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hnrbzyfzw@163.com 中原风│042019年2月6日 星期三
责任编辑 冻凤秋

□海盈

小时候
总想离开，总想飞
飞向诗的远方
长大后
总想回去，总想见
生养我的爹娘

难忘，村南菜园
与父亲剪枝
看春韭夏茄生长
难忘，村北路旁
随叔叔浇水
让花草树木芬芳

故乡，即使您
曾经苦难深重
也难忘，小麦玉米
耕耘的辛劳，父辈
像山一样的担当，还有
家族生殖繁衍的吉祥

游子，走得再远
也不能忘了
从哪儿出发
游子是飘飞的风筝
故乡是柔软的线
一生走不出梦中故乡

故乡，是个
神奇的地方
母亲的柔情，温暖了
漫漫冬夜
父亲的坚强，让我们永远
向着东方的太阳

离乡
怀揣着梦想
仗剑走天涯
归乡
此心安处
是吾乡 3

□沈俊峰

从小到大，都喜欢过年，尤其喜欢

除夕那一天。

那一天，总会涌起莫名的激动。

生命绽放出新的光芒，仿佛有一个暖

暖的诱惑，在遥远的前方微笑。等待

的时刻，钟摆若止，世界静谧，能听见

自己怦怦的心跳。神圣或者崇高，在

心河无声地流淌。来路和前方，又一

次让人热血沸腾，又一次如山河般壮

阔。接下来的日子，大概会一次又一

次被现实归于平淡。年复一年，梦起

梦灭，跬步前行。

人间的烟火，春联，祝福，一次次

校正脚下的航向。青葱漫漫，飞雪沉

寂，时光堆积，四季满囤，每一天，每一

步，终不负天月星光。

从小到大，都喜欢在冬天奔跑。

天寒地冻，风凛冽，物萧条，或者

冰雪覆盖，世界真相大白。在这个多

彩又坚硬的世界，似乎寻到了英雄的

豪迈。热烈的喘息，嚓嚓的脚步，都是

相伴的鼓声。大地、高山、荒原、冰河，

奔跑而过。冬的尖锐、蜕变和生死涅

槃，化成了奔跑的诗行。脚下的沉寂，

是聚集的热能，等待着春天的来临。

人生应该是奔着太阳去的。即使

夕阳，也是火一般的热情，有着不灭的

冀望。梦，永远奔跑在追寻的路上。

这一年的奔跑，这一冬的奔跑，都是为

了年的一刻——奔跑者的太阳。

这个冬夜，想去附近的湖边走走。

寒风强劲，一阵一阵的，从颈脖和

脚脖一齐钻进衣服里，透心地凉。浩

瀚的水，泛着亮光，欢笑着扭曲了霓虹

的跳跃。

往前走，从来不会退缩。有那么

一会儿，浑身的热度似乎都没有了，有

时候就是这样，像掀了盖子的一屉热气

腾腾的包子。但，那只是瞬间的苍凉。

谁能避开冬天呢？杨绛说，不读

书不足以了解人生，后来却发现，不

了解人生，其实读不懂书。波光摇

曳，有人在大声地唱：我是个蒸不烂、

煮不熟、捶不扁、炒不爆、响当当的一

粒铜豌豆。

曲 折 之 岸 ，

走 了 大 半 就 热

了。是自己走热

的。

这 个 除

夕，也是立春

的日子。3

□侯群华

“腊八祭灶，年下来到，小闺女儿要花，小小子儿要
炮。”听着这美好的童谣，盼过年、乐过年、思过年的情愫
犹如清澈的涟漪，在内心深处的湖面上荡漾。蓦然回首，
那一个个过去的新年，灿若朵朵馨香的小花绽放在童年
的记忆里。

在熙熙攘攘的年集上，到处弥漫着一层层布满白砂
粒的干海带散发的海腥味、成捆的大葱上的辛辣味、现场
用小石磨磨出的八角茴香味、刚拐出锅正冒着热气的豆
沫的豆香味、肉架上屠夫砍刀砍出骨渣飞溅出的生肉味
儿、熟肉摊上切割垛子牛羊肉时散发着略带膻气的香味
儿、卖鞭炮摊试放时的火药味儿、用刀背敲打长方形祭灶
糖的甜味儿、春联的纸墨香味……

和着这些过年的味道，赶集的人认真地挑选着年货，
仔细地讨价还价。孩子们的目光停留在带有日历的年画
（也叫历斗）上，不肯离去。卖花摊上，扎染的布花、油纸
花、用两个竹签撑着的变花、由小碎彩石和小镜片做成的
万花筒，林林总总，鲜艳夺目，四周围满了小女孩，有的已
经迫不及待地把花插到了头上。这景象只有在年集上才
能见到。

