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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对于年，有着浓浓的情

结。

王安石在《元日》中说：“爆竹声

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千门万

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中国

年，是“霹雳啪啦”的爆竹声；是春风

缓缓吹动，迎来春日；是人们在除夕

时更换春联，祈祷健康富足。

中国年，在红彤彤的灯笼里。喜

欢在过年时，行走在江南的小巷，白

墙黛瓦间，一只只红灯笼照亮青石板

路。古老的雕花窗棂散发着优雅的

美感，窗棂上雕刻着精美的花，细节

之处都别具匠心。中国年，就是要这

样红红火火，到处是希望和美好。

中国年里，是童声的歌谣。每到

中国年，孩子会唱起那欢快地曲调：

“小孩，小孩，你别馋，过了腊八就是

年。腊八粥，喝几天，哩哩拉拉二十

三。二十三，糖瓜粘；二十四，扫房

子；二十五，冻豆腐；二十六，去买肉；

二十七，宰公鸡；二十八，把面发；二

十九，蒸馒头；三十晚上熬一宿；初

一、初二满街走。”每每听到这些，就

是地地道道的中国年。

中国年里，最热闹的是腊月。村

子里顿时热闹起来，就像架在熊熊火

炉上的一锅香喷喷的鸡汤，噗噗地冒

着热气，一个劲地翻滚，香味随着热

气弥漫开来。人们欢喜地忙碌着，采

购是必不可少的。乡下的大姑娘、小

媳妇最盼望的就是赶年集，平日里看

起来有些萧索的小村子顿时热闹起

来，各种商品琳琅满目。人们不忘去

选个漂亮的年画或是窗花剪纸，诸如

“喜鹊登枝”“富贵有余”，或是贴上两

个笑眯眯的胖娃娃。中国年，总有这

些地地道道的中国元素。

中国年里，必有美食。除了美味

的饺子，还要做豆腐。从早到晚，村

子里的豆腐坊里都传来“吱呀吱呀”

磨豆腐的声音，空气里弥漫着豆浆的

清香。过年，也必吃年糕，煎上几块，

撒些白糖，软糯香甜，让人怎么也吃

不够。人们一边吃一边还说“吃年

糕，年年高升。”

中国年里，更有一份尊长和孝

道。大年初一，一定要为长辈拜年，

而长辈也会乐呵呵地准备好压岁

钱。中国年里讲究的是“团圆”，一家

人在一起围炉夜话，聊聊一年的得失

与收获。年，是新的开始，岁末清零，

未来可期。

中国年，是地道的中国红，红色

的中国结，红色的灯笼高高挂，人们

穿着红色的唐装。天佑中国年，祈祷

国泰民安，人民健康而富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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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不完的美味，看不完的节

