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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南方过年 □邢军纪

我说的南方，具体的所指应该是南京。母亲
八十四岁，今年是她的本命年。南京是她少女时
代生活的地方，秦淮河、莫愁湖、西华门、朝天宫、
候家桥等等，常常挂在她的嘴边，追忆似水流年，
竟如孔雀东南飞，梦回江南的频率日见其多了。

于是就有了带母亲去南京过年的计划。
岳母属马，比母亲大一岁，因东北气候寒冷，

每年来北京过冬。征询了老人意见，我们于腊月
二十八坐高铁回河南，和母亲会合之后，便乘车向
南进发。

母亲住在县城。此地因紧傍颍水，故曰 :临
颍。因快到中午，妻子想起母亲做的烩菜，舌尖
上的乡情像蛱蝶般飘飞，她在车上给家里打电话
说，在家里吃中午饭，吃完即刻上路。老家的烩
菜是一道极其普通的菜肴，食材主要是白菜、豆
腐、粉条、荤素丸子等，清水下锅，待这些物什依
次放好，炖上半个时辰，便可饕餮。河南的烩菜
和东北的乱炖从形式到内容都极其相似。但因
这些食材大都有清白的来历，家人都明白它们的
出处，即使沸水汤汤，煮滚油浸，仍会在一片混沌
中看到故乡的脉络。而东北的乱炖在品质上是
以乱为荣，野性大于理性，因此二者又有根本的
区别。妻子出生在沈阳，东北人。而岳母却是郾
城人，与临颍相邻，同属漯河市管辖。也许是半
个河南人的缘故，妻子对我母亲做的烩菜情有独
钟。特别是一锅热气腾腾的烩菜将要炖好的时
候，母亲把一勺猪油或羊油从罐子里 出来，手腕
轻抖，将其挥洒在沸腾的凹凸表面，马上如白雪覆
盖山岗，待油化开，烩菜立时显现出鲜亮生动的面
貌，就像一个美人点过朱唇后的亮相，奇妙的家乡
味道瞬间而生。那种质朴简白而又淳厚无比的吸
引，让人即使饱腹之后仍留恋不已。

家乡的味道，实在难解，其中隐秘的成分，接
近神迹。

吃完饭，我们在无比享受中上路了。那个昔
日曾在秦淮河边浣衣的少女，到今日的迟暮老人，
中间连绵着六十余年的时光，该有几多丰盈的故
事等待着破解呀。

此时，鞭炮开始零星炸响，年味开始升温。故
乡的景物一一闪过，南街村、十里铺、小商桥……

小商河，我的桑梓之地。我在这里生活了十
六年。小商河应是颍河的支流，或是颍河的旧
道。清代末期，盛宣怀修建京汉铁路，拦腰切断了
东向的河道，于是商河断流，从而变成了季节河，
夏秋贮水，冬春干涸。儿时的我夏天常在河里游
泳，在桥下的石板块垒间探寻，想象着这条河流的
故事，以至不知今夕何夕。母亲常常要到桥下找
我，从这个桥孔到那个桥孔，呼唤的声音浮在河流
之上。依郦道元的《水经注》所示，商河在其南几
公里处汇入颍河，从理论上讲，它的沧浪之水，是
会飘流到石头城下的秦淮河的吧。当地有句俗话
曰:小商桥不小，大石桥不大。河上的石拱桥建于
隋代，这样的型制在中国古代桥梁史上堪称首位，
故谓天下第一桥。而南宋名将杨再兴大战金兀术
的故事更让它名扬天下。如今，这里已被漯河市
建成旅游风景区。小商桥分县而治，河南属郾城，
河北属临颍，两岸同名，古时因地处要道，又有舟
楫之便，是一处颇为繁华的大镇。由于过年的缘
故，现在的景区车马零落，人迹寥寥，只有童年的
追忆像岚烟一样弥散其间。

古时候，所谓中原的衣冠南渡 ，多是从水道
进入江南，或黄河，或颍河，或贾鲁河，或漯河，继
而到淮河，然后是长江扬子江，条条大河通金陵。
如果水真有灵，母亲在商河的呼唤，或会在南京的
莫愁湖里化为并蒂莲花。但时下是陆路的天下，
从漯河到南京，也仅仅是六小时路程，也就是说，
中午尚喝胡辣汤，晚上即见乌衣巷了。