发面，蒸馍、蒸枣山，是过年必不可少的。记得每年蒸
馍都是体力壮的哥哥下手和面，偶尔父亲也下手。天不亮
时，把一袋鲜磨的面倒在一个用灌木藤条编织的大簸箩
里，用温水和，哥的小胳膊上都沾满了面，额头浸出汗珠，
母亲一边帮他淋浇着水，一边帮他擦汗。面和好了，蒙上
棉被，放厨房里用麦秸围得严严实实，等待面发开。

用劈柴烧火，旺旺的，一锅锅白生生热腾腾的圆蒸馍
陆续端到堂屋摆好的薄席上晾着，用五根火柴捆成梅花
状，蘸上粉红的颜料为每个馍点上红点。小孩可以放开
肚皮吃，但不许乱说话，尤其忌讳说“多”，有时候越是这
样，越是急得直跺脚想说——咋真多啊！蒸到最后，开始
展示面艺的时候了，用蒸熟的馍做芯，再盖一层厚面包
裹，顶端再盖一层用筷子轧面片做成的桃叶，面寿桃就做
成了，这是闺女走娘家必不可少的礼品，这种“大馍”做得
越大，映衬晚辈的孝心越恭敬。再如，面揉搓成如意形
状，拐弯处点缀一颗红枣，逐个拼接起来，像小山一样，供
到堂屋，寓示着来年万事如意、五谷丰登。

要说过年，压岁钱也是过年的一个重要符号，在整个
正月都是小伙伴互相炫耀的话题。小时候我身体弱，父
亲给我认了干大干娘，说是能健康保平安。大人们的人
情交往我不懂，我最关心的是大年初一去村东头干娘家
拜年有压岁钱可抓，还煞有介事地预先给自己准备了一
个带拉锁的硬革质的小钱包。年幼羞于说出拜年的话，
一声娘算是代替了拜年，叫得干娘总是给我很多的压岁
钱。当时，大人们给个块儿八角的，小孩们都暗喜得很，
况且打我记事时，起步都是五块，后来都十块了，崭新的
票子哗啦哗啦响，让集上卖瓜子的小贩看见，都十分艳羡
地问我哪来那么多压岁钱。

那时，两百响的小麦芒鞭炮才两毛钱一盘，拿到压岁
钱，第一时间跑到集市上先买上一盘过过攒了一年的“炮
瘾”。 拆开舍不得一下子放完，一个一个燃放，或扔到半
空，或压个小土块，声声清脆的炸响，极大地满足了过年
的期盼。

大年初一，家家都争着早起床，在农村，寓意着日子
早点红火起来。起来第一件事是放开门炮，放三个大雷
子炮，算是一家有声有势地开门了。父亲平日里给我讲
些似懂非懂的天象奇观，说是初一这天的气象就是今后
这一年天气的浓缩写照，如果都是晴天，往后一年都风调
雨顺。我放完开门炮后第一件事就是跑到屋后东北角的
镇宅石碌上，好奇地遥望开阔的天空，很久才看到东方露
出微微的鱼肚白。

一家之主是要做第一顿饭的，这也预示着替辛苦的
女主人做了一年的饭，聊以慰藉。说是做饭，只不过是烧
火，往地锅灶里填棉柴，锅里篦子上的馍和菜除夕晚上都
放好了，水一烧开，放鞭炮，下饺子。

我是没有心思吃饺子的，随便扒两口就慌着去各家
各户拾弱捻的炮仗去了。

拾炮也是有学问的。谁家的鞭炮又长又响，谁家起得
早下饺子早，走哪个胡同最近，凭着往年拾炮的经验基本
上了然于心。去晚了放完了，让先去的小小子拾去了，去
的正好时，开始争抢起来，顾不了那么多了，嗤嗤冒火花的
也敢用手抓，真有一次在手里响了，整个手掌一天都又木
又疼的，还不敢告诉家里大人。更让人恐惧的是遇上家里
有狗的人家，拾完它家的炮往另一家撤退时，往往是小跑，
最容易让狗追着咬，有一次，我跑在最后，成了一只大狗的
目标，慌不择路，突然被东西绊倒，分明感到狗的大嘴戳到
我穿着棉裤的腿上，它却又扭头回去了，好险！

时光流转，如今，我已过不惑之年，回忆过年往事如
同翻阅历史的册页，一个又一个的新年，像车轮一样承载
着美好回忆，承载着岁月和梦想驶向新时代。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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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战东