目，走不完的亲戚，身上穿着漂亮

的新衣，心里隐隐期待着长辈给

的压岁钱……关于过年的记忆，

似乎总是这样，喜庆中带着热闹，

热闹中又有抚慰。

盼望过年，应该是一年之中

最幸福的等待。从腊八那一天

起，就开始掰着指头数日子。过

年总是很开心的，外出打拼的人

赶回家和亲人团聚，每个人的脸

颊上都开出幸福的花朵。

其实，过年的喜庆氛围提前

就被带动起来，腊月二十三的小

年就是一次很好的“彩排”。

吃糖瓜、放鞭炮、贴对联、扫

房子，接二连三的习俗和活动让

忙碌的人们有了一种集体感召和

归宿。

红红的春联、大大的福字闪

着亮亮的光泽，但门板上的门神

还是一如既往地透着威严，威严

中又蕴含着温暖，似乎要把家里

所有的厄运和病痛赶走，只为迎

接满满的美好。

和所有小孩一样，我最高

兴、最盼望的也是过年。甜甜的

糖果自不必说，软糯糯的年糕也

不用讲，就单单是那悠悠的腊味

香，就足以让我那颗小小的心为

之触动。年关将近，腊肉的香味

也无处不在招摇，柴而不瘦是它

的本味，晶莹剔透是它给人的惊

艳，倘若刀功不错，切下一小片

来解馋，定会发现那细致的纹

理，年的温馨就是被这样的风味

点缀的。

除夕夜，一家人的其乐融融，

也是过年中的一道暖心景致。包

饺子、看春晚、放烟花，围坐在小

火盆边，听长辈们讲那些过去的

故事，还有熬着夜也一定要等到

的小礼物，一个个红包、一件件新

衣都是爱的传递和表达。

对了，我们家过除夕夜还有

有一个小活动，写年终总结和分

享心得体会，总结过去的优点与

不足，然后憧憬来年继续努力。

大年初一最幸福的事情，便

是去外婆家拜年。这对于出门很

少的我来说，无疑是最盼望的，穿

上妈妈买的新衣，做一小番打扮，

这时候父亲总会在旁叮嘱，去了

外婆家该说哪些祝福的话。而我

心里已经不需要打草稿了，因为

小时候我常住外婆家，因此，以一

种最虔敬的心问候长辈便是最好

的尽孝。当然，礼品也是必要的，

不过，这通常是爸妈准备的，这天

对我来说，最重要的事就是负责

开心，只要我不调皮，对爸妈而言

就是最欣慰的。

“昨夜斗回北，今朝岁起东。”

恍恍惚惚之中，旧年去了，新年到

了，就让我们带着一颗美好的心，

带着爱与希望从新春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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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乡过年有一风俗，即大年

