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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节日特刊·元宵节

我会爱上有月亮的夜晚，而正月十五的夜晚，是新
一年的第一个月圆之夜，皎洁、斑斓、绵润，古人称此夜
为元宵。

大地回春，夜色阑珊，月为春之月，它素净明媚饱
满，夜为春之夜，它平易浩瀚绮丽，人们以夜之阔大为
幕，以月之圆满为内心期许，闹元宵、观花灯、赏月色、
放烟火、猜灯谜，欢乐与春天一起到来。

汤圆入锅，水沸渐升，如小小月轮，那想象的月里，
有玫瑰、金桂等美好之物，与此同时，天上的真实之月
也逐渐升腾，月影相邀时，火树银花处，在夜色
之下，普通人家的欢乐和飘零之人的慰
藉，皆能于此夜安放，人们的期许
温暖了夜色，也蓄满了对美好
生活的向往，在这别样的夜
里，慢慢写意与绽放。

灯火、烟花、谜语、
三五人影、几枝梅花
的暗香，一些尚未融
化的雪，在这夜的背
景下，点点氤氲、浮
动和流转，新春在
延续，春天的花草
树木窃窃私语，一
切事物和人们之间
的情思，因着这夜色
流淌、返青，在灯火
摇曳间，他们彼此关
联、牵挂互动。

儿时在乡间闹元宵，
心心念念的是那些烟花，烟
花或贴地旋转，或飞升天空，
旋即擦亮夜色，烟火的神秘和欢腾
消失在花木清瘦枝影里，身后的院落朴
素温暖，站在那里望向夜空，一味目送着烟火
的光影，总觉世事、世间不仅如此，不仅仅这般，但并不
去深深体味。夜色深厚，我只看见零星的烟火。我在
十余岁时第一次在城里观灯，陌生的城市主街道上，人
与人汇聚成潮，一个女孩子裹挟在里面，像是小小的水
花，脚步轻怯，只望见人的背影和头顶的花灯，不敢叩
问夜色。

后来曾在繁华的异乡看灯，传统灯火与新颖科技
妥帖地点燃了夜色，缭绕中感觉到一些不真实。再后
来，我在自然山水的环抱中观灯，看灯光的构思，看烟
花的表达，也越来越深味诗意、跌宕、缭绕之后的，那如
水墨一样永恒的夜色，夜色有了更多时间与空间的意

味，有了生活和际遇的感慨。
每逢此夜，向夕夜悬，远近游观。我们也会去有灯

火的地方，满街灯笼高挂，我们在熟悉而平凡的街巷，
为目光寻找落点，找一处彤红或橙黄的停歇之处。所
有的目光，最终归于夜色深邃里。灯火有千言万语，而
夜色是沉默的。这夜是人们瞭望的大海，所有祈愿之
后，人们回到散落于夜色里的万家灯火，灯火平实，人
心妥帖，如归来的泊船。

读“夜放花千树”“月上柳梢头”“灯火阑珊处”，总
会想起不同的夜色，想起不同的月圆之夜。诗

句里有烟火，烟火里也有诗意。人们在
日常烟火里寻找心里的灯盏，也会

在心里张灯结彩着，期许着新
年景新生活，团聚之后，和家
人告别，开启新一年耕耘，
折叠起相聚的温暖，去
远方，去生活，去面对。

一年又一年，每
逢元宵夜，我们总如
同水墨夜色中流动
的小小画中人，在
一岁岁展开的墨色
卷轴里，走动着、探
望着、叙述着，也忙
碌着、欢乐着、祈求
着，在一盏花灯前凝
思停歇，在漫天烟火下

仰望求索，在某个灯谜
前冥想吟哦。灯光在变，

烟火在变，同行人在变，我们
在时间里走丢了伙伴，也在新

灯影里寻到至亲至爱之人，我们新
生的孩子，提着小小的红灯笼。

明月有千古，夜色却如常。这夜是历史的
卷轴，是万家灯火的依存。月缺了月又圆，年来了年又
去，时光交替，从汉朝之夜，到唐朝之夜，到宋朝之夜，
一月浩然，千古清雅，历史变迁。每个新年第一个月圆
之夜，人们始终心怀向往，望向朴实的烟火，平常的欢
乐和偶尔的诗意。

