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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妇主中馈，这是中国延续了几千年的传
统。即便“男主外，女主内”的家庭模式早已过
时，照料一家老小的茶饭，仍是主妇的职责，同时
还是大多数人内心的认同。无论多么青春靓丽
的女子，无论你在专业领域有多骄人的成就，一
旦为人妇为人母，总要将大好时光分些到灶头，
日复一日为家人操持美味饭菜中，渐渐炮制出

“妈妈的味道”。
妈妈的味道，是家宴的味道，春节的味道；是

孩童味蕾最初的记忆，也是远方游子舌尖上的牵
挂。春节，与其说是千门万户阖家团圆的日子，
毋宁说是妈妈们一年中最辛苦也最有成就感的
日子。也许是婆媳妯娌通力合作，也许是母女姐
妹密切配合，除夕之夜，当冷盘、热菜、汤羹、甜点
从厨房被端上团圆的饭桌，妈妈们额头的汗珠，
流到嘴里，也是甜的。

记忆中，30年前我家的春节，年夜饭就是这
样一桌“妈妈们”共同操办的盛宴。一入腊月，奶
奶开始给我妈和我婶婶列采买清单：鸡鸭务必鲜
活，必须本地散养；牛羊肉要看品种肉色和肉质，
分部位分段购买；海鲜干货类等，要早点到国营

食品公司排队；葱姜蒜芫荽韭菜等
作料，也要分门别类买好放好。房
檐下腊肉腊肠腊鱼挂起来了，平时
不大用得着的大号砂锅、铁镬架起
来了，方桌和大号圆桌面也准备好
了，走廊里多了两只应急的小煤球
炉子，以备炸油货、烧热水时灶头不
够用。

我妈和婶婶虽是采购清洗的主
力，但确定年夜饭的菜式、调鼎镬之
味时，她俩还得不时从厨房进到里
屋，向我奶奶汇报。金钱肚卤多久
才香软又有嚼劲？凉拌粉丝里是加
菠菜好还是胡萝卜丝好？牛肉炒冬
笋切丝炒还是切片炒好？那时候没
有度娘可问，也没有一堆APP提供
菜谱，火候咋掌握，咸淡咋调和，全
凭执掌灶头几十年的婆婆用经验和
智慧带家人向完美靠拢。每家的年
夜饭有每家的味道，每家年夜饭的
味道，就在油盐酱醋的口传心授间，
完成了美味的接力和传统的延续。

30 年前一大家子十几口人享
用的八凉十热年夜饭，是奶奶版的

“妈妈的味道”。我到现在还记得
卤金钱肚的浓郁筋道、荸荠炒土鸡
的鲜爽入味、板栗炖老鸭的软烂香
糯……20 世纪 90 年代，物质生活
已相当丰富。我们几个平时就吃得
肚皮滚圆的小孩，年夜饭桌上依然
筷如雨落。为这顿饭准备多时的奶
奶、妈妈、婶婶露出些许疲态，但看
到一家人吃得这么香，脸上又都是
欣慰和满足。

10年前，我妈成了年夜饭的总
指挥。菜单做了微调，加进了几个
她的拿手菜，但奶奶做的醋蒸鱼、冬
笋炒牛肉等，依然是保留节目。醋

蒸鱼是道风味别具的凉菜，油香与醋酸浸入鱼肉
中，鱼肉因水分蒸发愈发紧致。吃完饭若这道菜
有剩，大表弟是要打包带走的，用他的话说，是“配
个米饭，一秒回到小时候”。

都不愿意长大，却也在光阴的匆匆流逝中接
过了美味的接力棒，开始复刻起上一辈手艺来。
今年的年夜饭，我已提早自告奋勇做主力，一是展
示下我的厨艺，也想借机把妈妈和奶奶的经典菜
再试练一下。

今年年夜饭我拟好的菜单更丰富了。鱼丸蒸
蛋饺、梅菜扣肉是奶奶的味道，红烧带皮羊
肉、排骨炖粉藕是妈妈的味道，秘制罗氏
虾、避风塘梭子蟹是我在下厨软件上学会
的拿手菜。这几年冷链物流越来越发
达，让身居中原的我们，能方便地买到鲜
活海产品。尤其是郑州融入“一带一路”
建设后，作为国际航空货运枢纽的地位
日益提升，来自世界各地的水果、肉
类、海鲜，丰富了我家平时
的餐桌，也使年夜饭的材
料有了更多选择。

