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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竹峰

春节的事

剪纸 许煦作品

好闲

好（hào）闲，谁不喜欢闲情逸致？好（hǎo）
闲，谁不喜欢无所事事？当然，也有人是劳作命。我
有个邻居，三天不下地干活，腰酸背痛。我自己三天
不读书写作，心烦气躁。读书让人心静，写作让人气
顺。但我还是好（hào）闲，喜好的好。闲得发困最
好，近来睡眠不好，就希望昏沉沉大睡。

春节里我好（hǎo）闲。闲得无所事事，每一年
的春节我都是无所事事、游手好闲。双手互插在袖
筒中取暖，游手差不多是抄手了，走在乡下的路上，
一副事不关己的模样。倘或在古代，别人还以为我
走路都不忘施礼。

母亲说我回家经常失礼，不懂得敬烟，不懂得劝
酒，不懂得奉茶。唐人张保嗣有诗说道：“抄手向前
咨大使，这回不敢恼儿郎。”古小说中的酒店，有客人
进门，酒保总要抄手问好：“官人要甚东西，吩咐买
来！”“客官，您里面请！”“客官有何吩咐？”

抄手是真，但没这么恭敬，我很少小心翼翼。
做人上总是随性得很，抄手的时候少，摆手的时候
多，和很多人只是拱拱手，客气一下。做人上客客
气气，呵呵一笑，这样很好。呵呵一笑的格调，在金
刚怒目之上。我想。那握手呢？握手是现代社交
礼仪，古人差不多就是作揖。作揖比握手格调来得
高，我想。在交往上，今人不如古人，古人客气是真
客气，客气得人情脉脉，今人客气是应酬，不过面子
账耳。

这些年春节，和以前的年味不同了。年味是心
境，不是年味寡淡了，而是心境变了。过年是一种心
境。其实也蛮好，读书喝茶饮酒烧菜写字散步，人
来人往，觥筹交错，能得闲趣。春节的好，不过好
（hǎo）闲，可惜拜年太多短信太多电话太多祝福太
多。祝福太多也是累？真是身在福中不知福。年
纪渐长，越来越好（hào）闲，精力不够，到底比不得
少年时。这些年春节，特别迷恋一个人的茶时光。
尤其在乡村，夜深人静，对着炉火，昏昏沉沉，木炭
燃烧的气息在四周飘飘浮浮。火炉上放几颗花生、
板栗，茶一开开喝下去，额头与脚心沁出汗来，须
臾，背心也出汗了。炉火慢慢黯淡了，只有手心近
触才能感觉微弱的暖，寒意渐渐围拢上来，睡意也渐
渐围拢上来。

年食录

腊月初八吃腊八粥，基本已拉开了春节的幕
帘。讲究的人家，用杂粮做成“腊八粥”，红豆绿豆
黑豆白豆麦仁苞谷小米山药，差不多就是八宝粥的
样子。在豫东乡下，还有农民将“腊八粥”甩洒在门、
篱笆、柴垛等上面，祭祀五谷之神。

腊月二十三，俗称“小年”，人们提前一天就将
房前屋后打扫得干干净净，早上起床，陈设糖点果品
之类敬供“灶神”。灶神原是天庭的厨师，因为偷吃
饭菜，受罚坐在民间的灶台上。一个嘴馋的厨子，经
年累月看人家烧菜做饭，大咽口水的同时，怀恨在
心，心里多少有些想法，每年腊月二十三返天时，总
要对凡间的事指指点点。老百姓知道了，就在这个
日子里制一些糯米糕和饴糖之类供在那里，有将灶
神嘴巴粘上之意。另一方面，吃人家的嘴短，灶神上
了天庭也不好意思再说三道四。

农村里，小年这天，或者除夕那天，家家户户都
会上祖坟，给去世的先人送肉送点心水果送纸钱，邀
请他们一起过年。

鲁迅小说《祝福》的开头，写了绍兴腊月二十五
举行的祭祀活动，报一年平安，求来年幸福。绍兴人
家忙着祝福的时候，很多地方正在做年糕。将糯米
浸泡以后蒸熟，再放在石槽里捣烂，拍打成一块块