街头的红灯笼一亮，就闻到了年的味道。年味是什
么？年味是小时候的新衣裳小挂鞭儿，也是长大后的外出
打拼过年返乡。也许过年的形式和感觉在变，但过年的亲
情和温暖一直都在。我想说说自己感受到的过年新风。

消失的鞭炮声

城里的除夕，人们最大的娱乐活动就是看央视春晚，
最苦恼的娱乐活动也是看春晚——再怎么把电视的音量
调大都盖不住窗外一浪高过一浪的鞭炮声。然而这些年
的除夕，窗外的鞭炮声却悄然不见了。春晚由无声变有
声，隔窗都能听见家家户户不时发出的咯咯的笑声。

放鞭炮是老祖宗留下来的过年习俗，噼里啪啦的声
音一响，的确充满了过年的味道。然而随着城市的发展，
人口的密集，放鞭炮不仅增加了噪音，还污染了空气。早
些年一些城市尝试禁放鞭炮，总会遭到强烈的反对，一些
地方甚至在一边倒的声讨声中解除了禁令。可是如今随
着大众环保意识的增强，鞭炮禁令一出，人们不仅很少出
现反对的声音，而且还会由衷地点赞叫好。

鞭炮声消失了，人们的笑声更加清脆响亮。

空空的班车

老家在农村的人，免不了要赶火车坐汽车回家
过年。提前需要盯着手机争分夺秒地抢火车票，上
了火车需要推推搡搡地抢座位，最可恨的是汽车，趁

机涨价不说，还常常拒载短途乘客。
去年我带五岁的女儿回老家过年，怕女

儿坐汽车被赶下来会哭，就提前给她打预防

针：“等会儿被赶下车不要怕，下一辆车很快就来。”可是
出了火车站在赶乘汽车的过程中，一切都跟往常不一
样。以往大家为了抢座位都会争先恐后地往汽车跟前
跑，而我拽着女儿的手跑了半天才发现只有我们在跑。
以往司机都会先问长途短途再决定是否让你上车，这次
不但没问，见我带着孩子，还给安排了最好的座位。以往
即便你抢到了座位，后边如果有长途乘客，还是会被赶下
车，这次直到发车，后面都没有再上乘客。我忍不住好奇
问司机：“大过年的人咋这么少？”司机说：“私家车多了，
谁还坐班车。”说完继续感叹：“没办法，生意不好也得跑
啊，上级说了，哪怕只有一个人坐车都得服务好，保证都
能回家过年。”我一颗吊着的心顿时落了地。

四通八达的水泥路

农村过年最怕串亲戚。山区的村子都散落在沟沟坳
坳间，距离远，路难走，农用三轮车开不到门前，离老远就
得停车，肩扛手提地往亲戚家卸东西，到了这家没说两句
话，饭也不敢吃就得往那家去，紧赶慢赶，天黑透了还回
不到家。

每年串亲戚当天母亲都要催着早点走，可是去年却任
由我和弟弟睡了个大懒觉，消消停停吃了饭才出门。先到
大姑家。两年没见，大姑非要留我们吃饭，我赶紧拒绝。
大姑知道我啥意思，马上说：“不影响，现在都是水泥路，你
大舅家说到就到。”大姑不紧不慢地包起了饺子，炒起了
菜。吃完饭赶往大舅家的途中，我真的看到了一条条盘旋
在山间的水泥路，如丝带般随风飘扬。要想富先修路，山
里人很早就开始盼望交通条件的改善，可由于财力有限，
年年盼路不见路。没想到“脱贫攻坚”一开始，多少年都修
不成的水泥路一年时间就通到了家家户户大门前。

我和弟弟出了大舅家，又去了三姑家、小舅家、二姑
家，行驶在宽敞平坦的水泥路上，天不黑就返回了自己
家，正好赶上吃晚饭。

新房里面过大年

现在很多山里人都在镇街上或者城里面买有房，农
忙的时候回家干活，农闲的时候就到新房里住，享受便利
的交通和服务。这样新潮的生活方式对于富裕家庭来说
容易实现，可对于贫困家庭来说，是想都不敢想的事情。
然而如今，这些都变成了现实。

