盼望的日子，尤其是那顿年

夜饭，因为有许多好吃的。

小时候的寒假，除了必须

要写一篇关于以寒假见闻为中

心内容的作文以外，没有更多

其它的课外作业，大部分日子

都是以斫柴为主，就是大年三

十这天也不例外，上午得去斫

一担柴，回家后随便吃点米羹

或粽子什么的，就猴急地等着

那一顿丰盛的晚餐了。说丰

盛，其实也没什么特别丰盛的

菜肴，无非是自家养的年猪、

鸡，还有冬瓜、萝卜、豆角干及

一些煎豆腐、煎素馒之类的土

菜。这里面，除了食盐和酱油，

不用花一分钱。也有需要买

的，譬如说鱼，家乡有句俗语：

“闻到鱼腥，要刮饭甑”，意思是

说，吃饭有鱼，胃口大增，会多

吃一碗饭，饭甑都要见底了。

再说了，过年不能没有鱼，得

“年年有余”呀！于是，会去买

点一角多钱一斤的“青条丝”

鱼，为了凑份量，往往会加一些

萝卜丝一起煮起来，一碗一碗

盛好备用。冬天气温低，到第

二天便冻起来了，称“鱼冻”。

“鱼冻”除了年夜饭摆一碗外，

平时有客人来了，也可当作一

碗荤菜上桌。

说起年夜饭的鱼，还有一

个我自己的故事:上世纪70年

代初，我在先锋机械厂保卫科

上班。过年了，厂里正式职工

每人可以分配到一份包头鱼，

我们几个小青年是临时工，不

属分配名额之例。经过科领导

的争取，厂部答应给我们考虑

一下，但鱼肉没有，只有鱼头，

一角二分钱一斤，科长要我们

自作决定，他好回话。因为是

鱼头，厂里正式职工没人愿意

要的，但市场上什么物资都凭

票供应，鱼买不到，没办法，鱼

头就鱼头吧！那鱼头挺大的，

只要了半个，就有五斤八两，七

角钱，花了我半天多的工资。

大年三十，把这半个鱼头剁了

红烧，没想到全家人齐声说好

吃，比鱼肉还好吃。那年头没

有人愿意花钱买鱼头的，我也

是没办法，不想歪打正着，倒成

就了一份佳肴。

回想青少年时期的年夜

饭，一个“吃”字便概括了全部，

那么天真，那么单纯。为人父

之后，面对生活的酸甜苦辣，对

年夜饭便有了不一样的感觉。

它不唯是品尝美酒佳肴的盛

宴，而更多地是从中体会生活，

体会人生。它是一份小结，一

份责任，一份回忆，一份祈盼。

它是父母长辈催儿归的无言

书，是天涯游子盼团圆的思乡

梦，是辞旧的告别宴，是迎新的

接风酒。

写春联

过年

年夜饭

我们的副刊是心灵自由自语、交流交融的空

间，我们期待并承接所有美丽而真挚的文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