妈妈把奶奶的菜式
传给了我，我也会把妈
妈的菜式再往下传，用
美食做一条丝线，系在
孩子的味蕾上。我相
信，只要有妈妈的味道
在，走得再远的游子，也
会惦记在这个一年中最
重要的日子回家。因为
在这场美味的接力赛
中，在除夕的年夜饭中，
始终不缺一味最好的调
料，那就是爱。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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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俗称过年，是中华民族最隆重的一个
传统节日，是人们的情感得以释放，心理诉求
得以满足的重要载体，更是欢乐祥和、亲人团
聚的美好时日。

早在汉武帝太初元年，就采用“太初历”，
规定以孟春正月为岁首。旧年的三十和新年
初一，是一年中最重要的日子。无论是从《岁
时广记》一类野史，还是《诗经》等文学作品中，
无不反映出人们对春节年俗的高度重视和隆
重庆贺：祭祀神灵、拜祭祖先、除旧布新、迎喜
接福、祈求丰年……不仅孩子们天天盼过年，
能够吃好饭，穿新衣，放鞭炮，还可得到大人给
的一点儿压岁钱；就是大人们也在暗暗盼望
着，过年可以闲下来走亲访友，大家相聚一起，
热热闹闹痛痛快快地疯玩几天。因为过年，人
们一下子比平日宽厚友好许多，住院的病人但
凡能坚持的大都要出院回家，心里有疙瘩互不
说话的人家，也不再计较会搭腔和好，纵使天
涯海角的游子，也要想办法克服困难回家与亲
人团圆守岁。年的氛围中，亲情、友情、乡情早
已浓得化不开了。

按照习俗，从腊月初八吃“腊八粥”拉开过
年序幕始，直到正月十七，这段时间统称过
年。而在我山深林密的故乡，农人们所说的过
年从时间上要更长一些，一进入腊月，家家户
户就开始“备年”了。俗话说，穷日子，富年
下。村人将过年当作一件大事情，他们陆续采
办年货的同时，各种禁忌也随之而来：大腊月
不许搬家，不能到别人家哭泣，不可打破碗碟
盆罐，不要给主家送药罐子，不准说兆头不好
不吉利的话，不让吃泡馍烧馍等，因为这关系
到一家人的彩头和来年运势。

农人爱说干冬湿年下。家乡那些年，我们
大都在腊月二十六这天拥军，而这天多是飞雪
满天，大队领导带领我们宣传队和各生产队代
表一起，带上早就备好的物品去梨沟慰问军
属。军嫂对大家非常热情，拿出栗子、核桃、柿
饼、红枣给我们吃。我们像在舞台上一样认真
郑重，为她一个人敲锣打鼓拉弦子演唱《看见
你们格外亲》《英雄赞歌》等节目，那种郑重、卖
力和热闹，让整个梨沟都沸腾了！雪花飞舞
中，门上“光荣军属”牌上四个红色大字分明是

盛开的花朵，明艳而温丽……
我对这最可爱的人艳羡不已，我那时最大的愿望就是想当

兵。
如果说中秋是月亮的节日，那在我老家习俗中，太阳的节日

应该是每年的大年三十。不知从哪朝哪代起，这一带山乡有个令
人深感温馨神圣的风俗沿袭至今：百里山乡同俗，每逢大年三十
这天，人、牛不再干活要好好歇一天，村人还特别心疼太阳，让太
阳也得以休憩。这一天，他们不在户外晾晒衣服被褥等一应物
什，庄户人家为过年特意洗干净的毛巾、枕套、床单等，即便再潮
湿，也只会在屋里燃起干柴和木炭一件件烘烤，决不放到太阳下
晾晒。

山民们喜欢称太阳为“老阳儿”。他们说，老阳儿每天起早摸
黑，东升西落，忙累得腿快跑断了，奔波劳碌了一整年，让它好
好歇息恢复一下，来年的添人进丁、庄稼收成、禽畜兴旺、林果
丰收……样样都还得指望着老阳儿呢。人更不用说了，更需要老
阳儿照着暖着才会身强骨壮，要是把老阳儿用过劲儿，让它劳累
坏了，农家的日子还怎么过？

