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网聚观点

大河网评

●● ●● ●●

本期焦点

微信圈

点击
事实

策划 高 亢 责任编辑 孙华峰 王 佳 HENAN DAILY焦点网谈焦点网谈 2015年 1月 29日 星期四 21

【上世纪50年代】

看着一碗肉过了年
大河网网友 老辛

长辈们说，在早先贫寒的年代，农村过年
时候通常会买半斤肉，煮熟了放在碗里，但这
是不许吃的，必须等着招待客人。

亲戚来了，就会弄一桌菜，这碗肉就是最
硬的当家菜了。主宾谦让一番坐下，主人用筷
子点着肉碗说请用请用，然后自己夹旁边的蔬
菜，客人也只能跟着吃蔬菜。如果客人果真吃
了肉，那就会被认为不懂礼节、缺少家教。你
这样一吃，明天再来的客人咋办？

客人通常也是礼貌的，一面寒暄，一面绝
不动用这块肉。即使随行的小孩，也早被警
告，不得擅自吃人家的肉菜。如果孩子忍住口
水果然没动，就会被主家真诚地夸赞一番，说
这孩子如何如何懂事云云。

如此下去，往往到正月十五，客人已经不
会再有，才可以真的享用这碗肉，但实际上早
已变质，没法再吃了。又舍不得扔掉，于是再
过油、重新加工，断无食品安全的考虑。

我懂事的时候，已在新疆兵团，春节的食
品全部按计划供应，粮油肉自不必说，即使粉
条、豆腐、白糖，也是按人口定量供应，不过那
时价钱不贵，大肉每公斤 1.52 元，牛肉每公斤
0.98 元，凭条子供应，不能多买。大人给的零
钱也不多，买一包小炮，只能零星地放，舍不得
一下子崩完。至于压岁钱，收的小钱尚能归
己，大钱（达到一元的）往往会被家长以代为保
管为名哄走。

现在，情况完全不同了，肉食早已不再稀
罕，餐桌十分丰富，于是老人们说，与过去比，
等于天天都在过年。

【上世纪60年代】

锅灰染色做成的新小褂
大河网网友 刘元明

我是 60 年代人，记忆最深的是过年的时
候，娘给我的破棉袄上套上一件新小褂。小褂
是娘亲手织的白棉布，用锅灰染成淡灰色。

一到冬天，娘就开始剪裁，将小褂做好，叠
整齐放在箱子里。知道娘是为我做的，我就隔
三差五掀开箱子看看，生怕小褂飞走了一般。
年来了，娘才舍得让我穿。穿在身上，得意和
兴奋都写在了脸上……

难忘猪尿泡做成的小鼓
大河网网友 宛东老农

年近五十，但谈到过年，我仍然觉得童年
的年味儿最值得回忆。腊八粥是过年前的一
顿美餐，经常在早上做，咸的，小米、黄豆、干芝
麻叶、面条、葱花、姜末什么的，要凑够八样。
饭一做好，先盛上一碗，围着家里的果树，强忍
快要流下的口水，使劲儿往树上摸，希望来年
能多结果子。

在南阳老家，有“二十三儿，豆腐汤儿”的
说法，农历二十三是小年，肉是要吃的，虽然买
的很少。还要有烧饼和豆腐，加上一些土产的
粉条粉皮，还有海带等，再浇上一点儿醋，一家
人围在灶屋，屋内弥漫的浓浓香味儿一直留在
记忆里。

二十四，扫房子，里里外外都要打扫，屋顶
的蜘蛛网、灰条子，都要一扫而光。虽然又脏
又累，但兄弟姊妹争着干，也就不成问题了。
火热的家庭大扫除，处处体现出小小的责任，
浓浓的亲情。二十五，磨豆腐。这一天，妈妈
会买很多豆腐，天热的时候会撒点草灰晾干，
或者泡在冷水里保鲜。二十六，去割肉。这一
天大家分工详细，杀猪、买肉过大年，我们小孩
子会围着杀猪锅要猪尿泡，晾干后做个小鼓，
春节期间敲着玩，流涎水的小孩会要个猪尾
巴，舔后会治愈，据说很灵的。