初一吃罢早饭后，村中但凡能走

动的人，尤其是小孩子们，都要挨

家挨户去给长辈们拜年。

我们拜年，并不只是拜亲眷，

而是整个村的人家都要拜。这一

天，大人们会带小孩子早早起床，

教他们尊老爱幼。这一天，每个

人的心情似乎都很好，开心愉悦，

落落大方。往日因小事产生过矛

盾的人家，也会借拜年问好之机

相互消去前嫌……这一天，村子

里热热闹闹。

这个欢天喜地的日子，是在

爆竹声中开启的。古书中说，初

一庭前的爆竹，是用来辟山臊恶

鬼的。然而，我乡人却常将其看

作幸福的起点。

“听，这是谁家？都已经开始

放鞭炮了。”记忆中，妈妈经常一

边这样说着，一边叫我们起床。

乡人们崇尚勤劳，认为勤劳

能带来幸福，而勤劳的一个表现

即是早起。于是，大年初一的爆

竹声就有了意味，它意味着这家

人的勤劳程度。为此，长辈们也

常教导我们，新年要早起，不能让

叫。这是让我们获取勤劳能力的

机会，故而不管天多冷，我们都会

努力起床，然后放鞭炮。

大年初一的早饭是饺子。吃

罢饺子后，年轻人及小孩儿们就

要出门拜年了。先给自家长辈

拜，拜完后，再去村里拜。

在村中，我家辈分最低，故而

母亲也年年出去给人拜年。

母亲对拜年的重视程度，不

亚于登台表演。这天，她会花上

一些时间，认真地把自己打扮一

番才出门。母亲有一头乌黑亮丽

的自然卷发，她会借助发乳将其

理出漂亮的波浪纹状。发型弄好

之后，她还会系上一条红色花纹

的丝巾。

开始拜年了，喜欢文艺的母

亲又表现得异常活跃，称呼人用

甜腻的叠词，吉祥话、祝福语一句

接一句，这在我们那个含蓄内敛

的村庄里显得很是突兀。

每当此时，我都会觉得尴尬，

常远远地躲在人后，等母亲说完

了再探出头来。然而不知怎么

的，那些长辈们似乎很喜欢她的

吉祥话，常常感动到会去拥抱

她。如此一来，我倒有些不自在

了，自感像个榆木疙瘩。

我和母亲，从性格到生活习

惯，无一相似处。这众多的不同，

足以证明我的叛逆。我们很多

人，其实都在逆着本体向外生长，

想变得和父母不一样，和村里人

不一样，甚至，想从原生家庭、原

生地出逃，去往远方。

那些年，我其实一点儿都不

喜过年，嫌它有太多的繁章缛节，

太多无用的寒暄……多年后，当

我真正懂得一些什么的时候，这

才发现，那时的年其实是最好的

年，和谐、热闹、快乐……不禁有

些想念，想念和母亲一起拜年的

情形，甚至觉得那时的母亲是如

此的美丽可爱。她那样做，其实

是在教我们社交，可我终究是没

有学会。

如今，天堂的风已将母亲带

走了。但我依然喜欢回乡，回到

我灵魂的襁褓里。不管拜不拜

年，只觉在那里呆着，就很好。

后来，父亲又成了个家。有

一年春节，他对我说：“人家说出

门的闺女，不兴在娘家过年。”听

到此，我怔了一下，内心感到一阵

刺痛。我对他说：“你们尽管去拜

年吧，我躲起来就是了。”也就在

这天下午，有关疫情的消息开始

蔓延，高速甚至也面临关闭。我

借此机会，迅速离开了家。随后

两年，因为疫情，也没再回去过。

在城市，我得到了向往的年，

安静且丰富，和谐而美好，但在某

些时候，还是会想到从前热热闹

闹的年，想起母亲，想起我曾经温

暖的家。

年，其实就是要在一个最温

暖、最像家、最令人舒服的地方

过。对一个人来说，有父母在的

家其实就是这样一个地方。以我

的性格，我是完全不把这些陈规

烂俗当回事儿的，但却不忍父亲

有什么烦扰，所以，我决定遵守这

个规矩。

后来，大概分离得太久了，父

亲也会主动给我打电话诉说思念

……这让我很是欣慰。其实，不

管发生什么，我会一如既往地爱

他，有些情感，无法改变，尤其父

母。

有人说，过往不念。在我觉

得，过往当念，念了，才能更深地

懂得岁月，从而去珍惜它。

华美的锦年，一个接一个地

过着，时间久了，上面也会落上尘

霜。它需要我们用爱，用宽容将

其一遍一遍地拭擦，用吉祥话、祝

福语将其一遍一遍地修饰。每个

人，都可以在自己的故乡过年，和

父母一起过年，不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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邻居老马在小院里歪脖子的老

槐树上，挂晒着香肠腊肉及腌制的

鸡鸭鹅等。他还在咸货中间挂了个

大红的中国结。阳光很好，这些咸货

在金色的阳光中，发出耀眼的光芒。

隔天我又路过，见老马用香肠腊

肉和腌制的鸡鸭鹅在树上进行上下

组合搭配，拼成“年味”两个大字，猪

头挂在中间，中国结就贴在猪头上，

红色顿时让院子有了年味。

腊味巧变年画，挂在老槐树上，

我夸老马手巧。他听完乐呵呵地说，

大家说年味越来越淡了，我把咸货组

挂成“年味”两个字，就是让路过的人

感受年味。

歪脖子的老槐树经老马这么上

下一组挂，立马有了年味。我置身其

中，心情也愉悦起来。老马打开话匣

子：“前几年随儿子搬到城里住，每到

过年，孩子们都说找不到年味，我想

何不用过年腌制的咸货，让年味浓起

来。”

站在院外朝树上一瞧，老马的这

组创意就像一幅山水画挂在树上。

老伴说他闲得没事，弄这些干吗？有

那力气还不如拖拖地板，养养花。可

老马说，在树上把腊味挂成一幅画也

是劳动，既动手又动脑，在院外瞅一

眼自己的杰作，感觉很棒。

老马在树上把腊味挂成一幅画，

吸引了美术学院的一群学生，他们背

着画夹，跑到老马院前作画，还称赞

他有艺术细胞。老马开心得像个孩

子，眯着眼睛，甜甜地笑。小区的居

民也跑过来看热闹，称赞老马有文

化。

很快，小区的人们也染上了老马

这个“毛病”。他们在院子里把过年

的食材进行组图大晒：南方的、北方

的、东部的、西部的。东南西北，四面

八方，各种各样的腊味组成一幅幅好

看的年画。还别说，每天一家人坐在

桌前吃饭时，单看院中挂晒的这些

“年画”，心里就多了点喜悦和期盼。

我也学老马，把老家亲朋好友送

的六七块猪肉和一个猪头，两条鱼腌

制起来，等上几天，再趁阳光灿烂的

日子，将它们用红布穿起，挂到靠阳

台的香樟上。上班时，我总要抬头瞧

瞧，猪头向上，几块猪肉挂在猪头下

面，就像一头跑到树上的猪。就这样

每天看着看着，心也越来越安定，想

来此心安处即是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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