车过小商桥，一直沉默不语的母亲让打开车
上的天窗。微风吹拂母亲的白发，母亲的眼睛迷
离苍茫。我突然意识到了自己的失误。这个念头
刚刚闪出，母亲立马就证明了我的判断。

母亲俯下身子，肩头开始剧烈抖动。车上人
顿时慌乱起来，大家纷纷找来塑料袋、纸盒子，以
备不时之需。还没等准备好，母亲就开始翻江倒
海起来。

母亲有着严重的晕车症!
千里之行，阻于疏忽。
母亲是坐车就晕的那种人，不管是汽车火车

还是自行车。
从县城出发到小商桥，大概有九公里距离，母

亲强忍着没有发作，以照顾我的情绪。看见母亲
难受的样子，我的心随着母亲身体的律动而不停
抽搐。

之后的行程变得极其艰难。车子即使慢若步
行，车窗即使全部打开，仍然止不住母亲的呕吐。
汽车开到颍河大桥的高处，干脆停了下来。看到
母亲弯曲的脊背下，颍河水在静静流淌，日光从她
的臂弯里映出孤独的轮廓，一种严重的挫败感袭
上心头。颍水就是从这里折向东去，以寻找母亲
曾经的梦境。但母亲对此一点也不在意。看着痛
苦中的母亲，我陷入深深的自责。临行前，我曾把
去南京过年的计划透露给同在北京的小妹，懂医
的小妹提醒说，妈妈可能心脏有点问题。于是我
就让妻准备了一大包治心脏的药带在路上，却单
单忽略了母亲晕车的毛病。

从小商桥到颍河桥，也就两三公里路程，母
亲就发作了三次。母亲的身子时而缩成一团，时
而又无限扩展，周而复始，没有穷尽。潮涨潮落
的间隙，极爱整洁的母亲不停地用面巾擦去散落
的秽物，擦上擦下，擦左擦右，不厌其烦。等忙
毕，几乎没有停顿，眼看又是风生水起，她再次俯
下 身 去 …… 母 亲 的 行 止 调 节 着 车 上 人 们 的 神

经。岳母平时是见不得别人呕吐的，此刻她只能
坚决不回头，妻和外甥女媛媛忙着捶背递纸送巾
倒秽物，而我手拙，只能挓挲着手徒唤奈何。眼
见一场精心准备的奢华旅游成为母亲的受难日，
而去南方过年成了无法完成的任务，我无计可
施。她沉默着，低垂着头，花白的头发散乱地梳
理着渐暖的河风。而此刻，百米外的京广线上正
飞驰着高速列车，一架飞机正钻进云层，几只喜
鹊正在树枝间舞蹈，路边的小草正顶着嫩黄探头
探脑，手机里已传来一串串祝福新年的信息声
……没有什么人注意老妈的痛苦，她的苦厄和大
千世界没有关系。

她只和我有关。
记得我的一个学生说，生命好在无意义，才容

得下各自赋予意义。假如生命是有意义的，这个
意义却不合我的志趣，那才尴尬狼狈。这句话只
注意到了他者的被施一面，而没想到主体的反应，
实际上，假如设计者充满激情去制造了一个意义，
而被施者却在这个意义下无端受苦，那才是真正
的尴尬狼狈。

当下的我就正尴尬狼狈着。
母亲说，只有坐船才不晕。
从老家到界首，一行人挤在一条船里，整整走

了一天。
我的眼里下起了雾。没有了这样的船，也没

有了这样的河。我想念那些失去的河流，想念那
些乌篷船。我的想念不为怀旧，不为诅咒，不为咏
怀。只为那样母亲不会痛苦。

夜晚我们下榻在漯河市一家叫凤凰的饭店。
母亲躺在宾馆的房间里，脸色比床单还白。我叫
来为我们做向导的南京的朋友已准时到了，面对
突发事件，我们只能改变计划，年夜饭在漯河吃，
然后视母亲的身体酌情而动。

除夕之夜，气温骤降，细雨霏霏，马路像抹了
油般湿滑。我扶着母亲蹒跚地走在车水马龙的隙
缝里，前往千米之外的饭店，内心充满悲凉……

吃年夜饭时，饭店服务员在掌声里为母亲献
上了一份礼物——一只硕大的金羊，母亲抱住礼
物时，脸上泛出一丝笑容，就像飞鸟扇动翅膀，一
闪即过。这是母亲离开家后的第一个笑脸，虽然
短暂，但总是笑了。