“米砖”，这是最初的年糕。年糕种类多，吃法不一。
祭过灶神，祭过祖先，人们开始忙着置备年货。

年底的日子似乎比往常更快一些，在外工作的无论
多远都会想方设法赶回家里。一家大小忙着备年
货，平日的冷清都被热闹代替。

转眼就到了除夕。
除夕的夜宴，无论是在家里做一顿大餐，还是去

饭店定一桌好饭，饺子都是永恒的主角。为了增加
节日气氛和乐趣，过去人们还经常在饺子里包上铜
钱，现在基本换成硬币了，抑或包上蜜糖，有些类似
中彩的意思。

除了水饺，除夕这天，乡下人还蒸馒头（小馍）、
大馍（里面放几颗枣）、小花（用花模子或用筷子盘
做，用手捏，刻上花纹，上面放一颗枣），配点果脯，长
辈们一人送一个。然后做团圆饼（一张圆饼上摆满
小花，留待正月初五全家吃），再将各种形状的小花
摆在团圆饼上，层层叠叠，摞得像小山。

吃年夜饭的时候，全家人务必到齐，有人不能
回家，作为家长的也要留一个座位和一套餐具，体
现团圆之意。落座时，祖辈居上、孙辈居中、父辈
居下，白酒啤酒红酒果酒，会喝不会喝都会多少喝
上一点。吃年夜饭，要关上大门，寓意关门发财。
不仅如此，吃饭还重视“口彩”，称饺子为“万万
顺”、年糕为“步步高”、酒水为“长流水”、鸡蛋为

“大元宝”，鱼则叫“年年有余”；过去有些地方无
鱼，就刻条木头鱼替代，这条鱼能看不能吃，名为

“看余”。3

□盛慧

腊月里，天色一直灰蒙蒙的，像一件洗旧了的老
蓝布衫。最后几天，天却突然放晴了，大片大片的阳
光栖落在屋檐上，空气里弥漫着吉祥的味道。家家户
户都在准备年货，寂寥的平原，灶神一般安详。风在
篱笆上睡着午觉。

我记得父亲在院子里劈柴，母亲则将这些柴火堆
到灶镬间，齐齐地码好。父亲劈完柴，开始淘洗新
米。父亲将新米在小匾里摊开，拣着里面的石子，透
明或者象牙白的米粒，躺在阳光下，像一个又一个安
静的孩子。米晾干以后，会磨成米粉，用来包团子。
团子里面包上青菜猪肉馅，或者萝卜猪肉馅，还有孩
子们最喜欢的绿苎头团子，里面包上豆沙馅或者花生
肥肉馅。

我在擦玻璃，或者打草结。方糕放在长台上一只
青花瓷瓶里，一共买了三十块，我偷吃了八块。大年
夜，里面会塞上压岁钱。花生和瓜子也已经买好了，
口袋扎得紧紧的。长台下的一只瓮头里，放了新做的
米花糕。对联和扑灰的年画，卷成一团，扔在抽屉里，
要到大年三十下午再贴。之后，父亲出去了一趟，队
里的鱼塘在捕鱼，家家户户都有得分。父亲出去的时

间里，母亲一直在阳光底下纳着鞋底，她的手指上缠
绕着陈年布料的气味。父亲回来的时候，天已经快
黑了，光线暗淡，路上行人很少。他一手提着一条七
八斤的草鱼，另一只手提着鳊鱼和五六条鲫鱼，这些
鱼用草绳拴着，活蹦乱跳。在橘黄色的灯光下，母亲
连夜将鱼肚剖开，切成一块块的，在鱼身上涂了厚厚
的盐，晾晒在竹节篙上。竹节篙上，早已经晾上了猪
腿和稻草包裹的封鸡。这些咸货，一直可以吃到春
耕时。

父亲总是起得很早，我起床时，他已经从镇上提
了一菜篮东西回来了，篮子里有白酒、酱油、白木耳、
黄花菜、海舌头、一只羊腿、一些桂花肚。我从锅子里
舀了半碗红薯泡饭，蹲在家门口，哗哗哗地喝着，喝完
了，就跑去看日历，后天，就是大年初一了。家里开始
做团子了，父亲搓粉，母亲包，我则在灶膛口烧火，听
柴火发出噼里啪啦的声音。那个时候，我并不知道，
正在被一种平淡而深远的幸福所包围。直到现在，离
开了故乡，才隐隐生出一种酸涩感。八仙桌涮得干干
净净，浇了水，蒸好的团子就摆在上面，要摆上满满的
一桌子呢！每一个团子的尖顶上，还要点上一点红
色，算是大吉大利吧。除了团子以外，还要做上几笼
馄饨。

傍晚的时候，有人敲门，东村头的阿姆送来了荸
荠和柑橘，母亲则从小橱里拿出夏天晾晒的长豆干和
笋干，她们坐在堂前，扯着家常。父亲不在家，我有一
种恐慌，我怕他像祖父一样一去不返。祖父出走的时
候，也是在腊月的后半部分。直到我睡着了，父亲还
没有回来。