二十七，杀灶鸡。一大早，父亲会把前天
晚上捉到的大公鸡杀掉，鸡血可以吃，但肉是
要等到过年吃的。鸡毛翎可以做毽子，鸡的胃

（素子）可以做小鼓来用，为过年增添不少乐
趣。

再盼几天，就到了初一。一大早，鞭炮响
不停。小孩子们跑了东家跑西家，这就是老家
所说的“慌哩拾炮一样”。

童年的年味儿远不止这些，那浓浓的味
道，随着岁月的流逝，恐怕只能留在记忆里了。

【上世纪70年代】

腊相飘香的信阳山村
大河网网友 当年我们

腊八来了，算是真正进入年味的氛围。作
为 70 后，我很想一直沉浸这个年味之中。

信阳人的年味离不开腊相。老家人过年
时常说：“家里有腊相，过来吃点儿吧。”腊相就
是腌渍的腊鸡腊鸭腊肉腊鱼什么的。

这些腊相的美味在于材质源于自己家，鸡
鸭什么的全是家养，信阳山多水多，鸡子鸭子
都是散养吃野食长大，不喂饲料。鸡鸭的生长
周期都在三个月以上，在冬天来临之际，宰了
之后就腌起来，然后挂在院子里晒上数日。想
吃的时候，用开水煮熟切块就可以了。这些腌
制的腊相可以直接放在屋子里保存到来年谷
雨时节。

过了腊八后的节点是小年，腊月二十三，
基本上从这开始就是真正的年味了。慢慢接
近年根，家家户户备过年的食材、杀猪磨豆
腐。除夕前一天晚上是炸各种丸子，满村都炸
油的香味。到了除夕那天，鞭炮声声，空气里
弥漫着火药味，把年味拉到顶峰。

信阳到年根的说法是，二十七洗精气，二
十八洗腊叉，二十九洗小手。腊八粥的说法
是，吃了腊八粥就把嘴粥住了，不能再骂人啦。

想一想，多么充满乡情的年味啊。快过年
了，信阳，游子在思归！

【上世纪80年代】

都市里巴望老家年味儿
大河网网友 狐狸糊涂

“小孩儿小孩儿你别馋，过了腊八就是年；
腊八粥，喝几天，哩哩啦啦二十三；二十三，糖
瓜粘；二十四，扫房子；二十五，冻豆腐；二十
六，去买肉；二十七，宰公鸡；二十八，把面发；
二十九，蒸馒头；三十晚上熬一宿；初一、初二
满街走。”这首耳熟能详的儿歌其实就是我小
时候过年的写照。

我是 1982 年生的人，老家在豫西南邓州农
村，小时候，老家对过年很重视，基本上一过腊

八就进入过年模式。几乎每天都有事情要做，
特别是过了小年，放了鞭炮，吃了饺子，是我最
期待也最幸福的一段日子，因为每天都可以和
大人一起去赶集，买菜，买鱼买肉，真的是家家
都大量采购过年的食品，小孩子可以顺便要点
自己想吃的东西，瓜子、花生，锅盔，甘蔗等，这
都是平时只能眼巴巴望着的东西。基本上一
年之中最好吃的东西都在这几天吃到了：糖
包、肉包、油条、麻叶和馅饼等，现在生活好太
多了，但想起那个时候的东西，现在都还念着。

大年初一的拜年是最令小孩们期待的，早
上六七点钟，天还没有亮，就开始出门去给村
里本家的老人、亲戚拜年，并期待地接过压岁
钱，虽然都是一块两块最多十块的零钱，但那
个时候很是激动，当然，过后都还得交给父母。

大学毕业在城市落了户，父母也进了城，
基本上很少回老家过年了。真的，很想念那个
时候的年味啊！

不结婚，爹就一直发压岁钱
大河网网友 红颜周芷若

作为 80 后，记忆最深刻的就是，刚进入腊
月，妈妈就会开始给我准备新衣服，衣服颜色
大多都是红色，外套、裤子、毛衣、鞋子，连袜子

都要买新的，我每天放学回家，晚上睡觉都要
把自己的新衣服拿出来，看一看，摸一摸，就是
不舍得穿，大年三十晚上得抱着新衣服睡一整
夜，初一睁开眼就赶紧穿上，收到长辈的红包
乐滋滋地跑到厕所去数钱！那时候天天盼望
过年，回忆起来都是满满的幸福。

上高中开始，我就对过年要穿新衣这个概
念越来越模糊了，妈妈也很少给我买衣服了，
都是我自己买，而过年的很多规矩我也都不那
么在意了，唯一坚持下来的，就是看春晚，因为
从我记事，大年三十就看春晚，一家人在除夕
夜整整齐齐地排在电视机前，为的就是看这一
场让人可以议论一整年的晚会。现在，我还会
陪爸妈看春晚。

今年我已经 26 岁了，大学毕业参加工作好
几年了，但是每到大年三十俺爹还是会给我压
岁钱，俺爹说：“只要你没结婚，我就会一直给
你发压岁钱。”我就跟爹开玩笑说：“那我要是
一直不结婚，你是不是一直发下去？”