我以为母亲有些适应了。没想到，大年初一
早上，我来到母亲房间陪她下楼吃早餐，母亲却死
活不去。她说年已过了，送我回家吧。我一看，母
亲已把随身带的东西收拾停当。她说不吃饭就不
怕晕车了，要呕也呕不出东西了。我立时就火
了。我说咱们还没出发，怎么就回家呢?陪伴母亲
的媛媛弱弱地说，姥姥说在这房间里没意思，吃饭
没意思，看电视也没有意思，坐在窗口往下看也没
有意思。我一屁股坐在母亲的床头，问什么有意思
呢?为怕老人寂寞，我专门在二十一层饭店居中挑
选了向南的位置，在这个房间里，既可远望湖光塔
影，又能近观庙会灯展。此地原属市郊一处叫干河
陈的乡下，随着城市化的进程，这里被开发为漯河
市著名的休闲娱乐区。坐在房间里，古色古香的河
上街老镇尽收眼底，白天可见高台舞狮凤凰歌舞旱
地划船杂耍表演，晚上可看火树银花荷塘鹤舞之灯
展。从这里往南百步之遥，就是第十四届全国“村
长论坛”召开的地方，似这等地方母亲竟也说没意
思，究竟怎样才算有意思呢?

我惶惑起来。
媛媛说，吃饭时，只要转身不见你，姥姥就问:你

大舅去哪儿了?回到房间不见你，姥姥又问:见你大舅
没?昨天半天不见你，姥姥在房间一遍遍转，一会儿
看看窗外，一会儿看看门口，自言自语地嘟囔:你大
舅怎么还不回来?

我无语。
眼见南京去不成，又觉不能慢待南京来的朋

友，于是就陪客人驱车前往开封，以跑马观花的速
度转过清明上河园之后，为陪二老晚饭，又在傍晚
六点之前飞赶回来。在现代社会里，要完成孝顺
二字，却要附加许多物质条件的内容，而有时偏偏
要为这些条件所累。从本质上讲，孝顺就是孝顺，
越依赖物质条件，孝顺的质地就会被蒙蔽，从而看
不清它的纹路。我又一次想起了去南方过年的
事。要想解决晕车问题，除了坐船，还有一种交通
方法:架子车。母亲坐架子车是绝对不会晕的。
记得十年前写《中国精神》时，在黑龙江省采访时
见到一个河南老乡，话就格外投机，他说马上就要
退休了，他的愿望就是拉着架子车载着老娘在高
速路上走，夏天铺上凉席，冬天铺上被窝，热不着
冷不着，让老娘慢悠悠地看咱们中国……我相信
他说的话，虽说高速路未必能上得去。但是认真
想想，这件事我却做不到，我有种种理由为自己开
脱，但所有的理由又都是借口……

看我光火，母亲还是留下来了。我说今年不
去南京了，客人初二一走我就全天陪伴您。这个
承诺使母亲立时笑逐颜开。

去南方过年，实际上从老家仅向南走了二十
公里。

漯河在临颍之南，老家话称之为南边儿，说去
南方过年也可以叫去南边过年。母亲说差不多一
个意思，咱权当去过南京了。

朋友走后，我兑现了自己的承诺，母亲非常高
兴。她饭也吃得香了，觉也睡得甜了，心情一好，
也愿出外走走了，有两次，她甚至能在市里坐十分
钟的汽车而不再犯晕。母亲的进步又勾起我的无
限希望，我说老妈你好好锻炼一下，明年咱们再争
取到南京过年!

