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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几天，妻子一下班就大包小
包往家拎东西。

“这不快过年了，我得买点儿
年货。给大哥他们也买了很多，你
抽空开车送过去。”妻子笑嘻嘻地
说着。

因为今年提倡“就地过年”，单位
到年底较忙，都忘记小年到跟前了。

豫北农村有句俚语：大人盼种
田，小孩盼过年。迎年、过年、送
年，是过年“三部曲”。

首先是“迎年”。刚进腊月，孩
子们便掰着手指数离过年还有几
天，大人们便考虑过年是给孩子们
做身新衣服还是干脆狠狠心买上
一套，老人们便寻思在外打工或客
居他乡的子女能否回家过年。

一过祭灶，年味“嗖”地一下更
浓了——家家忙着备年货，洒扫庭
院，买糖果蒸馒头，炸东西炖肉。
记得那时平常谁家炸个丸子油条
什么的，一个村子都弥漫着香味。
我们一群孩子玩累了，便觅着香味
去寻找玩伴。有时明明知道玩伴
不在家，也会探头问声：“婶子，某某
在家吗？俺来找他玩嘞。”这时往往
能讨到半根油条，或是一个丸子。

大年三十，一家人便一起吃顿
较为丰盛的年夜饭。这时一些同
族的男人们聚到一起喝酒划拳守
岁，女人们则说着村子里的婚丧嫁
娶，眼睛不时剜一下喝得摇晃吹着
牛皮的丈夫，生怕他们把家底“秃
噜”出来。直到后半夜，孩子们玩
疯玩累实在撑不住了，便蜷缩在父
母怀里，睡得香甜。

一觉醒来就是“过年”了。
过年的重头戏是拜年和走亲

戚。天还不亮，一家的鞭炮一响，
便如同打鸣的公鸡，引得四邻也

“噼噼啪啪”鞭炮齐鸣。伴着此起
彼伏的炮声，我们醒来，美滋滋地
穿好新年衣服，吃完饺子就挨门串
户拜年了。

大人们特别看重拜年，现在想
想，除了一年一度的辞旧迎新，他们
还把拜年赋予了别的内
涵：无论两家平时少
有走动或不对劲，
过 年 时 一 去 拜
年，香烟一点，
瓜子一嗑，一
声“新年好”，
除了祝福，更
增加了邻里
和睦。

孩子们更
是喜欢挨家挨
户拜年。往往一
圈下来，每人兜里
满是瓜子、糖、核桃、熟
花生、柿饼什么的，几个人一凑，
你吃我一个“大白兔”，我吃你一个

“花生酥”，开心不已。
从初二到初六，家家忙着探

亲、待客。特别是初二，是闺女回娘
家的日子。女客们往往穿上压箱
底的衣服，带着丰厚的礼物早早赶
到娘家。那时走亲戚不像现在整
箱整箱的，大都是用一个提篮，里面
装些散东西，比如苹果，点心，袋装
的葡萄干、白糖什么的，有时还会买

上一两只烧鸡，上面用新毛巾
一盖，带着孩子喜庆洋洋回娘
家。

以前的“送年”不像现在，
刚过初五大家便为了生活各
奔东西。当时有句话叫“不出
正月还是年”，大人们依旧每
天串门、走亲戚，似乎要把一
年的劳累给歇透了；孩子们捉
迷藏、转陀螺，比比谁的压岁

钱多，偶尔也用压
岁钱买些鞭炮。到

了元宵节，随着
夜 幕 开 启 ，玩
伴 们 便 把 各
自的焰火拿
出 来 ，你 方
唱 罢 我 登
台。父辈们
则在烟花和
鞭 炮 声 中 将

祖宗轴卷高束
庋 藏 ，完 成“ 送

年”。
如今在城里，公司

单位会发一些年货，朋友会送
一些酒和水果，聊表心意，为过年
烘托气氛。父母依旧去农贸市场
卖肉，回家炸酥肉，熬冻肉，说等
除夕一起吃年夜饭。

留住年味儿，就是留住传统文
化的血脉，留住那份记忆里的美
好，留住镌刻在每个人内心深处的
那份乡愁。

写到这儿，我似乎又闻到了浓
浓的年味……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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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胡春娜

春节，对于每一个中国人来说都有着不同寻常
的意义。

往年一过腊八节，很多在外地工作的人就开始
陆续返乡，提着大包小包的行囊，带着满心欢喜，踏
上回家的路。

今年，为减少春节人员流动给疫情防控带来更
大的压力，很多人选择“就地过年”。毕竟“平安过
年”才是最重要的事情。

周末，记者走进郑州市郑东新区某商场，商场
内布置得喜气洋洋，各种促销信息、海报扑面而
来。地下负一层超市，年货放在进出口的醒目位
置，置身其中，深切地感受到节前消费市场已开始
热闹起来，不少市民戴着口罩正在红红火火备年
货，到处洋溢着浓浓的节日气氛。