2019年元旦回老家到堂弟会东家做客，第一次到了
他在镇街上的新房里面。房子有 120多平方米，三室两
厅，宽敞明亮。看着堂弟一脸满足的样子，我真为他感到
高兴。大伯一直有病，去年刚刚去世；堂弟文化程度不
高，仅靠种地为生，一家人生活比较困难。被确定为贫困
户后，在政府的帮助和扶持下，他们的生活一年年好了起
来。先是被纳入低保，生活有了基本保障。接着又给弟
妹在镇街上的服装厂安排了工作，家里有了拿工资的
人。去年异地搬迁安置房一盖好，堂弟没掏一分钱就住
进了镇街上的新房。堂弟带着我在房子里到处转，给我
介绍房里的摆设，叫我给他提些装修方面的意见，脸上始
终挂着幸福的笑容。咋能不幸福呢，今年可是他们在新
房里过的第一个新年。梦想成真，生活充满希望，估计做
梦都要笑出声呢。

那天，碰到了很多本村邻村的熟人，他们和堂弟一样
都是异地搬迁安置房的受益者，也都会在镇街上的新房
里度过第一个新年。崭新的楼房上面挂着“新家园、新生
活、新希望”的巨幅标语，宽敞的院子里绽放着一张张幸
福的笑脸。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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猪鼻子

中国史书喜欢数字学，有“六畜”“六牲”之
说，顺序分别为马、牛、羊、鸡、犬、猪。猪认为
这个顺序不公平，抗议道，二十世纪战场排雷
靠猪鼻子，海关缉毒查毒靠猪鼻子。尽管其他

“五畜”“五牲”的鼻子也很好，若展开论述肯定
数人鼻子最堵，要配备“滴鼻通”消炎水。

河北徐水最有名的是“驴肉火烧”，在“听
荷草堂”胡同口拐弯处有一分店，我每次吃驴
肉时都得到了猪知识，徐水没有发现最早的
驴，发现了最早的猪，考古发现9000年前驯化
的猪骨骼。论证为家猪和野猪有着共同祖先，
皆由原生野猪驯化而来。

我家的猪不是由野猪驯化而来，是我姥爷
从北中原高平集会上买来。每年牵来一头，有
猪圈里一条条麻绳为证，绳索上染着颜色。

姥爷每年养一头猪，买时是架子猪，家里
叫“猪壳朗”，有时是小猪娃。“猪壳朗”喜欢吃
食睡觉沉思，小猪活泼，经常越圈逃逸，跑到村
外，去向不明，全家要出动寻找，我多次找过，
等到暮晚精疲力竭失望后，才看到它从村口慢
慢晃动，在暮色里走来。

猪在家里主要吃食为泔水，涮锅水搭配红
薯叶、红薯、豆腐渣、麸皮。我喂猪时喜欢多撒麸
皮，我姥姥让节省着撒，撒多了猪会挑剔，光吃麸
皮不喝汤。村里有一句话“吃得猪狗不如”是形
容伙食质量低下，常被用作比喻。上学时我对炊
事班司务长说过一次。结果后悔一个学期。

猪毛以外

“墨猪”一说是学书法时才知，源于“浓墨
宰相，淡墨探花”之说，刘墉的字雍容肥厚，被
人称为“墨猪”，染墨的猪，饮墨的猪，我看到绵
里藏针，一般人驾驭不了如此厚度笔墨。后来
才看王羲之的老师卫夫人《笔阵图》早有定论：

“多骨微肉者，谓之筋书，多肉微骨者，谓之墨
猪。”评论家清楚得很,一眼就能分出谁是猪，
谁不是猪。

这样一推断，书法史里染墨的猪很多。譬

如，再譬如。
我临过刘墉的字，也读刘墉的帖，他源自

颜真卿苏东坡。有一年别人送我一张刘墉写
药王像的拓片。我兴致一来，上面题了款。拓
片要题款才算“成人”，不然都是“白拓”。在墨
猪的后面模仿成了小猪。“淡墨探花”指王文
治，看了“墨猪”再看王文治的字，便越觉得轻
了。从淡到扯淡。

猪肚如华章

小时候，父亲让我学习的手段就是埋头猛
抄成语。许多成语里，记着和猪有关的一个叫

“辽东之豕”。
那些不抄成语者有的当官，有的发财。譬

如朱浮就制造成语不抄成语。
汉朝武将朱浮，文采斐然，时常引经据

典。“亲者痛，仇者快”一词就出自其口。后来
彭宠发兵攻打朱浮，朱浮写信反唇相讥，翻译
成白话是“你居功自傲，自以为了不起。过去
辽东有个小猪生下来头是白的，当地人以为稀
奇，将此进献皇帝。走到黄河以东地区，见所
有的猪都是白头，十分羞愧地返回辽东。如把
您的所谓功劳，放在朝廷上比量一下，不过是
辽东的白头猪而已，有何可骄傲？”后用“辽东
之豕”表示孤陋寡闻，少见多怪，自命不凡。