母亲笑笑说，儿呀，你就是妈的南京呀!只要
你在妈的身边，就是妈的年呀……

一句话把我说得掉下泪来。④6

扌汇

翻开的日历 和煦的阳光

穿透多格的窗棂 不经意间

开启了崭新的盛典

马年 腾腾踏踏地甩尾远去

过往的故事 深深浅浅 落地成殇

一朵朵花曾经盛开在温热的大地

而夜晚的星辰

多少次在梦的边缘跋涉

一山一水还有草木的意象

在记忆里翻转搁浅

马年 波澜壮阔而又绵里藏针

蓝天 打开了岁月的沧桑

只雍容一笑 让你去触摸

咫尺间远逝的四季

羊年的犄角 轻易地

就挑起了东方的地平线……

时光中遥远的牵挂 沉浮起落

见证一份至真至纯的轮回

固守的宁静 一寸寸涌动

像黎明的红晕

铺张开来又一个绝胜的一天④6

踢 雪

中国人性格向来拘谨。春节简直就
是中国人的狂欢节，他们决计抛弃了自己
的勤奋，刻苦，算计，完全做了儿童。吃吃
睡睡，喝酒玩乐，想干什么就干什么，真是
任性啊。除夕只能算是家庭里的狂欢，一
家人团聚，上慈下孝，守岁熬年。然后是
走马灯似地串亲戚，到了元宵节，这狂欢
才算达到了高潮，中国人走出家门，个个
脸上是春天的光彩，手里提着花灯，满眼
都是欢乐的光芒，他们被春节期间悠闲自
在滋养出了一胸腔的好心情，想要在元宵
的焰火上释放。有了漫天花朵一样开放
的焰火，春节才算是画了一个大大的圆满
的句号。

中国的节日里，我最喜欢的节日有
两个，都与月亮有关。一是中秋，一是元
宵。中秋的月清冷高远，宜怀人。元宵
的月是一年中第一个圆月，像是父母的
头生子，不管它长得明媚可亲还是清冽
圆润，都会有万众瞩目。何况这月亮之
清辉还有灯火之温暖互相映衬，自是天
上人间，别有一番滋味。可谓“十二楼前
灯似火，四平街外月如霜”。一年一年，
我们目睹了多少焰火升起又散落，好像
那些爱了又别离的人一样，从我们生命
里走失。一层层的焰火落下来，我们的
生命却是凉薄下去。风笛声声，那样的
日子几近模糊。当我追忆它时，听到的
只是弥漫着的苍凉的风声。

小时候的元宵节灯火是渺茫的，但
圆月却是切近而明亮的。除夕，亲人三
与占都在奶奶的督促下回到了大梨树下
的家，但一过初十，他们都迫不及待地走
出槐树营。元宵时，大梨树下只剩下我

和奶奶，还有那群调皮的小山羊，黑白花
的猫和大黄狗。奶奶在元宵节早晨就会
为我扎灯笼，竹子柔韧细腻，最适合做灯
笼架子，然后用红纸一糊。我盼望着月
亮升上来，盼望着天快快黑下去。可是
树梢上这个太阳却是慢腾腾地，像个小
脚老太太，半天才下山。月亮和我一样
已经性急地在云彩上游弋，只是淡淡的，
像个影子。我已经把灯笼里的小油灯点
着了。它在暗下去的天色里像是一朵开
放的花，几乎是带着香气的。夜越暗，灯
花开得越艳丽。我几乎把头要伸进灯笼
里，我看见灯笼里有仙女在唱歌，绕着一
朵大牡丹。吃过元宵，村里飘浮着一长串
的红灯笼，像是一条黑暗的河流里开满了
红莲花。我缠着奶奶要看焰火，奶奶拿刷
锅的刷子（是用高粱扎成的）蘸上煤油，用
我跳绳用的带子系上，在灯上点燃，她朗
声说：“抡吧，这是世界上最好看的焰火。”

一个流动的火焰组成的花环在黑夜
里开放了。我用力地抡动着，速度越快，
这夜的花朵就开放得越迷人。我在这火
焰中心，就像一个具有魔法的神灵，好像
这火焰是我发射出来的，我把手上挽的
带子放开，这花环随之长大，几乎高过梨
树。我觉得自己长了一双火焰的翅膀，
我站在焰火中心已经开始飞翔，我听到
了风的呼呼声，星星在我周围小声地说
着话，月亮像个冰冷的玉盘子在我面前
飘来飘去……孩子们都围过来了，欢呼
声和叫好声像河流里的波浪一浪高过一
浪。我被这叫声鼓动着，像个杂技团演
员一样无法停止。就在我疯狂的兴奋叫
喊声里，那刷子已经燃烧到了尽头，绑扎