宋晓鸣正在精挑细选，她给同事和朋友都准备
了“礼包”。“今年大家都不回老家过年，在这个城
市，就数同事和朋友最亲近了。买点年货快递给他
们，就算走亲访友了。”她说，不回家过年也惦记父
母，她已将父母的新衣快递回老家了。

在郑州工作的黑龙江小伙子齐柏收到了母亲
寄来的家乡美食和新衣。“不管我走到哪里，多大年
纪，在他们眼里，我永远是孩子，所以过年会做好吃
的，也会给我买新衣服。今年我选择在工作地过
年，他们怕我想家，就寄来了吃的、穿的。”说完，他
微微红了眼圈。

人情味儿在，年味儿就在。
以前，每当年关临近，厨房里就会飘来食物的

香气，让人流口水。各家各户都忙着收拾打扫，除
了祖母口中念念叨叨的习俗，还有院子里、村子里
炸响的鞭炮以及早晨起来枕头下的红包……

这些深深埋在记忆里的琐碎细节，构成了我们
心心念念的“年味儿”。

如今，有些人觉得不让放鞭炮就没了年味，一
年到头都有大鱼大肉也让年味淡了，微信红包代替
了拿在手中沉甸甸的红包，仪式感没了年味也没
了，还有人觉得电视节目乏善可陈，年味减了许多。

其实，随着社会经济快速发展，我们的生活条
件越来越好，一些习惯也在渐渐改变。饭店里的半
成品年夜饭，可以让母亲多些时光与我们一起窝在
沙发上聊天，超市里琳琅满目的零食和礼品，让我们
欢聚的餐桌丰富起来，连春晚节目也穿插了时下流
行的抢红包……虽然载体变了，但是亲情依旧，年味
儿就藏在我们细腻绵长的思念和牵挂当中。

这几日，廖竞程也在忙，社区邀请他为附近小
区一些住户剪窗纸。据悉，为了让大家安心“就地
过年”，社区准备了丰富多彩的活动，大家可以错时
有序参与。“在过年的传统文化中，剪窗花是习俗之
一。只是在城市里，大家都去超市买。今年社区组
织剪窗花，一来是沿袭传统习俗，二来也让大家感
受浓浓的年味。”廖竞程说。

过春节，除了挂灯笼、亮彩灯、写春联、剪窗花
外，“舌尖上的家乡美食”更是必不可少。对于很多
在外打拼、选择“就地过年”却厨艺不精的年轻人来
说，年夜饭如何解决，是个大问题。

记者电话采访了一些大型连锁超市、快递平台
以及餐饮企业，他们准备了半成品年夜饭，还储备
了足够的新鲜蔬菜和水果，某知名外卖平台也在首
页增添了“年夜饭”选项，点开，有各式套餐可供选
择。某外卖平台郑州地区负责人表示，在“就地过
年”大趋势下，不同菜系、口味的半成品年夜饭为人
们提供了便利，还有适合 3人及 3人以内食用的套
餐，可更好满足城市里的年轻消费者所需。

千百年来，“回家过年”是我们的习俗和文化。
然而，“这个年”与“上个年”都有特殊性。在今年春
节，我们理应有“就地过年”的担当，这不仅是“为自
己好”“为家人好”，而且是为了明年会更好！

为了更好地“就地过年”，各省各地不断出台政
策和要求，保证关心不少、年味不缺。我省要求，确
保生活必需品不断档、不脱销，确保节日市场供应
充足；组织重点农副产品批发市场、各类餐饮、住宿
等生活服务网点春节不打烊，适当延长营业时间；
指导电商平台、物流企业配送不断档，满足无接触、
少接触的消费需求；同时鼓励增加网络、电视、广播
等文化体育节目供应，在做好疫情防控和限量、预
约、错峰的前提下，保障公共空间开放时间和旅游
产品供给等。

只要亲情在，无论在哪里过年，就是一个幸福的
年。隔着网络，我们依旧可以“云团圆”“云聚餐”“云
祝福”，通过无线网络，让亲情、友情无限流淌。2

一进腊月，年就近了。说起春
节习俗，就会想起春节童谣，仿佛
一根神奇的魔法棒，将回忆转成甜
甜的笑。

虽然各地过年的习俗略有不
同，但我对过年的期盼和感触基本
上是按照童谣的节奏。家乡地处
黄河故道，一年四季水不断流，多
有鱼虾。两岸大堤上除了高大的
榆、槐、楸、杨、桑等树木自然相生，