千百年来，山民们自觉遵循这一习俗，从未见谁违反过。在
这偏远的大深山，和村人朝夕相伴的是日月星辰、是苍岩群山、是
树木河流、是鸟兽虫鱼……一天到晚把日子照暖照亮的唯有太
阳！农人们与太阳的感情非同寻常，说太阳与山民们身心相连一
点儿也不为过。曾经，几位诗人到深山采风，他们被这一习俗惊
异感动到在诗句中泪奔！他们说，山民们对太阳的心疼和关爱，
正是天人合一的具体体现……太阳就是山民们的亲人，它暖着他
们，他们心里也暖着它。

一夜连双岁，五更分两年。每年的正月初一这天，家乡的农
人们一大早就起来，他们敬过祖宗，吃了饺子后，都纷纷忙碌着
将自己房前屋后的果树都绑上红布条儿或红绳子，他们把这叫
作“新年嫁树”。按照此地流传下来的风俗，绑了红布条儿或红
绳子的果树，就是将它们“嫁”出去了，既然出嫁了，就要多子多
福，也就是多结果实。想望中，当年的果树结的果实就会格外大
而且稠。

山风一吹，一树树红布条儿或红绳子流苏般飘
荡，仿佛是起舞弄影，翩跹远去。从村里走出去的一
位作家回来过年，抚摸着红布条儿和红绳子激动不
已，说它们是果树的头发，是果树的胡子，是果树的
飘带，是果树的翅膀，末了，又说是果树坐的轿帘
子。后面这句话，说到村人心坎里了，他们笑着想，
这样才对着哩，还是咱的新年嫁树有道理，要是果树
不“出嫁”，哪来的轿帘子？山民们一波波的笑声灌
满了山谷，向山外溢荡……

岁月不居，时节如流。现在一年四季都吃得好，
穿得舒心，可以说天天在过年。加之交通便利，通信
工具发达，看春晚，刷手机，微信拜年，没有了美食和
新衣的诱惑，少了燃放烟花爆竹的氛围，仪式感弱
化，确实少了些过年的乐趣和兴致。然而，年是时间
的节点，是人们忙碌紧张之余的放松，是文化的狂

欢，大团圆毕竟是中国人忠孝哲学的终极理想，它
支撑着人们的希冀与跋涉，“过年”，已深深镌刻

在国人骨子里，那种喜庆祥和的团聚，那
种为来年蓄积力量以获取更大丰收
的祈愿和期盼，那种对民族传统道德
精神的传承，让年永远充满不可替代
的特质和意义……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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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要问在故乡过年，什么才能称得上
是年的一道令人兴奋和激动的风景？我觉
得，就是大年初一那或璀璨或隐约的万家灯
火了。

这耀眼的灯火从大年初一五更时分开始
燃起。这道独特的风景不知是否我的故乡独
有，不知它的最初起源，但从我童年直至现

在，大年初一早起燃旺火、挂灯
笼、放鞭炮，已延续了五十多年。
尽管大年三十守岁习俗在故乡也
有，实际上只是说说而已，无论大
人小孩，能守到子夜时分就不错
了。放弃守岁，是为了五更时分
的早起，燃旺火、挂灯笼、放鞭
炮。是时，不管天落着雪或刮着
微风，抑或下着冰冷的细雨，夜色
依然如披着厚重的幕布般漆黑。
我和妹妹、二哥被父亲从香甜的
睡梦中唤醒，眨眼间就兴奋起来，
床头放着的是母亲劳累一个冬月
做成的新衣，床下放着的是姐姐
一边晒着太阳、一边纳着针脚细
密的鞋底制成的新棉鞋。穿它们
自是欢喜，我们的小手伸到枕头
底下，触摸到压岁钱的那一刻，欢
喜一时洋溢全身。

洗罢脸，迷糊的眼睛顿时清
亮起来。父亲先是叫我们拿过扫
把，就着淡淡雪光在院子里扫出
一条小路，再扫出一块空地。雪
还在纷纷扬扬地下着。瑞雪兆
丰年，庄稼人极想看到过年下雪
且越大越好。我和妹妹从西厢
房搬出玉米棒子芯、木柴和麦
秸，堆放在空地里，我俩像搭积
木似的将玉米棒子芯搭成小塔，
围绕小塔用木柴搭成大塔。大塔
套小塔，接近两尺高，这是父亲教
会我们的。父亲手扶木梯，
看着二哥上到迎街门