第二天醒来，天色特别的亮，白花花的，像堆了一
地的银子，从窗户里往外看，雪已经铺了厚厚的一层，
人走在上面，发出吱吱吱的声音。下了楼，发现家家户
户都在打扫场院。父亲则在井沿上打水，他要将水缸
里打满水，然后放上明矾。所有的活，都要尽量在年前
完成，因为如果新年还要忙碌的话，代表着新的一年又
会是一个劳碌年。父亲叫我去拿石灰，围着粮囤画上
一个圈圈，粮仓里弥漫着农具和粮食的气味。

下午三点，在浴锅里烧汤洗澡，接着，就会听到零
星的鞭炮声，路上的行人更少了，仿佛都给风吹走
了。雪没有再下，静静地，仿佛在等待什么。风很大，
我们把门紧闭着，坐在屋子里，嗑着瓜子。贴完门联
和年画，天突然就暗了下来，屋子里仿佛和以前不一
样了，墙壁雪白，灯光也更加明亮。一家人在灯光下
吃着热腾腾的团圆饭，喝着米黄的陈酒，一转身，年就
来了。3

现在的孩子对“打猪草”这样的劳动恐怕很陌生
了，在我的记忆里，它却像夏天的树叶一样稠密。那
个年代，背起书包冲出家门之前，听到母亲呼唤的，
就是放学别在路上玩，赶快回家去给猪挖些野菜，打
些猪草。

宽阔的黄河滩没有风走不到的地方，正在拔节的
麦苗被风这么一摇晃，个头哧溜溜地往上猛窜。麦田
间，坑洼处，斜坡上，到处都是猪爱吃的勾勾秧、白蒿
等野菜。一年中属于猪的季节到来了。随着河水的
暴涨，丰美的水草浮出水面，这些捎带着鱼米味道又
脆又筋道的“海鲜”，也是猪的最爱。满满一大篮子野
菜，把肩膀拽得生疼。人还没有到家，老远就听到院
墙一角猪声沸腾。一进家门，就看到大猪小猪一字排
开趴在猪圈的墙头上。如果手中的猪草没有及时扔
到猪圈里，性子急躁的猪会发出“警告”，它一边用两
眼死死地盯着你，一边用猪蹄使劲踢弹猪槽。那头皮
毛白黑相间的年轻的公猪，干脆把猪槽掀翻，向主人
示威。

那个年代，生产队里分的粮食大都不够吃，经常
会寻找一些野菜或者能够充饥的树叶当粮食。记得
那年夏天，我和大姐从黄河滩挖回两大篮子勾勾秧野
菜，刚要往猪圈里倒，被母亲拦住，结果可想而知，猪
们只能眼巴巴地瞅着一大家子十几口主人，用勾勾秧
野菜掺着玉米面蒸的窝窝头，蘸着香油盐水吃。猪们
在旁边拼命地吼叫。大多时候猪们是没有吃饱肚子
的，原因也很简单，和小伙伴一起下黄河滩地打猪草，
玩，成了正经事儿，当天快要黑下来时，小伙伴们这才
着急忙慌地从野地里扒拉几把杂蒿，并用乱树枝支篷
在篮子里，几把杂蒿不可能满足猪的胃口。我知道猪
们委屈。

与猪争抢食物的年代早已经过去了，随着社会经
济的发展和生活条件的不断改善，如今，猪圈已从大
多数农家小院儿消失了，各种美味菜肴却丰富着农家
的餐桌。猪年到来，猪披金戴银地走上了年画的封
面，名曰“金猪送福”。见猪却不闻猪声，这多少还是
会让人回想起那一大篮子勾勾秧野菜。3

□王艳艳

在记忆的深处，保存了许多值得回味和怀念的片
段，它们慢慢地变成了一本宝贵的故事书。流年的岁
月，总是有一双温柔的手，在不经意间悄悄打开这本
书，让我一页一页仔细阅读、品味。