饱含一些对他人和世事的祝福，饱含一些对岁月
和万物的敬畏。在一年的第一个月圆之夜，人间的灯
火与天上的星光相连，家常的话语与内心的神话接近，
我们穿过以诗句为光的盏盏心灯，守护一次又一次被
梦想烟火照亮的自己，可以祈望可以祝福，这是平常的
幸福，也是时代的庇佑。5

铁花照亮半个天空，豫南罗山小城的居民倾城出
动。

1983年，我从百里外的乡下来县城读初中，正月
初八开学，因舍不得路费，元宵节就没有回家。打铁花
是罗山元宵节保留节目，天没黑，街上早已是人山人
海。也不知道打铁花的队伍从哪条街来，街两旁为元
宵节扎的灯笼亮了好半天，脖子都望酸了，打铁花的还
没来。终于，从北街完小那边传来锣鼓声，人群向那边
涌动。铁花打起来了，在半空中炸开。我第一次看打
铁花，心想铁花落在头上烫人咋办？可那些人不怕，还
使劲往前挤。这样跟着人潮跑不是办法，看不清铁花
是如何打的。于是，我在远处找个地势很高的门市部，
靠着窗外铁栏杆观看等待。

长长的队伍洪水般漫过来。最前头是两只漂亮的
舞狮，人们只给狮子驱赶出一小片空地，舞狮人空有一
身武艺无处施展。后面是一张一合彩绸扎就的河蚌，
然后是拿着破扇子的大头罗汉和五彩旱船，担旱船的
走得妖娆，那是男扮女装的粗壮“小媳妇儿”，以及旁边
瘦高戴礼帽的撑船大叔。那时我在生活中见到的人多
是粗服乱头，看河蚌中化妆的鲜衣美女，觉得仙女就该
是这样子的。

熬铁水的炉子抬过来了，它走一段停一下。我两
只手死死扯着铁栏杆，才不至于被挤倒。哦，看清了，
一个青筋暴露的赤膊老男人，棉裤上系根暗红色老腰
带，舀一勺赤红铁水，一泼，对面另一赤膊壮汉用木板
使劲往空中击打，配合默契，一气呵成。满天的火树银
花，绚烂至极。瀑泄着，星舞着，金花开着，火雨落着。
铁水的暴风骤雨，我使劲缩着脖子，但铁花落下来，确
实不烫。打铁花者用神奇的双手，把液体的铁，浇灌培
植，绽放到天幕。铁的梦幻和灵魂，喷薄而出。多年
后，听说那一帮打铁花的老人陆续去世。世间再没人
能打出那么美那么震撼的铁花了。

我家所在的村子，元宵节前后，经常是雨雪天气，
很远的地方传来舞狮队锣鼓声，我们循着声音在田野
里奔跑，奔跑在泥泞田埂上，鞋上沾满泥巴，恨不得有
八斤重。激越的锣鼓，在冬天树林广阔、炊烟宁静的田
野上召唤着我们，翻过一座山岗，我们跑到喉咙冒烟心
口发疼，大口呼着白气。我们跟在舞狮队后边，从一个
村子追到另一个村子，一跑一天，也不吃饭。

舞狮队快到我们村子时，远远地，父亲已在村头放
起二踢脚，罗山方言叫它“两响”，咚、哒，表达
着高远的热情。父亲是拿工资的乡村教师，每
次都是他第一个出来放炮，一直放到舞狮队进

村到各家各户表演。每到一家大门口，户主都要在门
前燃放一条挂鞭，热烈的狮子能带来幸福吉祥和红火
的财运，谁不喜欢呢？

村民有的早早在堂屋摆好方桌和板凳，有的在高高
门楼前吊起用红纸包好的“封子”，封子里一般包糖果或
香烟。狮子玩方桌有讲究，老年人一般是看狮子在方桌
板凳上下腾挪和喊彩人的门道。小孩子是跑着看热闹。
舞狮队的喊彩人有真学问，还接地气，他要根据每家每户
具体情况，现场编一段吉祥祝福和彩头喊唱出来。锣鼓
点儿的节奏，喊彩的起承转合如京剧唱段儿，有固定行腔
和格式。对我来讲，如果有乡音，那就是用罗山地道方
言，喊彩和唱皮影戏的长腔儿。它早已浸透骨髓，那是我
血液中的河流，没有人知道它的幽微与宽阔。