高粱秸的麻绳已经烧断，燃烧着的高粱
秸开始掉落，像星星一样散落开去。我
的花环凋谢了。魔法消失，梦境醒来。
四周一片唏嘘。接下来，槐树营挂在灶
房外的刷子在这个夜晚遭到了“洗劫”，那
些围观我抡焰火的孩子们窥视了焰火的
秘密，原来是如此简单。他们如法炮制，
那一夜的槐树营四周如同童话，大大小
小火焰的花环在竹林边、麦场上、小学校
的操场上、大路边相继开放，好像春天在
这个夜晚已经提前降临。我那天晚上如
同中魔，在一个又一个花环里穿行，这个
熄灭了，我们涌向下一个，我被比我大的
孩子推倒在地上，倒在地上的我看到了
星星的降落。那些花环上不时有火焰掉
落在空中，那些挣脱了束缚的火焰像脱
轨的星星失落在茫茫的夜空里……

那个夜晚存在过吗？后面许多个元
宵节，我都沉默地着望着天空，我是害怕
那天空里瞬间即逝的焰火，更让人觉得
生命之虚无。坐在元宵节的黑暗里，窗
外的天空被焰火照亮，几如白昼，绿的花
朵，红的花朵，在高空里开放，又在瞬间
跌落在黑暗里。我半倚床头，回味着几
十年前那魔法一样的焰火。突然，我听
见窗台发出扑簌簌的声音，像风一样，好
像谁在里面窃窃私语着，这让我吃惊不
已。我定睛看了，是一只普通的火柴盒
子，丈夫从宾馆带回来的。然而没隔多
久，扑簌簌的声音再次传来，我扑过去，
火柴盒子颤抖着，竟然是一只火蝴蝶，它
像精灵一样从里面飞旋而出！它扇动着
玫红色的翅膀，在黑暗里划出迷人的焰
火……④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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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有十年了吧，郑州没有下
过一场像模像样的雪，于是，想雪成
了生活的一部分，童年踢雪的情景
就时不时地出现在眼前。

那一年的雪是除夕下的，春节
早晨，一开屋子门，雪已经把门下的
缝隙塞住了，冻实了，使劲一拉，喀
拉一声，门开了，雪齐茬茬地立了一
拃厚，风随着就扑进门了，直冲着脸
上，钻进衣服，身子一下子就像钻到
冰窟窿，冷透了，衣服扣子扣得很
好，却又忍不住往紧里裹裹。然后
高抬起脚，要将立在门口的雪踢开。

却被父亲挡住了，父亲说这雪
是硬的，冻了一晚上的雪楞子就是
石头，踢不好就踢断脚指头，踢伤脚
腕子，说着就出屋去拿铁锨，没想到
立在院墙跟前的铁锨也冻在雪里
了，父亲呼哧了半天，才将铁锨从雪
里拔出来，然后拄着铁锨朝四周看
看，从嘴里呼出的气变成了白雾，嘴
一闭，白雾就飘散开了，再呼，又有
了，白雾在白雪上面，一个动，一个
静，很生动。

趁着父亲不注意，我有意抬起
右脚踢了一下屋门口的雪楞子，我
认为雪就是雪，不可能像石头一样
硬，没想到踢上去真像踢到了石头
上，脚指头顿时被踢得折了过来，右
脚 立 即 提 到 膝 盖 处 ，疼 得 我 直 吸
气。又怕父亲看见，就把嘴张得老
大，吸气的动作就不易察觉。但是
这样一吸气，冰冷的空气就无遮无
拦地吸进嘴里，从喉咙口一直冷冻

下去，眼泪立时就出来了。
父亲过来了，看见了我的眼泪，

问：“咋了？”
我连忙把右脚放到地上，做出

一点不疼的样子：“没事，冷得很。”
父亲伸过衣袖，给我沾沾眼里

的泪：“咋还能把眼泪冻出来，快到
炕上去暖和。”

“嗯嗯。”我连忙回身去炕上，这
一走，脚下意识地跛了，我猛然回
头，害怕父亲看见，却见父亲开始铲
雪，一下一下，铲得咣咣响，声音完
全是铁锨与石头碰撞。

这声音又刺激了我的脚，脚指
头的疼痛似乎更剧烈了。

到了炕上，双脚伸进被子，我立
即伸手去摸脚指头，脚指头本来已
经冻伤了，一见热就奇痒难熬，但这
一会儿，痒却跑了，光剩下了疼。

很后悔没有听父亲的话，却又
庆幸没有被父亲发现。

片刻，爷爷也出屋了，与父亲一
起铲雪，爷爷以为我还没睡着，就对父
亲说，等娃睡醒了，去门口的雪里放
炮，炮把雪炸开的样子，娃一定喜欢。

父亲压低声音说：“娃今日怕是
没放炮的心情了。”

