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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眼又到春节。

渐浓的年味让人想起唐

朝诗人王湾的《次北固山下》，

想起那个著名的诗句：“海日

生残夜,江春入旧年。”

虽然我们地处中原，既

不见海也不临江，但诗句中

岁月不居、新旧更替的意韵，

中原和祖国大地山山水水一

样浓郁。此情此景，此时此

刻，我们心底深处，满是对过

去一年的依依惜别和对新的

一年的殷殷期盼。

过去的一年，我们一同

走过，如同曾经走过的那些

岁月，有眼泪也有欢笑；走来

的一年，我们一同迎接，如同

曾经迎接的东升旭日，有期

盼也有祝福。新的一年，我

们的国家会更加欣欣向荣，

人民生活会更加幸福美满；

新的一年，祝愿我们每个人

与岁月同行，与时代同步，事

业有成，人生出彩。

回忆是为了记住。我们

记住过去的艰辛和奋斗，是为

了未来的幸福和成功！再次

借用王湾的诗句祝福我们伟

大的祖国：潮平两岸阔,风正

一帆悬！也衷心地祝福您：

春节快乐！

□陈炜

春节一天天临近。
城里不及乡下年味浓，街道还是车流滚滚，人们仍

旧匆匆忙忙。现如今，物质极大丰富，大家吃穿用啥也
不缺，缺的是时间和空间，缺的是攒劲过年的那份期盼。

想起多年以前过年的往事，从记忆深处打捞出来，还是
那么鲜活，如在昨日，近在眼前。

反穿的花棉袄

40多年前的那个冬天，我六七岁的样子，刚上学不久。
该放年假了，镇上的集市一天天热闹起来，到处是熙熙攘攘的人流和

花红柳绿的商品，偶尔还会在某个角落撞见我的一两个看稀罕的同学。
一天午后，我穿过集市早早来到了学校。教室里有三四个同学，正

挤着头看一本连环画。我百无聊赖地将几个凳子排成一溜儿，枕着书包
要“午休”，却哪里睡得着。刚闭上眼睛，感觉一阵冷风吹过，歪头一看，
见一个方头方脑的家伙推门进来了。他叫吴振军，戴一顶雷锋式的“火
车头”棉帽，穿着臃肿的蓝花破棉袄，斜挎着一个瘪瘪的书包朝我走过
来。我赶紧闭上眼，待那家伙走近时，伸手拦住道：此树是我栽，此道是
我开，要想从此过，留下买路财！他没料到桌子后面躺着一个人，着实吓
了一跳。他要突破封锁线！我探身一抓，正待合手擒拿，只听“哧啦”一
声响，那家伙的花棉袄已经从腋下被撕开了一个大口子！

我急忙坐起，惊慌失措。
我的眼前是他花白破旧的棉袄，那蓝已经褪成了灰，红的碎花也

没了光彩。从那个长长的大口子里，露出土黄色的棉套。
沉默。能听见我自己“扑通扑通”的心跳声。吴同学张开胳膊，扭

头看看他左臂后面那片耷拉下来的破蓝布，又回头看着我。我心想这
下事闹大了，要赔人家的棉袄！回家还少不了挨顿打。

突然间，吴同学仰头哈哈大笑起来，像是捡了个大便宜。他对我
说：不碍事儿！这是俺妈做的新棉袄，面儿是新的，里儿是俺姐的旧布
衫改的。正不想穿它了！说着，他翻开了棉袄的衣襟，一件质地细密的
崭新蓝士林棉袄露了峥嵘。

虽是严冬，我的手心还是出了汗。好险啊！
第二天散学典礼，我旁边的吴同学已经提前十天穿上了他要过年才能

翻过来的新棉袄。
我不敢肯定，现在已是老吴的振军同学是否已忘了他当年的那件花棉

袄，反正我还清晰地记得，他的那件新棉袄的旧里子，竟然跟闻名世界
的“功夫熊猫”破裤头上那块补丁的图案一模一样！30多年后，当我在
银幕上看到熊猫屁股上的那块蓝花布的时候，我一下子喊出了一个名
字：吴振军。这真是太神奇了。吴同学那富有创造性的“一虾两吃”的
穿法，化腐朽为神奇，变戏法般地将那个少皮没毛的破棉袄一下子变成
了蓝格莹莹的新棉衣！

