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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潇然

似乎一转眼工夫，春节又来
了。

城市依然是车水马龙，路上
奔波的人们忙忙碌碌，他们好像
并不在意新年的到来。科技和
现代化让我们享受方便快捷的
同时，似乎也带走了浓郁的旧历
年的味道。走在腊月寒冷的街
道上，忽然间怀念起记忆中的年
味儿。

童年的春节，几乎都是在县
城过的。我一直觉得，那时过的
年，才最有年味儿。腊月越来越
深，大街小巷热闹起来了，人们
眼 角 洋 溢 着 忙 碌 而 舒 心 的 笑
容。那是一种不分行业、无论贫
富的放松，奔波劳碌了一年，终
于可以把一切烦闷和不快抛却，
去享受一下亲情和团聚的温暖，
把喜庆写满脸庞，把希冀装满心
间，盼着即将来临的一年五谷丰
登、六畜兴旺，盼着工作顺心、家
业红火。人声鼎沸的菜市场，两
排挂满一只只剥了皮的整羊，一
条条暗红色的腊肠、一捆捆碧绿
的芹菜，还有肥美的鸭、游动的
鱼，都在向世界展示着年的色
彩。集市上，人们寒暄着，挑选
着，赞叹着，耳畔是嘹亮的新年歌
曲——恭喜恭喜恭喜你，一遍又
一遍，不厌其烦地报告着节日的
信息。即使在那一道道偏僻和深
邃的小巷子，也是墙上挂满喜庆
的中国结，地上摆满红彤彤的对
联、各色各样的“福”字，还有巷口
那富有地方特色的小吃……仿佛
整个世界都被年接管了。

小时候的我，总觉得过年是
从妈妈为我准备新衣服开始的，
从头到脚、从里到外，甚至连袜
子和头花都是新的。我关心着
它们是不是我喜欢的花色，是不
是比小朋友们的更漂亮，还要按
捺住心中的激动，一直等到大年
初一早上才全部披挂在身，期待
着得到大人的赞赏、收获小朋友
们的羡慕——这是幼小的我一
连串的小心思。当然，所有这一
切的前提，是期末考试各科都取
得了好成绩。

距离除夕还有一周时间，家
家户户开始扫房子、炸年糕了。
大街小巷飘散着诱人的香味，那
是鸡鸭鱼肉味道的联合游行，蒸

馒头、包饺子，此起彼伏的剁肉
声，要考虑家里大大小小十几口
甚至几十口人的口味，还要准备
一些半成品的菜应对年后随时
可能登门的亲戚。奶奶、姥姥、
妈妈们摇身变成大厨轮番上场，
忙碌的身影在厨房里打转。而
欢快的小伙伴儿们，撒着欢，你
追我赶，串串这家，遛遛那家，捏
颗糖，抓把瓜子，别提多开心了。

过年的重头戏一定非除夕
莫属。那天一早，我就会被父母
喊起床，帮着大人们贴春联。爸
爸和叔父们在小院中间摆好两
张方桌，端上浆糊，抻展春联，一
群孩子也围上来帮忙。此刻，是
大家欢喜的时候，小孩不是在帮
忙而是在添乱。其实要的就是
这种喜庆的乱劲。不一会儿的
工夫，前后几个院子已经焕然一
新，鲜红的对联载着吉祥话、祝
福语，登上门、爬上墙。奶奶、妈
妈、姑姑、婶婶们则围坐在房间
里看着电视，一边聊天，一边包
饺子。一个个白白胖胖的饺子，
绕着圈整齐地排着队。在噼噼
啪啪的鞭炮声中，在恭喜发财的
歌曲声中，在氤氲着饺子的香味
蒸腾着白色雾气的氛围中，新年
就离我们一步之遥了。

除夕晚上的年夜饭是极富
仪式感的“隆重”一餐。直到现
在，每当腊月的寒风凛冽，我就
会无比想念年夜饭上那道酸酸
辣辣的红焖鱼和肥而不腻的红
烧肉。最让孩子们期待的无疑
是饭后要发的压岁钱。爷爷奶
奶坐在前面，所有的后辈们按照
大小，一排排地磕头行礼，羞涩
地说上一两句祝福语，欢天喜地
接过压岁钱。晚上，妈妈必定会
在我和弟弟新衣服的每一个口
袋里放上新钱，预示着压岁。老
一辈们总是有很多流传下来的
讲究，神秘又有趣。记忆中除夕
夜钟声敲响十二点的时刻，是鞭
炮齐鸣、万家团圆、幸福美满、举
国欢庆的时候，那一刻，神州大
地都沸腾起来了。