想起了故乡的奶奶，她已经78岁了。在这沉沉的
夜里，她睡着了吗？

二十几年前，我那时只有三四岁的年纪。那是
一个热闹非凡的夜晚，村子里请来了戏班子唱戏。
爸爸和妈妈吃过晚饭就去看戏了，奶奶留下来照看
我和两个哥哥。两个哥哥打小就很顽皮，所有的东
西都可以成为他们的玩具，而我一般只有等他们玩
够之后才能捡起来如获珍宝般独自玩耍。那天晚
上,爸爸妈妈走后奶奶去锁门，因为房屋木板门早已
变形，锁起来很是吃力,奶奶在外面吱嘎吱嘎地锁
门。此时被子已经成了两个哥哥的新宠，他俩每人
头顶一床被子在炕上转圈圈，我静静地看着他们。
过了一会儿他们不玩了，我高兴地捡起来顶在自己
的头上开心地转了起来。刚转了两圈就扑通一声从
炕上跌落到了地上。奶奶听到哭声赶紧跑回屋将我
抱起。我哭得很凶，不一会儿整个后脑勺肿了起
来。奶奶抱着我就去找爷爷。我已经神志不清，身

为赤脚医生的爷爷也只能进行一些简单的处理，接
下来只有听天由命了。第二天我还是昏睡着，但下
意识里还是只让奶奶一个人抱。第三天依然如此。
小小的我在她的肩膀上趴了三天三夜，不吃不喝。
就这样硬生生地扛过了几天，竟然奇迹般慢慢地好
转了。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越来越乖巧懂事了，也学着
替奶奶分担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儿。虽然有时候做得
不尽完美，但我会极力按照她的样子去模仿。

那是一个春意盎然的早晨，已经八岁的我起床一
睁眼发现奶奶不在身边，顿时慌了神，生怕奶奶丢下
我不管。没有奶奶在身边我一点安全感都没有。爷
爷告诉我奶奶去田里间苗儿了，我听后拿起小锄头就
跑去找奶奶。等我到田里时，奶奶已经拔了至少五六
百米。我没有惊动她，悄悄地跟在身后学着她的样子
有模有样地干了起来。奶奶累了直起腰休息的时候，
一回头看到我浑身泥巴还很是卖力的样子，一下子笑
了起来。她起身来到我身边表扬了我，听到奶奶的表
扬我心里别提有多高兴了。我看着她，她看着我，祖
孙俩不由得开心大笑起来……

记忆里最令我刻骨铭心的片段，是北京的二叔
打电话让奶奶去帮他们照看孩子。一听到这个消
息，我忍不住哭了起来。奶奶一下就看出了我的心

思，便安慰我：“艳啊，好孩子，别哭，一晃就过年了，
过年我就回来了。你和爷爷在家哈，要听话。”此时
我早已泣不成声，就好像奶奶要永远离开我似的，
眼里的热流不受控制地一个劲儿地往外涌。奶奶
看着我，眼圈也红了。我知道她更放心不下我，可
是又别无选择。奶奶离家去北京的那天正值深秋，
辛辛苦苦的农民都在感受丰收的喜悦。我们家也
不例外，清楚地记得家人们都在场院里忙碌着打稻
谷。满心孤独的我默默地回到房间，一边叠着奶奶
的衣服，一边泪流满面。望着窗外圆圆的月亮，想
想奶奶走后的日子，不知道该如何安置那颗恐惧无
助的心……

我和奶奶之间有太多太多的往事，那种深入肺腑
的牵念，任何文字的表述都显得苍白，一部长篇也难
以说得透彻！

如今的我有了自己的工作，自己的生活，在遥远
的南方有了自己的家，能与奶奶相聚的时间少得可
怜，每年仅年后几天或可回去探望我魂牵梦绕的白发
苍苍的奶奶。思念的苦楚时常刺痛心底，这成了我永
远打不开的心结。

奶奶啊，如果可以，我宁愿时光倒转，让我回到小
时候，还做您的跟屁虫，您走到哪儿我跟到哪儿，每天
依偎在您身边……3

□马永红

那年冬天，衣衫单薄的我，在教室里如坐针毡，我
无法躲过寒意的阵阵侵袭。寒冷似箭，纷纷从窗外向
我射来，我浑身抖颤，书都拿不稳。

这时我的同桌莲推门进来，端了一个大搪瓷缸，缸
口上飘着火把状的热气，还有浓郁的葱香味，径直入了
鼻孔。什么饭这么好闻？我用眼的余光瞥见黑褐色的
热水里漂浮着金黄色的姜丝，红彤彤的辣椒丝，绿油油
的葱末，看着就眼馋，我真想喝一口，但我悄悄地把口水
吞咽了下去。她轻轻地从桌斗里摸出我的饭盒，一股
脑儿地往里面倒，只给自己留了很少一点，我惊讶地望
着她，她却笑眯眯地说，快趁热喝吧，喝了就暖和了。