“咋了？”
“脚给伤住了。”
虽然声音压着，父亲这一句话，

依然如同雷声，灌进我的耳朵，我的
眼泪扑簌簌淌了下来，父亲对我的
疼爱，竟然如此无微不至！

我禁不住在心里叫：“爸——”④6

过年似乎就是吃。大碗喝酒，大口吃肉，吃
吃喝喝都是正经事。

忙坏了女人。有米有菜，女人都摇身成了
巧妇。杀鱼杀鸡烧肉……真丰盛，也真热闹
啊！家家厨房里都嘣嘣地响，剁精肉搓肉丸，用
淀粉拌肉片再用小铁锤子来锤肉，砸猪骨头斩
鸡腿，炉子上煮着开水……好像全世界都在惶
急地弄吃，一个村庄都成了厨房。

我和父亲也没歇，趁机忙乱。父亲背了半
袋棉籽，拎了一桶热水，去村子的公共牛屋，去
给牛置除夕宴。牛儿平时都是吃草的，大冬天
喝水也只是被人牵到池塘边喝冷水，过年了，父
亲想让牛也吃得好些。一年劳碌的牛，比父亲
还要辛苦。父亲只耕耘我们一家的田地，而牛
儿却要背犁去翻一个村子的田地。

父亲爱他的牲畜，我爱我的花儿。我听人说
除夕晚上给花浇点肉汤，小花会开成大花，单瓣
花会开成重瓣花，野花会变成家花。我牢记在
心，只等这天实施我的肉汤魔法。我舀了一勺
汤，浇给门前的那丛野蔷薇，希望它喝了我的肉
汤，会变成家花月季，月月开出红花来。我还浇
了汤给我家的单瓣栀子花。

母亲的饭菜已经烧好，喊父亲贴对联放炮
就可以开吃了。父亲抱着一大堆爆竹到门前场
地上去，我赶紧捂紧双耳，心里砰砰紧张起来，
好像鞭炮一响就会有神灵降临我家，我们将与
他共进晚餐，心里陡添了神圣与惶恐感。

我换上了新衣服，坐上桌子。八菜一汤，上
面一排，红烧鸡一盘，肉烧豆腐果子一盘，红烧

鱼坐在中间，好像主帅领着两个副帅骑马在
前。后面小炒和凉拌菜踏步跟上，肉丝炒青芽，
蒌蒿炒臭干，猪肝炒青蒜，芫荽凉拌花生米，糖
拌藕。一大碗肉圆子汤浩浩荡荡居中，汤里还
浮游着几个金黄灿烂如元宝的蛋饺。母亲说，
欢欢喜喜来过年啊，一年好过一年啊……我们
都笑，知道从这一刻起，开口都要说吉利话了。
母亲说罢，一家四口举杯，吃菜。头顶的灯泡被
父亲罩上了一圈红纸，发出暖光。父亲和母亲
对饮，红了脸，笑嘻嘻看着我和弟弟，我觉得他
们简直像观音和弥勒一样慈祥可亲。

母亲的红烧鱼那时还叫“看鱼”，就是只让
人看看的，不可以伸筷去吃。这盘鱼每餐饭都
要出场，但是每餐都不吃，天天留着，一直留到
快要坏掉不能吃了才吃，这叫“年年有余”。

年夜饭，父亲和母亲还忘不了趁机劝学：长
一岁了，要懂事听话哦，新学期要多拿奖状哦
……我和弟弟一边拣菜吃饭，一边懂事地点
头。吃过饭，父母派发压岁钱，总是一年更比一
年多，长岁数果然是一件很划算的事。

一转眼，我已到了母亲当年的岁数，过除
夕，有时会回娘家和父母一起过。还是母亲烧
菜，我来吃。还像当年一样，尽是我们爱吃的
菜。只是饭后，母亲的压岁钱不再给我，而是给
了我的孩子。

浇了许多年肉汤，野蔷薇始终没有变成红
月季，单瓣栀子也没有开出重瓣的花来，只有母
亲置办的除夕宴，一年比一年丰盛。流水的是
童年啊，永远的是除夕。④6

永远的除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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