一觉醒来，已是新的一年。
一切显得熟悉又陌生，热闹正在
一点点消退，狂欢已经成为过去。

新 年 新 祈 盼 ，新 年 新 气
象。迎着新一轮的朝阳，呼吸
着清新的空气，人们开始了新
的征程。1

□杨红苏

家乡有“二十八蒸枣花”的习俗。
记忆里每到年关，母亲都在腊月二十
八这天发面，恭恭敬敬地把蒸枣花大
馍当作过年的一件大事来办。

早上，母亲先用温开水泡发酵
母，然后隆重地从面袋里盛出最好的
面粉放进面盆里，面粉揉成面团，面
盆盖好盖子后，放在热乎乎的炕头
上，再用一条棉被焐上饧面。

儿时的我，最喜欢观看母亲蒸枣
花大馍的场景了。母亲先将红枣清
洗干净沥水待用，她用食指在面团上
轻轻一摁，看到面团弹跳起来，母亲
满脸微笑着将拉丝面团取出，在案板
上撒一些干面粉后，双手轻松地揉
搓，直到面团光滑得像个大西瓜。“快
拿一双筷子过来！”母亲喊道，我马上
把筷子递了过去。

母亲把一小块面揉搓成手指般的
细长条，将长条摆成回形状，在转弯处
各放一颗红枣，再用筷子从中间用力
夹紧，案板上瞬间如同盛开了一朵雪
白的面花；母亲又将面揉搓成中间粗，
两边逐渐变细卷成圆环，环内放枣。

“这又是做的什么呢？”
母亲见我满脸疑惑，笑着说：“这

寓意‘心灵手巧’！”然后，她又将面长

条卷成五环，放进五颗红枣。
“这是‘五福盘寿’！”母亲递给

我。紧接着，她又变戏法似的用面团
揉捏成许多花形，说这代表“花开富
贵，如花似玉”。

最后，母亲又将长条搓得更长，
放上去一层比一层细，三层左右时，
一个小“枣花”就变成了一座大“枣
山”。就这样，一盆不起眼的面团，在
母亲的巧手下变换成了漂亮新颖的
过年大馍。

我提醒母亲赶紧上锅蒸。母亲
却摇头说：“真是个小馋猫，要再饧
发一会儿，这样蒸出来的馍好吃又
好看……”母亲终于将做好的枣馍坯
摆在笼屉布上，大火熊熊，满屋子里
弥漫着白白的水蒸气，花馍的麦香味
弥漫开来。

蒸熟掀开锅的瞬间，我看到白胖
的面团环抱着鲜红的大枣，随着蒸气氤
氲而起。我的眼睛里、鼻子里、嘴巴里
全是花馍香香的气味，满满的幸福感迎
面扑来，浓郁的年味也被蒸了出来。

母亲说：“过年蒸的枣花大馍还有
寓意，各种面食蒸起来，咱们的日子就
会蒸蒸日上，放大枣来蒸，寓意‘早
挣’，这样一年才能红红火火，财源滚
滚！”母亲说的这番话，相信这也是所
有人过年最美好的愿望吧。8

□孙勇

上世纪 80年代之前，俺村过
年特别重视“第一锅饺子”。

在满天雪花和鞭炮声中，大
年三十的第一锅饺子，蒸腾着雾
气，被盛到了大瓷碗里。

第一锅饺子，自己家的人是
不能吃的。饺子盛出来，先端到
堂屋，敬在祖宗的牌位前。看着
冒着热气的像元宝一样的饺子，
兄弟姐妹们不停地咽着口水。第
二碗饺子盛出来了，这一碗饺子
是要往二奶奶家送的。母亲把这
一碗饺子盛得满满的，盛好后，用
清洗干净的蒸笼布包裹严实，再
用一块干净抹布，包裹后打成手
提结。那时的我最喜欢出这份

“公差”了，因为每次把饺子送到
二奶奶家，她都会用筷子夹起一
个饺子让我吃。那时候，得到母
亲的指令，我掂着一碗饺子，风一
样跑出家院儿，打满补丁的裤管
儿袖管儿里，灌满了过年的喜
庆。这个时候的大街小巷，塞满
了手里掂着饺子的小伙伴的身
影。凑巧的话，还会碰见叔伯兄
弟姐妹掂着饺子，向我家的方向
飞奔而去呢！