还有许多酸枣葛针。
冬月底，父亲就会抽空砍几枝

葛针回来，给我们“插花”用。到了
腊月初七晚上，女孩子们用平时积
攒的烟盒、糖纸，剪成各样花朵，扎
满酸枣葛针，还用高粱秸掐成麦穗
儿、黍黍穗儿等，五颜六色的，腊八
一早插在自家肥堆上。

以前不知为啥要腊八插花，
曾专门问过母亲，她说：“主要是
图个好意头，插啥花就结啥，棉
花结得多，麦子高粱长得好。”原
来小时候看似游戏玩耍的活动，
还 有 祈 祷 五 谷 丰 登 的 意 味 呢 ！
很多年没有回村庄了，不知道乡
亲们是否还沿袭这样的习俗，扎
起一枝枝“愿望花”，祈祷明年的
好收成。

在城市里，虽然不插“愿望
花”，但过年的仪式感还是要有
的。昨天下班，先生递给我两个精
美的盒子，打开是各种形状的麻
糖，迎面扑来一丝甜甜的味道。“后

天祭灶王爷用。”先生提醒道。
祭灶，又在小年这一天，是传

统文化中很隆重的日子。
女儿走过来问我麻糖有什么

寓意，我才想起来那一天，大人用
高粱秫秸给灶王爷插马，再用秫秸
篾儿编一个圆圆的笼状的东西当
马槽，装几颗黄豆黑豆和干草。仪
式后，将沾满芝麻的长条麻糖挂在
房梁上的，说是粘灶王爷的嘴，让
他“上天言好事，下界保平安”。

小时候，父母忙仪式，孩子们
只惦记祭灶后甜甜的麻糖。晚上，
和母亲打视频电话，并拿出了麻
糖，她欣喜不已，说明天也去超市
里看看是否有卖，即使儿女不回
家，习俗不能忘。

春节，就如一种强力黏合剂，
联结起血脉、宗族和乡邻，联结起
风俗、文化和传统，联结起过去、
现在和未来，是国人刻在骨子里
的文化印记，是美好和期盼的载
体，无可替代。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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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两天，单位办公楼大厅外，
挂了几个大红灯笼，到了晚上便会
亮起来，散发着暖暖的红光。城区
大街小巷的路灯杆上，也装上了会
发光的中国节和红灯笼，道路两旁
的绿化带也都披上了各式各样的
灯饰，夜幕降临，整个城市便灿若
星河，徜徉其间，宛若童话世界。

春节将至，到处灯火璀璨，浓
浓的年味儿扑面而来。小区门前
的街道两旁也被精心打扮了一番，
粗壮的树干上一圈圈缠绕着明晃晃
的小灯，蓬勃的树冠上垂挂着各种
造型的霓虹灯，月亮灯、星星灯、雪
花灯、竖条灯……五颜六色，就连低
矮的绿植也满是星光点点。一眼望
去，如同一条奔流不息的长河。

小区的赵大爷和李大
妈老两口都已退休，他们的
两个女儿都在千里之外的
城市工作。以往过年，他们
的女儿都会举家前来，陪他
们住上几天，过个团圆年。
可自从去年疫情突发以来，
出于安全考虑，两个女儿就
鲜少回来，平常都是打电话
或微信聊天，互报平安。今
年为了巩固疫情防控的成

果，大家都“就地过年”，对此赵大
爷有些小情绪。相反，李大妈却很
想得开，她劝慰老伴：“你没看新
闻？疫情当前，我们可不能给国家
添乱。”

一天晚上下班回家，赵大爷和
李大妈在小区门口拦着我，高兴地
说：“孩子，你来得正好，快来帮我
们拍张照，就以咱这亮闪闪的街道
为背景，一会儿我发给俩闺女。”

照片里，两位老人精神矍铄、
神采奕奕，身后是流光溢彩的街
景。这时，李大妈的手机响了，是她
的小女儿发起的微信视频聊天，李
大妈熟练地接通，笑呵呵地说：“妮
儿，吃过饭了没有？我正准备给你
发照片呢。你看看我们家门前这条

街，多漂亮。今年春节，咱整个县城
都是这样，张灯结彩，喜庆得很。你
们也安心在当地过年，别操心我和
你爸，家里都挺好的。社区帮我们
把年货都备好了，等疫情过后我们
再团聚……”李大妈一边说着，一边
把手机对着路旁的彩灯，让女儿欣
赏来自故乡的灯火，兴奋得像个孩
子。

冯骥才曾说，中国人不像西方
人那样倒计时地数着数字进行新年
狂欢，而是静静地“守岁”，守着只有
在这一段时间才能看见来去匆匆的
生命时间的珍贵。

日子里那些祥和、欢乐以
及对未来的美好期盼，任何时
候都是春节不变的底色。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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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乐祥和过大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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