爹说：“那肯定的，一直发下去。”
现在对 80 后来说，过年总要面临着别人问

你：买房了吗？现在做什么工作？找对象了
吧？这些问题仿佛紧箍咒一样套在每个 80 后
的心间，几乎每一年回到家里总要面对这些问
题。其实 80 后最想听到的一个问题是：你过得
怎么样，在外面累吗？

【上世纪90年代】

年味儿是五个人的春晚
大河网网友 外婆家的铜锣湾

记忆中，我很少在郑州过年，屈指可数。
在我还很小的时候，每年到了年跟儿，就跟着
爸妈坐火车回石家庄奶奶家过年。春运期间
的火车站真的是热闹非凡，归家心切的人随处
可见，大包小包的行李挤满了车厢。那时，对
于小小的我过年的记忆就是火车站那一番热
闹的景象。

别人家过年的时候总是一大家子人热热
闹闹的，可是我们家只有爸爸妈妈，爷爷奶奶
和我 5 个人，大家一起看春晚。所以，记忆中，
我并不喜欢回奶奶家过年，冷冷清清的哪像过
年。春晚是过年的必备项目，可只有五个人完
全没有了所谓的年味儿。现在慢慢长大了，也
懂得过年就是家人的团聚，不管人多人少，只
要有家人的陪伴就是一种幸福。要不怎么有
那么一句话：有钱没钱，回家过年呢。

【00后】

压岁钱最好多多益善
时一禾 口述

经常听爷爷奶奶和爸爸妈妈说他们小时
候过年的故事，可我咋一直没感觉捏？

好吃的？平时经常吃，过年也一样，虽说
稍微丰富了一些，可咱饭量有限，多了也吃不
了啊。

新衣服？爸妈和各路亲戚一年能给买 N
件，说实话，我还真是有点烦，款式颜色不能自
己选，还不如折现呢。

好玩的？鞭炮神马的都是小儿科了，而
且还污染环境，没兴趣，不过要是作业能少
点，lol 游戏可以随便玩就好啦！

总之，现在过年对我来说，跟普通的假期
没什么区别，哦，对了，也有区别，就是有压岁
钱，这个最好是多多益善，哈哈。

年味儿主题一直在变化
河南大学民俗文化研究所所长 彭恒礼

近年来总说年味儿变淡，其实，“年味儿”
形成与变化都是历史的过程。“年”和“年味儿”
有其产生和发展的过程。根据汉《四民月令》
记载，大年初一这天，人们要祭祖，给长辈敬献
椒酒拜年，一家人吃团年饭。如此而已。比今
天淡得多。隋唐以后变得浓郁，宋代达到高
峰，民国改历以后重又变淡。可见，“年味儿”
变化是一个历史过程。

不同时代有不同的“年味儿”。考察节日
史就会发现，不同历史时期节俗的主题和内容
是有差异的。50-60 年代，共和国基业初创，强
调勤俭过节。60-70 年代，强调移风易俗，提倡
过革命化春节。80-90 年代改革开放，讲究过
物质和精神双丰收的春节。2000 年以后，讲究
过多样化的春节。时代发展，“年味儿”主题一
直在变化。

“年味儿”变化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
律。“年味儿”变浓或变淡都是历史必然。文化
现象背后有着深层次的经济、政治和社会文化
原因，非人力所能为之。随着时间推移，祖先
和他们创造的文化与后人的距离只会越来越
远。当代人只是文化传承链条上的一环，我们
的使命是连接过去，沟通未来。

“这几天打开微信，你的朋友圈‘闯入’商业广告了
吗？如果有，你看到的是宝马广告、手机广告还是可口可
乐广告？据微信及网络上广泛流传，看到宝马的是“土
豪”，看到 Vivo 手机的是白领，看到可口可乐的是“穷
人”。啥都没看到的，很抱歉，你已经被广告商抛弃了。”1
月 28 日，焦点网谈官方微信发布该消息后，不少网友戏
称，最近盼着广告来敲门。

焦点网谈官方微信网友“小灰灰”：我可以拉黑它
吗？广告充斥着我们的生活，它有它存在的理由。但是
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选择屏蔽与否，才是人性化的选择。

焦点网谈官方微信网友“陈元华仔”：微信朋友圈应
该“纯粹一点”。我身边不少朋友也认为，微信朋友圈本
来是一个封闭又私密的社交圈子，我们不要被广告，需要
空间自由！