三个红衣大炮

“腊八祭灶，年下来到。小妮儿要花，小小儿（男孩）要炮，老婆儿要
衣裳，老头儿打饥荒……”这是我当年的小伙伴们经常在春节来临时唱
说的顺口溜。几十年过去，这样的童谣再也没人提起。但它却是那个
时代的真实写照。

那一年，我回老家跟爷爷奶奶过年。
已是十冬腊月，天寒地冻，滴水成冰。我跟着我的爷爷去离家三里

远的龙王庙村赶年集。
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豫东农村的年集，既有古老的传统民俗，又

有浓郁的时代氛围，赶集置办年货的人摩肩接踵，扎摊卖东西的人吆
喝不绝，男的女的老的少的，手里提着年货，脸上挂着喜庆。鲜艳新
潮的革命样板戏宣传画和古朴深沉的木版水印年画肩并肩摆着，广
口玻璃瓶里晶莹剔透的球形水果糖和案板上粘满芝麻的长条麻糖相
安无事，炸声脆响的新式电光快鞭和雷声滚滚的乡村土炮仗相互叫
板难分高下……真是琳琅满目，各有千秋！

那天，我爷爷领着我在一家卖大雷炮的摊上买了三支“红衣大
炮”。再看那大炮仗，烧火棍般粗细，半截铅笔长短，朱红的炮衣光灿
灿美艳艳夺人眼目，蜡黄的绵纸一层层一圈圈致密无比，其头顶有圆
弧帽儿、屁股有金封泥，不长不短不粗不细饱噙火药的一根铅灰色炮
捻儿支楞楞齐崭崭，一副威仪堂堂貌，绝对炮中伟丈夫。近前闻闻，
一股火药的异香瞬间降服了我，竟使我有些晕眩。

那天上午，我爷爷究竟还买了些什么年货我忘了，那三支红衣大炮
花了多少钱我也记不真切了，反正也就是几毛钱。在那贫寒的岁月，钱
对于靠种地挣工分的我爷爷来说，一厘一毫也不敢浪费。我捧着那三

“尊”红衣大炮，也捧着新年和希冀，跟随我的爷爷回家了。
携着铺天盖地的一场大雪，春节终于来了！
大年初一大清早，在“噼噼啪啪”响成一片的鞭炮声中，我们的红衣

大炮登场了。爷爷一手拿一根燃着的麻秸，一手接过我递给他的大红
炮，用两个手指夹了，沉着而坚定地点燃了炮捻，如同点燃了新的希望。
在急速的“哧哧”声中，他老人家将希望高高抛向空中。

红衣大炮在头顶炸响！
“嗵”——声沉如雷，直冲霄汉。周遭鞭炮顿时喑哑，直“榨”出它们

“皮袍下面藏着的‘小’来”；
“嗵”——地动山摇，鸟飞兽走。使胆小之人“两股战战，几欲先走”；
“嗵”——电光闪过，天宇走红。一片片鲜艳炮衣在鹅毛雪的簇拥下

纷纷飘落，像三月雨后的桃花瓣。一时间，“六宫粉黛无颜色”！
辕门外三声炮如同雷震。我的爷爷仰天道：吉兆啊！
就在那天，我的爷爷告诉我，正是在撒满红色炮衣的那个地方，曾经

落下过国民党军队的一颗炸弹。
那是 1948年的夏天，睢杞战役在我的家乡打响。当时，我家的院

子是粟裕将军麾下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某团指挥部。战斗异常激烈，国
民党军的飞机疯狂俯冲投弹。其中一颗，呼啸着自天而降，斜刺里飞向
我家。刹那间，那个半人多高、三把多粗、黑不溜秋的铁家伙穿过老榆
树的树冠，深深地杵进了地面。

幸运的是，那棵炸弹没有炸响！新中国成立后，那个哑弹被村人锯
开，顶端的一截儿，挂在村口的老树上，成了生产队上工敲的钟。我小时
候曾经听过它发出的声音，悦耳且有穿透力，绝对非同凡响！