元宵节正赶上我们村逢集，街上摩肩接踵水泄不
通，都是带家人孩子来看玩狮子的。一条街，被踩得稀
泥巴黑水长流。大人心情好，孩子趁机可买两根甘蔗
或几盒摔炮儿。舞狮队喜欢元宵节在街上舞狮，街上
做生意的，包的“封子”要比村里人家更丰厚。每年，小
街上的两家国营单位供销社和粮店，它们门前的舞狮
都是重头戏。粮店，实际上是粮管所加粮库，大门高大
气派，是20世纪 80年代初小街上最豪华的建筑，大门
上方高高吊着红彤彤沉甸甸的“封子”，里面除了香烟，
还有几张崭新的十元大钞。每年都是刘湾的几个老年
舞狮高手，艺高人胆大，才敢来摘这个“封子”。舞狮队
几个人边舞边叠起罗汉，外加狮嘴里伸出的一段铁丝
钩子，才能艰难摘下这重礼。我看得屏息凝神又胆战
心惊，惊险时吓得捂住眼睛。

听说邻县苏河镇的舞龙又长又好看，有一年，生产
队的几个大孩子带着我们几个跟屁虫走三十多里路，
元宵节夜晚，去苏河看舞龙。

月光下，沙石马路边小山上，依稀有未融化的雪
团，我们扛着棉袄，走得满头大汗。远远听见敲锣声，
可以望见小镇灯火了。等我们跑到地方，舞龙已结束
了。我哭得直跺脚。大孩子埋怨说就怪我们走得慢，
下次打死也不带我们了。舞龙队，用木棍高高举着威
武的龙头和长长的龙身，打着一串火把，漫延在田埂
上。不知道他们要去哪里，我们只是跟在队伍后面，一
直走啊走。高亢激昂的锣鼓声，仿佛是叫醒春天和大
地的惊雷，蜿蜒的火龙，是夜空深处不灭的闪电。

很多年过去了，无论黑夜如何漫过我的头顶，故乡
那随着田埂弯弯曲曲的火龙，一直是我取之不尽的梦
幻，是我童年的火焰与惊雷。5

元宵节来了，雪花洋洋洒洒，花灯
都花枝招展着。锅里煮了元宵，香气四
溢。母亲点燃了灶火，笑意盈盈。日子
由深及浅，春天从元宵节渐次灿烂，阳
光也一点点明媚起来。

我喜欢躲在唐诗宋词里，品尝元宵
节的况味。

好一座灯火辉煌的长安城。“千门
开锁万灯明，正月中旬动地京”。适逢
盛世，长安城灯取消宵禁，要放三夜花
灯，取名“放夜”。全国各地慕名前来观
灯的男女络绎不绝，长安城空前繁荣。
灯是一座伟大城市的文化符号。无论
男女老少，贵贱贫富，“新正圆月夜，犹
重看灯时。”就连皇帝也不再待在皇宫
内苑里，而是跑到长安城大街上与民同
乐。唐睿宗喜欢观灯，先天二年（713
年）元宵节期间，他“作灯轮高二十丈，
衣以锦绮，饰以金玉，燃五万盏灯，簇之
如花树”，十分壮观。唐玄宗时期更花
样翻新，他在上阳宫建造了灯楼，“高一
百五十尺，悬珠玉金银”，巧夺天工。

时光荏苒来到了宋朝。宋朝物阜
民丰，元宵节比春节还热闹。《水浒传》
里写了三次元宵节，从民间到宫廷，从
清风寨到汴梁城，多层次展示了不同阶
层过元宵节的场景。施耐庵最喜欢的
节日可能是元宵节，整部书里，最喜庆
温暖的部分，是对元宵节的描写。双方
搁置仇恨，暂获岁月静好人间太平。

说到元宵节，还想起宋徽宗，这个太平天子觉得五
天放灯时间不够过瘾，干脆从腊月初一就开始放灯，时
间长达48天。这番作为因耗费民脂民膏，被时人讥讽
为“奈吾皇，不待元宵景色来到。只恐后月，阴晴未
保”。“金吾不禁夜，玉漏莫相催”。

宋代放灯时节，取消宵禁，百姓倾城而出、通宵游
玩，平民家女子可抛头露面，官宦家女眷出门就费劲得
多，为防范街上人挨人挤，她们会用绢段或布匹扯作长
圈围着自己，把外面的人隔绝开，这叫作“紫丝步障”或