焦点网谈官方微信网友“晴空满星呀”：哎！盼着广
告来敲门，如果连被投放广告的资格都没有，还是赶紧好
好干活儿吧！

焦点网谈官方微信网友“正直正能量”：广告植入来
了，收费会员还远吗？还将用户分为三六九等，实在太不
应该。

焦点网谈官方微信网友“52136”：微信朋友圈，早被
大量的心灵鸡汤、面膜微商、香港代购、炫富自拍玩坏了，
多一条广告算什么呢？关键是看广告能否与朋友圈完美
融合，给人美的享受，而不是使人心烦！

焦点网谈官方微信网友“鱼坏坏D痛”：微信朋友圈
相当于我家客厅，凭什么他们想贴广告就贴啊！当令人
讨厌的广告都成了朋友之间互相攀比的说资，真担心朋
友圈就这么被玩坏了。

商业广告闯入微信朋友圈

网友：我要空间自由
□本报记者 黄岱昕

长大了，我们时常抱怨年味愈来愈远，其实，年味一直还在，在与父母的

陪伴里，在那一道道满含记忆的饭菜里，从未改变。

1月22日，大河网网友在大河论坛（bbs.dahe.cn）发帖，希望大家都来谈

谈自己的年味记忆，引发网友热议跟帖。1月 27日，“文明河南·暖暖新年”

主题活动开始，由河南省委宣传部牵头举办，面向全省有奖征集活动作品。

网友们信手拈来，跟帖充满温情回忆。每一个时代的人都有属于自己

的年味记忆。在此，我们撷取了不同时代部分网友的年味记忆，以飨读者。

“文明河南·暖暖新年”大河网系列报道之一

我们的年代 我们的年味儿
□本报记者 孙华峰 王 佳

专家点评

扫描二维码参与“文明河南·暖
暖新年”活动赢万元大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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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城县青山村 2014年春节山村大拜年合影。 大河网网友“当年我们”供图

她叫胡凤莲，今年 50 岁，是龙胜各族自治县江底乡
围子村塘心组人。在她仅 6个月大时，不慎跌到火炉中，
双脚被严重烧伤。治疗后，小腿以下部分未能保住，她只
能靠膝盖跪着走路。在女儿 4个月大时，老公离家出走，
至今未归。胡凤莲只有跪着爬着去种菜养猪、挖山开荒、
纺布刺绣，以微薄之力养育女儿。（1月 27日《桂林日报》）

一次不幸遭遇失去了双脚，从而影响到了胡凤莲的
一生。双脚被严重烧伤后，胡凤莲只好跪着爬着，而这一

“跪”就是近 50年。
可贵的是，面对自己的不幸遭遇，她没有怨天尤人，

始终以一种乐观的心态对待人生，与命运抗争。她深信：
自己没有脚，但有手，有手就有力气，就能养活自己。

更可贵的是，面对自己的不幸遭遇，不论“跪”到哪
里，她都会笑哈哈——有东西，她和别人分享；做事情，认
真仔细；对待他人，真诚友善。

面对工友们竖起的大拇指，胡凤莲很淡然地说：“没
什么，跟正常人走路差不多。”事实上，只要用膝盖走个
500 米，膝盖就会痛，而且很痛，有时甚至发炎。胡凤莲
每“跪”走一步，都付出常人难以想象的艰辛，付出常人几
倍甚至几十倍的代价。

因此，当我们工作或事业不顺，心灰意冷失去方向和
斗志的时候，我们有没有想过，世上还有许多更不幸的
人，还有许多像胡凤莲这样坚强的人。

我们在为“坚强姐”跪着的人生感动或点赞的同时，
更要学习胡凤莲面对不幸、笑对人生和自强不息的态度，
更应向胡凤莲那样，即使“跪”着走路，人生同样精彩。

身残志坚的故事总是令人感动。感动之余，不禁想
到社会上有不少四肢健全的正常人，特别是一些青少年，
他们一旦遇到学习和生活上的不顺或者挫折，不是坦然
面对、积极解决，而是一蹶不振，自暴自弃，甚至采取离家
出走、跳楼自杀等极端手段，不仅于事无补，还给自己的
亲人和朋友带来无尽的困扰和伤害。

从这个意义上说，“坚强姐”面对生活的苦难，乐观
向上，毫不退缩，这种不屈不挠的坚强意志值得我们每个
人去学习。立足本职岗位，搞好自己的学习、工作和生
活，就是对“坚强姐”最好的学习。

（来源：大河网评论频道）

“坚强姐”给人的不止感动
□陈攀峰

2013年春节浚县庙会表演。 大河网网友“清风太极”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