往事如烟。
几十年过去，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百姓每天都像过年，生活

富足、多彩、幸福。而那些我们曾经走过的年，还有那些有关过年的故
事，就留在了我的脑海深处。

等老的时候，佐酒。8

□赵付友

贴春联，不但门窗上贴，水
井、车辆、树木、墙头，甚至鸡窝猪
圈，只要你认为喜庆的地方，都是
春联的安身之处。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我家贴
的春联由初小毕业的爷爷负责。

“二十八，贴窗花，二十九，贴门
口。”那年月的春联大致写这样的
内容：万里山河归人民，五亿群众
庆新生；扎根农村干革命，志在全
球一片红；勤饲养六畜兴旺，多积
肥五谷丰登；食堂巧煮千家饭，公
社饱暖万人心……

1978 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
会拉开了我国改革开放的序幕，
千家万户的春联也有了变化。我
印象最深的一副是：改革开放同
添异彩，经济建设共展宏图。这

副春联，贴在了普通人家的大门
两旁，也出现在了学校、机关、企
业的大门两侧。

1986 年，我师范毕业，当上
了人民教师。春节来临，义务给
村民写春联的接力棒就由爷爷传
给了我。村民找我写春联，一般
都是拿张红纸来，笔墨砚由我自
备。这时期的春联内容主要是：
人寿年丰一岁岁，国泰民安一年
年；汗水欢唱丰收曲，政策敲开
致富门……横联大都是国富民
乐、政通人和之类。

2019 年是新中国成立 70 周
年，祖国的发展日新月异。到了
帮乡亲们写春联的日子了，经过
几天的思考，春节前夕，在浓郁的
年味熏陶下，我给村民们写了这
样的春联：推进乡村振兴谋富路，
聚力脱贫攻坚奔小康；一带一路，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今生今世，
开辟合作共赢新道路……

同样的春节习俗，不一样的
喜庆氛围，同样的春联，不一样
的情思。春联反映着国家的发
展与社会的进步，虽然贴在自家
的门上，表达的却是百姓对国富
民强的向往，对火热新生活的期
盼。

岁月不居，时节如流。2020
年的春节近在眼前，给乡亲们写
点什么内容的春联呢？我又开始
了新年的畅想。前些天，打开“学
习强国”，反复学习理解了习主
席发表的《二〇二〇新年贺词》，
经过缜密思考，我告诉家人，咱
家今年的春联这样写：上联：不
忘初心，牢记使命；下联：只争朝
夕 ，不 负 韶 华 ；横 批 ：学 习 强
国。8

□孙勇

老辈人都知道，过年曾有“白
面年”“花卷年”和“黑窝窝年”之
说。“黑窝窝年”，就是过年吃的是
以高粱面或红薯面做的窝头；“花
卷年”，就是过年吃的用白面与高
粱面或红薯面杂拌做成的花卷馍；

“白面年”，则是以纯白面馍为主。
在“花卷年”向“白面年”过渡

的年代里，大多数村民家里还是
以高粱面、玉米面和红薯面为主
要食材。那个年代小麦收成不
好，没有白面可用，所以，一到快
过年，许多人家就开始借白面。
由于多数家庭白面少甚至没有白
面，借白面也就成了问题，提前借
白面的还好，稍落后的，很可能就
借不到白面。这样的家庭，往往
在腊月二十六蒸馒头的日子，不
仅没有白面蒸馍，甚至连“花卷
年”也过不上。

那时候我家人口多，虽然奶
奶和母亲平时很注意积攒些白
面，但过年时仍捉襟见肘。这个

时候，借不来白面的母亲慌了神
儿，在村里实在借不来，就去姨家
借，说是借，我从来就没见母亲去
姨家还过白面。

记得有一年家里事儿稠，早
早就把那点白面“迎来送往”了个
底朝天。姑奶奶知道后，把家中
仅剩的几瓢白面，分一多半送到
了我家。奶奶和母亲说啥也不
要，母亲说她第二天就领我到姨
家借面。