整个村子，笼罩在热气腾腾
的“第一锅饺子”快活的气氛中。

那个岁月，还没有春节联欢
晚会这“桌”年夜饭，也没有手
机，甚至有的村子还没有开通电
灯线路。欢度春节的方式，就是
白天大队的鼓乐队敲鼓打锣，学
校或公社组织学生、社员演几个
村级水平的歌舞节目，或者放场
露天电影，除夕之夜的“第一锅饺
子”过后，全家人围坐在一张桌子
旁，美美地吃上一碗大肉饺子，条
件好一点的家庭，才可以边听收
音机，边喝用醋瓶子从小卖部灌
来的二两不知道叫啥牌子的小
酒。当年我们这些娃儿，过除夕
不是守岁，而是吃得太饱了，小伙
伴们凑到一起，藏藏“老闷儿”消

消食儿，玩累了，就浑身沾满雪泥
地跑回家中，盼望着大年初一的
中午，吃整桌大餐呢。

大年初一的曙光，伴随着噼
里啪啦的鞭炮声，把我从意犹未
尽的“第一锅饺子”中拽醒了。新
年第一天的第一锅饺子，也在大
人的手中快活地运作着。和大年
三十第一锅饺子不同，新年的第
一碗饺子，不但要再次送往长辈
家中，每家的长子或长女，还会起
个大早，带着兄弟姐妹，集体去长
辈家中拜年。

我们家姊妹多，掂着“第一锅”
里盛出来的第一碗饺子，一大群人
跟着大哥大姐去给我们的长辈拜
年，见了二奶奶、叔婶儿后把饺子
递过去，二奶奶、叔婶儿把还冒着
热气的饺子，摆放在祖宗的牌位
前。我们兄弟姐妹，也像往沸水锅
里下饺子一样，面朝着祖宗的牌
位，扑通扑通跪倒在地上，正经八
百儿地磕上几个响头。二奶奶、叔
婶儿情绪高涨时，还会一边笑声朗
朗地指着我们几个小孩儿，说头上
不沾土不算数，也不给压岁钱。我
早有准备，跪在哥哥姐姐的身后，
磕头的一刹那，顺手从地上捞摸一
把土灰抹在额头上，当年一块或五
毛的大票压岁钱，就弄到手了，一
个学期的铅笔和作业本，就不用发
愁没钱购买了。

手心里攥着压岁钱，兴奋地
跑回家中，果然整张桌子摆满了

“第一锅饺子”，这一桌饺子可以
称得上“百家饭”。兄弟姐妹们都
可着劲地吃个肚儿圆。我和弟弟
们放下碗筷后，揉揉肚子打个饱
嗝，从屋里拿上鞭炮，风一样跑到
大街上，和小伙伴们比试，看谁放
的鞭炮能炸破天……

眼看着又要过大年了，又想
起那美滋滋的年味儿，那喷香的

“第一锅饺子”。这些年来，年味
在不断变化着，我们的幸福、和
谐、美满的生活，摸得着，也看得
见。8

□王新立

在我的乡村记忆中，每年的腊月
底，四野白雪茫茫，滴水成冰。这时
节，年少的我总会看见三三两两的乡
亲袖着双手，胳肢窝夹着红纸，嘴里
哼着戏，迈过村头那座小桥，一脸希
望地走进我家小院。这些人，是来找
我父亲写春联的。

父亲一手好毛笔字在村里是叫
得响的，加上他当过多年村干部，乡
亲们认为，找他执笔写春联，再合适
不过。

父亲往往在几天前就备好笔墨和
剪刀，还有一本厚厚的楹联古籍，纸页
泛黄，排印的都是吉语瑞言。读起来
朗朗上口，品起来心生暖意。看着乡
亲们来，父亲大老远就同他们打招呼，
像迎接亲戚一样把他们迎进屋里，接
过他们递来的红纸，在上面用铅笔注
上各家的名字。不一会儿，一摞摞红
纸就摆满了堂屋的红漆大方桌。

问清主家有几扇门，父亲就开始
裁纸了，剪刀在他手中直线前进，一
张红纸成了几副春联的雏形。他站
在方桌前，凝思片刻，挽袖举笔、蘸
墨、运腕，狼毫笔唰唰地在纸上流动，
像一叶轻舟顺水直下，笔锋过处墨光
闪闪。不一会儿，各式春联便摆满了
整个堂屋。和煦的阳光透过门窗照
射到那满地对联上，红彤彤地艳丽色
彩反射到角角落落，映红了乡亲们欢
乐的脸庞，也映红了父亲那张满是皱
纹的脸上。