而栽的石榴树上，将里面插着点燃
红烛的几只红灯笼挂在光秃秃的
树枝上。

“点火！”父亲见红灯
笼随着时疾时徐的
北风，沐浴着盈盈雪
花，于暗夜里摇
晃放光，就大
声对我俩说。

我 和
妹妹赶紧
躲到西厢
房 墙 角 。
妹 妹 划 着
火 柴 小 心 翼
翼点燃我手中握
着的那把麦秸。麦秸
缓缓而燃，传出不细
听就听不到的轻微爆裂
声。我走到“双层塔”前，顺
着玉米棒子芯塔顶留下的朝天
小孔，把跳动着火苗的麦秸塞进去。
愈烧愈旺的麦秸，引燃同样易点着的
玉米棒子芯。玉米棒子芯愈烧愈旺，引
燃罩在它外面的木塔……两三尺高的火焰
冲天而起。火舌借助风势，扭动着身子仿佛在
黑夜里曼舞，把整座院子映照得通红、透亮，映
照到天空上去。

再抬头看那挂在石榴树枝儿上的几只红灯
笼，能清晰地看到它们正被雪花包裹。细碎零
乱的雪被灯光映照着，现出隐隐约约的红。待
它们飘落到灯笼下方又似柳絮，影影绰绰，突然
消失在夜色里。飞舞到旺火上空的雪花，一瞬
间汽化在腾腾而燃的烈焰中。

地上，火焰炯炯；空中，灯笼摇曳。地上，北
风徐徐；空中，瑞雪飘飘。灯火映天，小院子不
仅荡漾着暖意，充满生机和活力，且这一明一
暗、一动一静，还营造出诗的意境。母亲和姐姐
挤到屋门口，隔门观火。我们都陶醉在迷人的
火焰和灯光之中。读过私塾的父亲更激动，他
喃喃而语：“挂灯笼、燃旺火，气象万千、气象万
千哪！”

不约而同，整个村子家家户户的旺火都点
燃了起来。挂在自家院内或大门口树上的红灯
笼，也在风中摇啊摇的，摇出一天暗红色彩云。
传说中的“年”，其实是种鬼怪，据说它怕火光、
怕红色、怕炸响。燃旺火、挂灯笼、放鞭炮，正是
驱鬼神迎瑞气。

万家灯火，终是映红了整个村庄上空的天
宇。刚才还是黑黢黢的天空，似祥云笼罩。“谁家
的旺火烧得越大、烧得越久，谁家这年肯定人丁
旺、财气旺、家运旺呢！”母亲说着老辈人们传下
来的话。母亲和姐姐准备下饺子去了。父亲和
二哥拆开鞭炮，待饺子出锅就放了它。我倚门而
立，注视着雪中还在燃烧着的旺火和随风轻盈晃
动的灯笼，幻想着“年”是否真的就被赶走了？

这一年的日子，是从我点燃
旺火那一刻开始的，我不禁又憧
憬起新的一年新的光景来。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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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说“年”是一头怪兽，为防
止它出来作祟，所以要放爆竹；同
时，除夕是一年里最后一个“晦
日”，既无月又无星，可以说是最
寒冷最黑暗的夜晚，需要有光明
才好度过。所以家里每间屋子哪
怕是柴房、茅房，都要把灯点亮，
通宵不熄，这叫“大年三十彻夜
明”。为方便孩子们出门游玩，不
知从哪年哪月开始，还要给每个
孩子准备一只灯笼。

一般人家的灯笼都是腊月里
新买的，少数困难或节俭的人家，
自己用竹篾扎一个糊上纸，让孩
子对付一宿。买来的灯笼都差不
多，长圆形或四方形，蒙着近乎透
明的淡黄的油光纸，用彩笔描画
兰草、蜡梅之类的图案，大约是一
元钱一个。有人挑着系扎在一起
的灯笼担子沿街售卖，到了年根，
街巷挤满了人，挑灯笼担者像潮
水中的小岛，被推涌着，让人担心
他的担子随时会被挤翻。

村庄里几乎每个孩子都有一
只灯笼在手，可以提着到处游走
了。每个孩子都变成了萤火虫，
自带亮儿，飞到哪里都有熠熠的
光一闪一闪。零星灯笼随意游
动，也是有的，但呼朋引伴的本
性，必定要将他们聚集于一起集
体行动，这就有了一年一度的灯
笼会。