“锦步障”。“锦步障”中的官家女子，更诱人遐想了。
我更喜欢在元宵节夜里，一个人绕村子感受团圆

的氛围。
虽然立春了，空气照样寒冷，我裹着围巾，只留两

只眼睛在外面观瞧。我们村在豫北地区，各色花灯在
风中等候路人光临，如遇飘雪，更有一番别致况味。灯
躲在灯笼里想心事，雪花肆意飞舞，雪绕着灯徘徊，有
些不知趣的雪落在灯笼边上，热与冷交织，发出轻微声
响，好像母亲在厨房炒菜的声音。大街上虽寒冷，却照
样人流如织，小孩子竞相追逐嬉闹，大人们点燃起一处
篝火，围在一起尽情诉说着好生活。灯笼的红，篝火的
红，路灯的红，红衣的红，处处是红色，是吉祥，是和谐，
是美好。雪花轻舞，银装素裹，某家庭院前一株风华正
茂的寒梅开在元宵节夜里，璀璨。哪家院子里有说笑
声，锅碗瓢盆轻微作响，人间烟火最是诱人。有元宵的
味道吸入鼻孔，更有饺子的香味交织。雪停了，月亮出
来了，这是农历新年后的第一个月圆之夜，我看到了月
宫里面，嫦娥抱着玉兔，举止温柔优雅，月中桂树，更青
翠挺拔。

每逢元宵节前，我的祖母会用好几天时间制作花
灯，她心灵手巧，少年时曾参加过省城组织的花灯培训
班，她制作的花灯曾名动怀庆府。花灯制作工艺复杂，
须经过选料裁料、扎灯架、剪刻绘制图案、裱糊四道工
序。所用竹料为两年以上的毛竹，纸张选用红、白、金、
黄、绿色纸。祖母会根据花灯大小尺寸裁料，其后经火
熏、扎架、糊纸等步骤。花灯为六格圆形灯，上下结构，
中间分出多层，“满堂富贵”“恭贺新禧”“状元及第”“子
孙满堂”等题材的贴纸裱糊在灯的表面。

元宵节要吃元宵。元宵馅儿可以有白糖、玫瑰、芝
麻、豆沙、核桃仁、果仁、枣泥等，可汤煮、油炸、蒸食，有
团圆美满之意。母亲最擅长包元宵。把糯米淘洗后放
水盆里泡涨，按水、米的适当比例，用勺子一勺勺倒入
石磨内，随着磨盘转动，白色糯米浆从石磨缝里慢慢流
淌，流进石磨下的桶里。母亲说，石磨得慢慢推，磨出
的米浆才细滑，做成汤圆后，煮出的汤色才清亮。母亲
用布口袋把米浆吊起把水沥干，放盆里揉匀成糯米粉
团。然后炒花生炒芝麻，砸核桃煮绿豆，加入白糖、桂
花等制成馅心，母亲用手拿起一团糯米粉，用手指边捏
边旋转着，变戏法似的捏成元宵皮，包上馅料，用手捏
拢搓圆，一个白白胖胖小元宵就做好了。

豫北有元宵节放孔明灯的习俗。一团火，在红艳
艳纸的包裹中，熊熊燃烧。火，驱逐黑暗的精灵，将陷
于绝望者引领向光明。温暖，拥抱全身，让冬夜不再严
寒。孔明灯，自由向上飞，摇晃中，有若隐若现火的窜
动。纸包着火一旦实现，就是火与纸的腾飞，在黑夜幕
布下，那点点的火，如闪动的星，渐渐缩小变换。是纸
带着火向上？还是火推动纸飞升？

元宵猜灯谜是必不可少的游戏。我们村的猜灯谜
活动通常与唱大戏一起进行，台上人粉墨登场、且歌且
舞，台下人对着灯谜疑惑不解，抓耳挠腮。旁边卖糖葫
芦者也欣然挤在灯谜前。猜中一个后，兴奋地拿起两
三串糖葫芦送人。