我迫不及待地端住就喝，酸酸辣辣的汁水顺着口
腔而下，一阵暖流在体内欢腾跳跃，如一条小溪在山
涧叮咚歌唱，霎时间全身热乎乎的，如被暖阳炙烤，有
重回人间的幸福。

我以为人间美味也不过如此。擦擦嘴才想起对
她说声谢谢，她微笑着说这是举手之劳，做法也很简
单，不费多大事，把这几样东西切丝后加一点点盐，开
水沏进去，再加些醋，就成酸辣汤了，喝了驱寒发暖，
对伤风感冒也有效。她像个小大人似的说起来头头
是道，我眼里心里满是感激和敬佩，看着她，却傻傻地
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莲是在她爸爸的住室里做的，她爸爸是我校的一
位老师。从此，她利用这个便利，隔三岔五的，就给我端
一碗来喝，我吸吸溜溜地喝个精光，浑身冒汗，欢欣鼓舞

地投入到晚自习中。那个冬天就这样很快过去了。
我一直不知道她为什么对我这么好，这是我第

一次喝这么好喝的汤，家里穷，连春节都买不起这些
葱姜醋，莫说平常时节了。物质上我绝对不会对她
有任何帮助，那就是我给她讲过题吗？我无从想起，
也许她对我的好不是因果关系，只是她本性使然。
回想起那一个个冬夜，一团团乳白色的热气就在脑
海里腾腾升起，那个冬天真是暖如阳春。如果没有
她，我会夜夜哆嗦成枝头最后一片叶子，直至凋零。
有了她的暖茶，我度过了严冬，迎来了春天。那一
年，我顺利考取了师范学校。

时至今日，我还保留着冬日里常喝酸辣汤的习
惯，只是不再是御寒，而是去油腻，治伤风感冒。每每
端起碗，色泽鲜艳的汤面上就映现出莲清瘦的身影，
遗憾的是至今我都不知她身在何处，不过我想，那么
宅心仁厚的女孩儿跟了谁，都是和春光在一起的。

还有一个冬夜令人难忘，那次先生腰部受伤，我
陪他住在医院。一天夜里，冷风在外面奔跑吼叫，如
猛虎下山，嗷嗷不止，虽然室内开着空调，那带哨的风
声听着也让人不寒而栗，如有夜行人，不论是谁，他们
被冷风驱赶的遭际都让人揪心不安。

有人敲门时，我以为是护士来量体温，谁知是建发
进来了，他弯着腰，双手抓着一个大红桶的边沿，亦步亦
趋地往里挪，脸憋得通红，小心翼翼的样子很吃力。

建发是先生十多年前的一个同事，虽不常联系，
但友情早变成了亲情，从不因不在一起而减弱。我们
有了什么事，他几乎都像那晚有了感应似的就来了。

他顾不上理顺被风吹乱的头发，坐下来一边关切地询
问病情，一边埋怨几天前打电话我们还瞒着他。其
实，不是要瞒他一个人，先生住院的事，除了亲人，我
们对谁也没说，我俩一向不愿因自己的私事，去打扰
别人的清静，有同事和朋友问起就说在外地出差或办
事，保密工作做得相当扎实，可是建发却在狂风大作
的夜里来了，莫非是这骇人的风声走漏了消息？

他说白天找中医开了方子抓了药，晚上妻子慢
火煎了一大铁锅中药，还好买的桶质量好，不怕滚水
烫，只是装车上后不敢开快，怕药水随着颠簸漾出
来，风真大，好几次面包车都要飘起来，幸好有薄膜
罩着没洒出来多少。老中医说，用这药熏烤腰部，有
利于早日康复。

说着话，他打开桶盖，揭开薄膜，白花花的热气噌
地蜂拥而出，如群鸟放飞，又像花朵一样在满屋绽放，
空气中弥漫着中药的清香，我和先生两目相对，都红
了眼圈，虽然我们不愿人知，但有人来访，也是开心
的，况且是建发冒寒顶风从几十里外的乡下一路赶
来，一颗滚烫的爱心尽在那一桶中药里了。

建发倒了一脸盆药汤，忙着给先生熏，这盆凉了
再换一盆。蒸气袅袅，似轻渺的歌吟。之前先生如冰
窟里的鱼一样郁郁寡欢，现在冰消雪融，这尾鱼重拾
自由，有说有笑的了。

我想，像莲和建发这样寒夜送暖的人，心中得储
备有一炉熊熊燃烧的火，才能这样慷慨，把足够的温
暖给予受寒的人。感谢这样的朋友，聚拢我们内心点
点的星火，让我们有勇气度过漫长的寒冬。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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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