白猪一直在繁衍走动，现在各种领域的
“白猪”满圈。

豹头凤尾猪肚。写文章无“猪肚”不丰
厚。这便是一头“墨猪”的韵味。

猪耳朵

另一个猪成语“牧豕听经”，是说自学成
才。

古时名人多放过猪，《后汉书·吴佑传》说
他“年及二十，丧父独居，家无檐石，而不受赡
遗，常牧豕于长垣泽中，行吟经书”。吴佑和我
有乡土传承联系，我对吴佑亲切是他和猪穿越
长垣的草泽，我二十岁左右也在长垣草泽间谋
生，骑一辆旧自行车穿梭乡间，胡同里会有一
头猪受惊闯出，拱翻自行车。

由于十二生肖的密切，许多人名字里都镶
嵌有猪的影子，以求吉祥。战国大力士朱亥，
河南开封人，秦二世胡亥，魏晋有管亥，是黄巾
军大将，汉武帝小名刘彘。唐代干脆有叫李猪
儿的，猪儿一怒之下，最后把安禄山杀了。名
字和猪有关者都不可轻视，在现实里要当大象
对待。

《世说新语》里载：“诸阮皆能饮酒，仲容至
宗人间共集，不复用常杯斟酌，以大瓮盛酒，围
坐相向大酌。时有群猪来饮，直接去上，便共
饮之。”竹林七贤里，阮籍阮咸爷俩皆善饮，这
一次除了阮氏同宗共饮外，另外挤进来一群
猪，像上好的眉批。人畜兴旺，好不快活。

到宋代，猪身价下跌，一头猪一千文，宋朝
一匹马价在25贯到 50贯之间，一匹马可买25
至 50头猪。

猪到明代进入低谷，“朱”“猪”同音，明武
宗禁止民间养猪，违者充军，对猪而言不知是
喜是忧，整体猪量下降，安全感上升。

战争也伤害猪。《中国养猪史》资料显示，战
争对猪事业发展影响最大。太平天国，义和团，
鸦片战争，诸如此类，对满清打击大，对猪业打
击很大，猪头在中国大地晕头转向。近代史上
日本侵华战争重创中国养猪业，抗日战争爆发，
以我省为例，1937年家畜数 318.7万头，1945
年家畜数210万头，战争结束后，减少108.7万
头。动荡不安的还有一方不能平静的猪圈。

猪杂碎

猪年来临前，参加一个迎猪年的活动，我
给一位京城女收藏家写一幅“真水无香”，我没
要钱她过意不去，从古玩城让人赠我一本上世
纪五十年代出版《养猪印谱》，郭沫若题名，三
位上海篆刻名家治印。看不出章料材质，却看
印文颇有意思，诸如“以养猪为荣，以养猪为
乐”“人懒猪不胖”等，都是猪格言。

相比之下，我给她写的可是“真水无香”
啊。

猪哈欠

依照十二生肖顺序，羊猴鸡狗猪，报社记
者马波罗年年约我稿子，他鼓励我说，若不配
合就停报。他鸡年让画鸡打鸣，狗年让画狗咬
人。

马波罗说，这次你不如写个轻松的，譬如
猪打哈欠之类的，像那些心灵鸡汤。

我说都是干货不热鸡汤。譬如去年我在
高平镇上遇到一个智慧的小姑娘，她妈说孩子
缺心眼。我问咋缺心眼？她妈讲述后，我马上
说你家这孩子将来是一名诗人，你干脆让她以
后跟我学诗吧。

她妈说，那不是不开窍，死心眼吗？

那一天，老师让家长辅
导作业，课本上看图答题，
画面有唐僧、沙僧、孙悟空、
猪八戒四位站着。下面文
字问：查一查上面一共有几个人？

孩子查来查去答成两个人。她妈大怒，
说，你睁大眼睛再看看，上面明明是站四个人
嘛！

小姑娘指着孙悟空和猪八戒，说，这两个
不是人。

猪尾巴

主治流口水。它是接触世界的天线，证明
属猪的人都聪慧丰富。赵匡胤属猪，秋瑾属
猪，瞿秋白属猪。猪属于人民大众。

近墨者黑，近朱者赤，近猪者哼哼。
在一火锅店，举箸间，一位小姐优雅地转

身，猫步之后，我看到背后两个大字“哼哼”。
她说这俩字现在最流行。猪年生孩儿都

是猪宝宝。珠圆玉润，滚瓜溜圆。
望着她那一双小虎牙，我忽然一阵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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猪年说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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