在写这些春联时，父亲往往生出
一个小心眼儿，就是自家房屋门上所
贴的春联内容，全由他自己编写。父
亲所编的春联没有生僻词语，少见引

经据典，但文风素雅清淡，词句朴实
自然，所撰之联或农事，或家景，有回
顾有展望，都是自己亲身经历亲自所
盼，一字一句，发自肺腑，如泉水流
淌，让人倍感亲切。

记得刚包产到户那年，父亲为我
家堂屋及侧房分别撰写的是：一飞脚
踢去穷气，两扣手扳回财神；责任制
连着万人心，好日子引来千家笑。字
句掷地有声，喜悦之情和昂扬之气跃
然纸上，对联贴出后，过往乡亲无不
受到感染拍手叫好。

每到大年初一各家各户的春联
贴出后，他总会牵着我在村里转悠，
每经过某一家，父亲便会停下步子，
看看人家的春联用的是什么字体，内
容是咋写的。有一回，在村东一位退
休老干部家门前，我和父亲看见这样
一副春联：“水流任急境常静，花落虽
频意自闲。”父亲默念一遍以感慨的
口气告诉我：“这是大清名臣曾国藩
的名言，人啊，求的就是个清静之趣
啊！”父亲的话让我一脸懵懂。还有
一次，在另一户人家，父亲看到一副
长联后，“噗嗤”一声笑了起来。那春
联是这样写的：放千枝爆竹，把穷鬼
哄开，多年来被这小奴才扰累俺一双
穷手；烧三炷高香，将财神迎进，从今
后愿你老夫子保佑我万贯缠身。父
亲指着眼前尚在散发着墨香的春联，
开心地说：“真是一副有个性的对联
啊！”

如今过春节，乡亲们家的春联几
乎都是印好的，省事又方便。但我一
到春节贴春联时，心里便有一股浓浓
的怀念之情，这不仅仅是怀念早已作
古的父亲，更怀念当年那份浓浓的氛
围……8

□张向前

腊月里，火车站的人忽然多了起
来。长长的列车呼啸来去，卸下乡愁，
又装满乡愁，驰骋在两条平行线上，把
返乡的游子撒落在祖国大地……回四
川老家过年，是我这个远在河南的游
子每年必不可少的一趟过往。

记得那年腊月二十八，远远望见
母亲背个背篓行在山道上，我大声叫
道：“妈，我回来了！”喊声中，我扔下
行李跑过去，接过背篓背起来，就像
小时候我割草回来，母亲接过我的背
篓一样。

那天晚上，笑意一直挂在母亲脸
上。她将煮熟的香肠、腊肉切好端上
桌，还特地炒了俩青菜——她知道我
喜欢吃点青菜。

外出多年的我已不太适应老家的
年俗了：满桌子鸡鸭鱼肉，有蒸的、煮
的、腌的……特别是腊肉类的，有腊猪
舌头、猪耳朵、猪尾巴，还有腊的鸡肉、
鸭肉、鹅肉、兔子肉等，光这些腊肉盘
子，都有十多个。

和母亲面对面坐着，我们不喝酒，
却并不沉默。声音在空气中流动，就
像流泻的灯光，明亮而温暖。我有时
会转过头去，望望挂在墙上的父亲照

片。他微笑地看着我们，没有了生前
的严肃。不知为什么，在团聚的年节
里和母亲对话时，我的眼泪总是止不
住流下来。

室内孤灯如豆，我和母亲斜坐着，
有一句没一句地闲聊着。快凌晨了，
母亲才领我去新铺的那架床。床上，
都是新棉被、新枕头和新枕巾，垫的是
新绒毯，躺上去暖暖和和的，像小时候
在母亲怀里睡觉，温馨而踏实。

翌日清晨，我起了个早床，独自在
山坡上漫步。此时，畜未醒，鸟未鸣，四
野空旷无人，仿佛只有我陪着这个诗
意的世界。我打了一个寒噤，算是给
这个南方的冬天打一个招呼。顺着地
里的小径，转了几个弯，上了一个坡，我
去看望在地下长眠的爷爷。我没有见
过他，和他的生命没有交集，他却通过
他的儿子直接影响了我的性格……

如今，我也是爷爷辈的人了，外
甥的孩子叫我舅公了。回头望望母
亲，她手里忙活着，脸上洋溢着幸福
的光芒。

今年，因为疫情防控，我可能不
回老家了。和母亲电话聊天时，我们
依旧笑着，只是不知，年迈的母亲屡
屡染黑的头发，是否又被时间漂白如
霜……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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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锅饺子

母亲的枣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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