姨和姨夫都在县农科所上
班，平时没少接济我家。那天，我
和母亲各自背着一些杂粮，徒步
15公里到了姨家。还没等俺姨打
招呼，母亲的眼泪已沾湿了衣
袖。俺姨看了看我和母亲刚刚放
在地上的南瓜、红薯和一些高粱
面，啥都明白了。俺姨掏出几十
块钱往我母亲手里塞着。母亲说
啥也不要，只说在村里实在借不
来白面，今天来就是想借点白面，
好让家里的老人和孩子过个“白
面年”。俺姨听后，不但没有伤
怀，反而大笑起来，说这也算个事

儿，还哭咧！说着，就安排表哥从
储藏室里提出一袋白面，骑上自
行车先把白面送到俺家，又让俺
姨夫上街去买些硬菜。虽然白面
有了着落，可母亲却一点也高兴
不起来，我家欠姨家的太多了。

那些年，母亲和奶奶在一大
家子人过“白面年”时，总偷偷地
过着“黑窝窝年”或“花卷年”。我
亲眼看见两位老人用砖头块一样
生硬的黑窝窝蘸着白盐水吃年饭
的场景，那时，泪水一下子冲出了
我的眼眶……

那个饥馑的年代早已过去
了，“白面年”的说法也淡出了人
们的记忆，可每当想起当年母亲
借白面的情景，我还是难过得泪
流满面。

如今过年，人们常嫌大鱼大
肉太腻，总是想着法儿寻找杂粮
或生法儿弄点野菜调节胃口。如
果谁家蒸了一锅黑窝窝头，贴了
一锅玉米面黄饼，或者就是蒸上
一锅花卷馍，也会给餐桌增添几
分姿色。8

□黄海涛

小时候过年，除了新衣裳和
压岁钱，最盼的还是讨点好吃
的。过年时，炸麻叶、炸丸子、炸
豆腐、炸酥肉……哪样都觉得很
香。

进入腊月，父亲通常要赶三
四趟集。过了祭灶，母亲就开始
张罗着蒸馒头、炸各种吃食了。
用柴火烧滚大锅的油，肉走油
锅，滚烫的油花四溅，还时不时
发出脆脆的爆炸声……七八岁
的我站在门口远远地看，可父母
还是吵着让离开，一是怕滚油烫
着我，二是怕我乱说话，对灶神
不敬。

孩子心里没那么多讲究，想
的全是口腹之欲。母亲让我每样
尝上几块，然后就把炸食放进厢
房屋的菜柜里，将门关好，以防猫
狗作孽。让母亲没想到的是，我
常溜进厢房偷吃，为了不被发现，

每次只吃四五块，隔天再去……
待客做饭时，母亲发现炸食少

了，误以为没防住老鼠，就把炸食放
进竹篮里，用笼布盖好，用一根钢丝
悬挂在房梁上。这样，纵使老鼠能
上蹿下跳，定也难以触及。

母亲用心良苦，可我“馋虫”
上来时，就是忍不住。趁厢房没
人时，我将饭桌挪到竹篮下方，再
搬来一个板凳放在饭桌上，然后
爬上饭桌，踩上板凳，用手颤颤巍
巍地去够头顶上的竹篮。拿出四
五块炸食后，我再将现场复原。
隔天瞅机会又故技重演……

好像是第四次“作案”时，被
母亲抓个正着。先是一顿劈头盖
脸的训斥，然后又跟父亲说，她怎
么生了一个贪吃嘴的儿子，什么
好东西都藏不住。父亲说：“是你
做的东西好吃，勾出了孩子的馋
虫。”母亲扑哧一声笑了。我和父
亲也笑了。

转眼 30多年过去了，我娶妻

生子,在县城有了自己的“小窝”。
炸麻叶、炸丸子、炸酥肉……这些
一年四季都能在街上买到。我和
妻子从没自己动手炸过，也很少
吃，妻子怕吃胖，我嫌太油腻。

今年腊八刚过，家住农村的
岳父母技痒，自己动手炸起了麻
叶、丸子、小酥肉，非要让我们去
拿些。拗不过老人的好意，我开
车带着妻儿一块去了。金灿灿的
炸鸡炸鱼冒着热气，尝一口外酥
里嫩。可我和妻子只是尝了尝，
儿子也只吃了两口，就跑进屋里
看电视去了。回家时，我们只是
象征性地带了一点油炸食品，带
得最多的却是红薯干、玉米面、芝
麻叶……

