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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摄影

□河南高德领

日子如流水，很快又要

过年了。想起童年时的过

年，仿佛浓浓的年味在心

里回荡。

春节一般是从腊月二

十三祭灶开始。二十三，

祭灶官。小时候奶奶讲：

“老灶爷是管理各家灶火

的神，腊月二十三夜里他

要向玉皇大帝汇报这家人

的表现，祭拜是为了让他

上 天 言 好 事 、下 界 保 平

安。”祭灶时把准备好的老

灶爷神像贴在墙上，供品

是麦芽做的灶糖、火烧和

一碗水，再放上一只活公

鸡。上香后，全家依次三

叩头、念祷词，让老灶爷多

说好话，保佑全家平安，然

后将一块灶糖投入灶中，

用意是让老灶爷少说话、

说甜言。

腊月二十三也叫小年，

小年过后，哪一天干什么

事，大人们心里一清二楚，

也都弄得妥妥当当，过节

充满仪式感。

最先准备的是粉条，一

口大锅往空地上一支，火

烧得旺旺的，水要一直处

于沸腾状态，一个人坐在

灶台上，用毛巾把漏瓢绑

在胳膊上，一只手托瓢，另

一只手搓面，粉糊便从瓢

里漏到锅里，煮好后再用

长筷子捞出，挂到竹竿上

冷却、晾晒。

二十四，扫房子。家家

户户大扫除，房前屋后、里

里外外打扫得干干净净，

以扫走一年的辛劳，迎接

新的一年。

二十五，磨豆腐，二十

六，割块肉。二十七，杀个

鸡。二十八，贴嘎嘎。贴

嘎嘎，就是贴对联和门神，

买回红纸找人写好对联，

腊月二十八贴上，每次贴

完都要读上几遍，生怕上

下联贴反。

二十九，蒸馒头。过年

蒸馒头也很隆重，因为蒸

得多，一般要吃到过正月

十五。

腊月三十是除夕，包饺

子、放鞭炮、吃年夜饭、祭

祖。这天是整个春节最重

要的环节，饺子里要包一

枚铜钱，谁吃到谁最有福，

奶奶在世时都是她吃到，

其实她也清楚这是全家人

让她开心。祭祖时要在祖

先的牌位前，摆上各种供

品，点上香，饺子出锅后，

先盛出一碗放在牌位前，

表达对祖先的崇敬和感

恩。除夕晚上要守岁，全

家人坐在一起笑谈过往，

评说收获。小孩们惦记的

是压岁钱和新衣裳，此时

母亲会把她一针一线为我

们缝制的新衣、新棉鞋拿

出来，尽管每人只有一件，

也足以让我们兴奋不已。

过了大年初一，人们

就开始走亲串友，一般都

是掂一盒果子，果子盒是

用纸糊的，里面装上饼干、

糕点等，用纸包好，放上一

张红纸片，再系上纸做的

绳，就成了年节最贵重的

礼物。

童年的年味，有仪式

感，有期待值，也有人情

味。今天我们衣食无忧，

天天如过年，却没有了美

食的诱惑，没有了神秘的

气氛，也就没有了过年的

乐趣，有的只是盼望和怀

念。每到过年，不免缅怀

儿时逝去的春节，每一次

怀念都勾起一份追忆。感

恩新时代，感受新生活，这

才是过年的乐趣！

童年的年味

□河南杨清波

常言道，“读万卷书，

行万里路”，是说纸上得来

终 觉 浅 ，绝 知 此 事 要 躬

行。只有经过长途跋涉，

方悟出许多书本之外的真

切道理。

人们在有意无意的旅

行中，都有一种感悟，那就

是你走的路越远，看到的

弯儿越多，行得远或高，便

可一览周遭众山小、再觅

丽景如画屏，那样的惬意

怎一个“爽”字了得！

一条立意走向远方的

路，必定会遇到无数的山

山水水、沟沟坎坎，在遇到

艰难险阻时，可以逢山凿

洞、遇水架桥，如果一味消

极等待，总想熬到水落石

出，宝贵的时间和精力已

经全部消耗掉了。

换一种思路，拐个弯

儿继续前行，往往出现事

半功倍的效果。就说铁路