这种集会，从小年夜就开始
了。我们那里的小年是腊月二十
四。小年是大年的序幕或者说预
演，虽然也要备年饭，请祖宗，放
鞭炮，但明显不如大年隆重。吃

完小年饭，村道上也会出现几只或十几只灯笼，
挑灯笼的男孩、女孩扎堆玩儿，终究成不了大阵
仗，大约此时不少人家还没有给孩子买来灯笼
吧。那十几只灯笼聚集一会儿，慢慢散去了。

日日盼的大年夜来临。在这期间，有人会给
孩子买来灯笼，也有自己动手扎制者，会
把灯笼扎成自己喜欢的小动物的样子。

除夕夜，对联已贴上，屋子里灯火通
明，噼噼啪啪响起一挂小鞭炮，预

示着年夜饭的开始。餐桌上全
家人团坐，举杯共饮，欢声笑

语。此时早有性急的孩
子提着灯笼跑到小伙

伴家里，等着小伙
伴用完年夜饭，
然后一起把灯
笼点亮，出去
游玩。

村 道 上 早
有 三 五 只 灯 笼

在等待、在观望。不
断有人加入。五六只、七

八只灯笼在全村游走，到尚
未出门的小伙伴家门口做无声

呼唤，到当年的生产队放置石磨、
碓宕、农具的公屋去看一看，到平时

最聚人气的村巷站一站，那里已开始
聚集人群，提着灯笼，笑语盈盈。灯笼

会正式开始，几十只灯笼凑集在一起，第一
个目的地奔赴打谷场。大家来到场上，身量高

的伙伴挑着灯笼做成“灯门”，所有人提着灯笼排
队鱼贯而入，过了“门”又绕一圈，再来一回。接
下来，就可在打谷场上玩游戏：掼纸三角、跳房
子、滚铁环，加上平时没有的项目放鞭炮，当然是
零散的小鞭炮。一般都避免剧烈运动，以免损坏
灯笼。孩子们即便很小心，还是有灯笼会不小心
歪倒，而一歪倒，里头蜡烛就把灯笼罩子燎着了，
火苗腾地冒出来，抢救也来不及，引来大家哄然
大笑。

老待在一个地方不能让小伙伴们满足，有十
几只灯笼离开，环绕村子提灯游行，接着有更多
的灯笼加入，这个活动，以女孩子居多。大家一
遍遍沿村巷穿梭，一边唱童谣，一边把脚步踏得
山响。脚步一致，把大地跺得直颤，每个人都兴
奋不已，一遍遍高声呐喊：“欢喜！欢喜！几个鸡
蛋泡炒米！”词句没有啥意义，喊出来就觉得痛
快。足音的潮水在街巷里反复回荡，少男少女脸
蛋绯红、烧得发烫，星眸灼灼闪亮，大家陶醉在这
辞旧迎新的狂欢里，平日的羞涩、矜持、迟钝都不
见了，仿佛即将领取巨大的礼包，对来日抱有莫
大希望。

提灯游行一直持续到深夜，总有人不断加
入，也有人离去。而一到新旧年交接时分，村子
里开始放起“开门鞭”，提灯人更兴奋，纷纷撵去
看。“开门鞭”比赛一样一家比一家响，爆豆般接
连不断，每家都吸引人过去看，我们这些游动的
提灯人像灵动的鱼儿般左奔右突，提灯游行无形
中结束了，各自分散开来，向鞭声刚起或最响的
地方扑，为的是欣赏鞭炮爆响的热闹，或捡一些
未爆响的鞭炮，自己放着玩。村子里鞭炮声此起
彼伏，潮水般一浪高过一浪，又重叠交响……

一只只灯笼和打灯笼者消失在放鞭炮的火
光与脆响声中，也融进大年夜衔接起
来的那无尽岁月中。5

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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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虎步匆匆，兔捣声声，谁斡春回。忆

疫情四散，千城抗击；九州蹈厉，万众驱
灾。举国同心，狂澜奋挽，击楫中流何壮
哉！经纶手，把金瓯淘洗，一扫阴霾。

征程豪迈新开。更无限风光费剪
裁。恰百年变局，复兴大任；担当有我，天
下胸怀。花发江边，雪消门外，绿水青山

纳福来。南针指，正巨轮破浪，
旗鼓云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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