路上，我跟儿子讲自己小时
候偷吃嘴的故事，儿子一脸懵懂，
问：“爷爷奶奶不让吃，你可以到
超市买甜甜圈、咸虾条、沙琪玛
呀，干吗要偷呢？”儿子的“冷幽
默”逗得我和妻子哈哈大笑。8

□王新立

年味越来越浓。作为知天命
的中年人，当满街的车辆人流喧
嚣着映进眼帘，记忆竟像一根无
形的绳子，牵着我的情感，让我想
起小时候过年时，打着灯笼捡鞭
炮的时光。

腊月二十四之后的那几天，
父亲会撇开繁琐的家务，专程赶
一趟集，目的只有一个，为我们弟
兄几个每人买回一个红灯笼。平
时的日子再困苦，这时也要给孩
子一个新年礼物。

灯笼买回来后，我们弟兄几
个高兴得合不拢嘴。父亲买的灯
笼样式太漂亮了：有惟妙惟肖的
西瓜灯、绣球灯、鲤鱼灯，还有用
塑料纸糊的圆灯笼，因其皮实耐
摔，被我抢到手中。晚上，我把心
爱的灯笼高高地挂到房梁上。扳
着指头数呀数，洋溢着欢乐和激
情的除夕夜到了。天色还微微亮
着，我和小伙伴就打着灯笼聚在

了一起。红红的灯笼映射出柔和
的光晕，小伙伴的双双耳朵在焦
急地搜寻着周边的动静。

噼里啪啦，左边那家小院里猛
然响起鞭炮声。小伙伴们不约而
同欢呼起来，争先恐后举着灯笼循
声跑去。落地的鞭炮在雪地里欢
笑着，留下一个个深浅不一的笑
靥。小伙伴有的用手遮掩着自己
的头顶，害怕空中爆响的鞭炮忽地
钻入脖梗，有的弓着腰缩着头，只
顾捡拾雪地上的“药捻炮（没有炸
响的炮）”，有个小伙伴只顾低头寻
找雪地上的散炮，竟忘记手中还挑
着熠熠闪亮的灯笼。灯笼左晃右
摆，嵌在灯座上的蜡烛失去控制，
猛地一下歪倒在灯笼薄薄的油纸
壁上，“轰”一下，灯笼一下子变成
一个生动的火球。小伙伴如梦初
醒，可一切都为时已晚。望着只剩
一个烧得发黑的金属灯笼袢，小伙
伴“哇”地一声大哭起来。

大家正想走上去劝一劝，右
边那家院子里忽然爆发出“噼里

啪啦，砰，噼里啪啦，砰”的炮声。
这种鞭炮爆发力强，一般情况下，
很少有哑炮。但我和小伙伴仍心
怀侥幸，“嗷”地一声又冲了上
去。鞭炮响毕，院子里弥漫着呛
鼻的硝烟味儿，小伙伴们撅着屁
股在地里扒捡着，一边捡，一边嘟
囔着“这家没有，这家没有”。无
心说出的话，不知怎么让这家主
人听见了，大年三十，咋能说俺家
没有呢？多晦气呀！为了捞个好
口彩，主人转身回屋拿出一挂鞭
炮，解开缠着药信的细绳，在院里
一边用力地抖着，一边大声问“有
没有？有没有？”孩子们看着从空
中簌簌落下的带捻的爆竹，一边
争相跳跃着伸手去接，一边大声
应着“有！有！”主人笑了，我们也
乐了，再看各位的红灯笼，有的已
经熄灭，有的已是残烛点点……

红红的灯笼，噼里啪啦的鞭
炮，飘着柴草味的炊烟……这是
我记忆中的春节，也是我欢喜的
新年！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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