元宵节，注定是一场缤纷和繁华，在这样璀璨夺目
的上元夜里，我们一年年长大了。5

童年时代猜过一个谜：啥可
以装满一间屋？不是粮食，也不
是金子。

年来了，元宵节近了，走在
小区里，已有物业所挂的灯笼灯
光在闪烁。

朦胧里，出现在我记忆里
的，是我童年在故乡小村挑灯笼
的情形。小女孩挑秀气的花灯
笼，秫秸秆扎框，糊上细白透明
的纸，四面纸上以彩笔描了兰
花，画了蝴蝶，绘了牡丹，点了蜻
蜓，印了荷叶，染了荷花，这样的
灯笼，像可爱的小姑娘一样清秀
美好，这样的灯笼好看但不经
用。乡下小男孩挑的灯笼是椭
圆形，用竹篾编圈，外面粗粗糊
一层红纸，这样的灯笼粗憨，但
结实耐用，还耐“碰”。

我的家乡有碰灯笼的习俗，
像端午碰鸡蛋一样。每到灯节
时，小孩子点亮灯笼底座上的小
蜡烛，把灯笼罩子罩好，摇摇晃
晃挑灯出门，来到村里大街上，
傍晚和更深夜色里，一朵朵光在
小巷与村街上飘啊飘，明亮闪
烁，我神气地走着，感觉小脚下
的土路跟平时不一样，仿佛云朵
做的，我美美地挑着灯笼走走
走，云朵样游走，小小的心里满

是陶醉。
走着走着，有好事大人来，让两个小孩碰灯

笼，不碰都不行，那好吧，两个小手，两个小灯
笼，两个小人，两团小光，在大人和小孩子围观
下开始碰，有时还有一只大手帮忙碰我的灯
笼。我的父母在外地，我跟着姥姥和舅舅过日
子，我没有长辈帮助，我是一个人行走的孩子，
遇见谁家大人指点着要和我碰灯笼，我只能答
应。和我碰灯笼的如果也是小女孩，我会觉得
很美好，一下、两下、三下，总会有一只灯笼先歪
了蜡烛，烛火燃起四壁灯笼纸，燃了“兰花”“牡
丹”“蜻蜓”或“美丽的蝴蝶”，终会烧了灯笼，或
两只灯笼同时烧起来，那一瞬的光芒，很灿烂，
灯笼光里，满是孩童的惊呼，又吃惊又开心。

如果遇到小男孩和我碰灯笼，我虽不情愿
也得开始碰，小女孩的花灯笼碰不过小男孩的
椭圆形灯笼，被烧了的总是花灯笼。有时，椭圆
形红灯笼会把一圈子花灯笼都烧了。花灯笼碰
烧后，我会转身回家，舅舅会再给我点只新的花
灯笼。

我把家里的花灯笼在元宵节那晚一只接一
只挑出来玩，然后不断被碰烧。待我有了一点
挑灯笼经验后，我会在天还未黑时，就向姥姥舅
舅吵吵着要挑灯笼，村里还没小孩子挑灯笼出
来，我可以自由自在地跑。有时我自己玩着玩
着，一歪一晃，或者风一吹手一抖，自己会把灯
笼烧了，有遗憾同时也会有开心。小孩子平时
弄丢了大门钥匙，都会被说两句瞪一眼，唯独在
元宵节烧了灯笼，大人还是一张平静的脸。

元宵节里，我舍不得把我所有的花灯笼都
烧掉。可它元宵节不烧，留着也没啥用了。有
一年，我实在喜欢，就留了只花灯笼，之后再没
机会挑着玩，眼瞅着它落满蜘蛛网和灰尘，不知
被猫抓了还是被粮食袋压蹭了，歪歪扭扭缩成
一坨，模样尽毁，被姥姥扔掉了。姥姥还叨唠，
仔细个啥？那会儿不舍得，这会儿也是糟蹋，还
不如挑着烧了。

乡村的灯笼没有尘世的味道，在我的记忆
里，它始终是清澈的。

到了读小学的年纪，爸妈把我接到小城里，
小城里到处是电灯的光，我没法再挑乡下的花
灯笼。我在城里看灯展，大街上人山人海，我和
小伙伴相约在人群里看灯。夜深人静时，我也
和家人走上空荡街头在天地间看灯。同时看到
小城的另一面，感悟到一些自己表达不出的意
蕴。

你知道什么可以装满一间屋吗？是光，是
灯光。

灯光可以照亮心，照亮人。每颗心和每个
人，也都可以成为灯光，明亮人间，温暖世界。

童年时挑过的灯笼，少年时看过的灯展，一
路行来所遇的灯和光，如今一起变成了满天星
斗……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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