吧，它虽然直，也得会拐弯

儿才能四通八达。

人的一生，就是一场

逆行苦旅，因为有梦有理

想、有诗与远方，我们坚定

了前行的步伐。为了遇上

最美的自己、邂逅最美的

朋友、成就一番事业，我们

意气风发，斗志昂扬。

可是，生活并不都是

鲜花和掌声，我们遇到更

多的是无穷无尽的累，这

些拦路虎，个个豹头环眼、

龇牙咧嘴，考验着行者的

勇气、智慧、定性和力量。

愤怒、牢骚、郁闷和苦熬不

是解决问题的办法，特别

是用苦熬应对困苦，很容

易被狂风暴雨打翻在地，

陷入一蹶不振的人生低

谷。

人 的 精 气 神 一 旦 散

乱，即使熬过去了，也不可

能有太大太高的成就。遇

到难啃的硬骨头，要么决

一死战，要么迂回前进，才

能迎来黎明的曙光。

古人说的“山重水复

疑 无 路 ，柳 暗 花 明 又 一

村”，就是鼓励人们在巨大

的困难面前不屈服、不泄

气，以自己的智慧和力量，

尝试突围的方法，最终走

出逆境、险境，继续未竟的

梦想。

有人会说，遇到困难经

常绕道走有失风范。但这

里所说的拐弯儿并非世故

圆滑，而是找到化解难题

的最优方案，正所谓：两害

相权取其轻，两利相权取

其重，以最小的代价，换取

最大的成果。

人的一生应该有战略

规划和战术谋划，始终坚

持战略的目标不动摇，而

解决遇到的艰难困苦则是

战术问题，为了达到最终

目的，迂回、绕道，都是具

体方式方法的变换，只要

瞄准胜利的制高点，暂时

撤退也值得。

孔子一心传道，带领

弟子周游列国，但其思想

和学说并不为当时的所有

王侯所接受，到处碰壁，他

没有因为反对、驱赶而气

馁，也没有守在一个地方

苦熬浪费时日，而是不停

地改路线，不停地变换道

场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

伦理思想、道德观念及教

育原则，终成千古圣人、万

世师表。

人们常常津津乐道，

“宁为玉碎，不为瓦全”，所

以遇到难题学会拐弯儿并

不容易。在恰当的时间和

事项上，及时穿插迂回和

拐弯儿，是走得更远的制

胜法宝。不撞南墙不回头

的做法，除了鼻青脸肿的

后果外，并无值得推崇的

精神。

最远的路弯儿最多

飞雪迎春 □广东 苗青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李惠艳

日子被时间打了个结

在季节的边缘

让一年的故事在回首中反刍

珍爱生命的向往

让一种追逐如雨后春笋

沐浴新年的阳光

所有的祝福都激昂饱满

唯有攀岩而上的仰望

在钟声的回荡中越走越远

唯有节日跳动的音符

为大地披上清新的盛装

倾听新年的钟声

所有的幸福变得红红火火

唯有放飞的希冀和向往

在这崭新的一页

把和谐的生活鲜艳起来

从新一年的期盼出发

喜悦的微笑写满脸庞

唯有虔诚的问候和祝愿

在这里铺天盖地

让万千牵挂成为一种奋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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跳动在新年的音符

□山东李业陶

蜡梅花枯萎了

柳枝儿孕育着新绿

未及品尽雪花的诗意

冬天就义无反顾踏上归途

不理会身后的串串叹息

其实上苍永远公平

没有一个季节缺乏风采

没有谁的旅途不曾有景致

无非人生观礼台上

站得或高或低

该来的必定会来

该去的终归会去

怀一颗平常心

静待春天登场

风和日丽也是一台好戏

冬天就要过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