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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的年，总是埋藏在记忆最深
处。新年将至，年的画面又从记忆深处
“蹦”出，心，呼哧一下插上翅膀，飞到魂
牵梦绕的故乡，咀嚼乡村年味。

记得儿时虽穷，但年味超浓。到了
腊月下旬，“忙年”气氛到了高潮。杀猪
斩羊、清出鱼塘、磨面舂米、蒸年糕、炒
糙米、做面饼……一样接着一样，忙得
不亦乐乎。随着一家家烟囱里袅袅飘
逸的白烟，人们出门就可吃上香喷喷的
大烧饼、热乎乎的蒸年糕，碰头就问：你
家今年杀猪过年了吗？鱼塘出了多少
鱼呀？有没有啊？没有就到我家拿哟，
多呐。左邻右舍，喜气洋洋，互送物
品。印象特深的就是那既喜庆又悲凉
的杀猪声：哎……一家接着一家，一声
紧似一声。还有那个热气腾腾的猪血
子，东家几块，西家几块，送出大老远
的，几乎能吃到过年。

廿四夜“送灶”，三十晚上“接灶”。
“送灶”饭自然不可放麦糁。父亲像玩
杂技似的，娴熟地将小碗里的白米饭往
空中一抛，米饭便翻了个跟头，不偏不

倚地落回小碗里，变成圆溜溜滑滴滴
的，上面外加两块粉白见方的豆腐。父
亲慎重地将小碗放到灶台顶端，然后站
在厨屋门口面向东南，双手作揖，低声
念叨着，说的是“上天言好事，下界保平
安”之类的话语。等“接灶”时，那小碗
里的饭与豆腐，早落满灰尘，黑不溜秋，
倒进河里喂鱼了。当时，我们对父亲的
浪费大惑不解。母亲私下告诉我们这
叫“送灶”，就是送灶王爷上天“说好
话”。“接灶”，就是把灶王爷请回家。记
得每年“送灶”前，母亲都找出家里所有
杂七杂八、黑不溜秋的破筷子，放进“储
笼”里，说这样上天知道我家人口多，会
给我家更多的恩赐。
“送灶”后，接着便是掸尘。父母将

能抬的家具及咸鸡腊鹅等一一“请”出
来，实在抬不出的用旧床单遮着。父亲
用旧大褂将自己裹了起来，只露出两只
眼睛，头上戴着破斗笠，手举长长的竹
竿，竿端扎一把新扫帚，认真而细致地
自里往外掸尘。那个修了又修补了又
补的草屋，灰尘异怪多，我们待在外面

清楚地听到父亲被灰尘呛得直咳嗽。
等父亲掸完尘出来时，我们都噗嗤笑开
了，说父亲是黑包公。父亲也自豪地笑
着，仿佛为自己完成一件大事而庆幸，
母亲立马端来一盆热水给父亲洗漱。

到了大年三十晚上，屋里屋外，一
尘不染。大红门联贴起来，珍贵的蜡
烛点起来，全家老少热热闹闹，围坐一
起，快快乐乐品尝母亲准备了“一年”
的年夜饭。尤其是那个幸福的什锦菜
——当地的传统年菜，里面有十多种材
料，大多是母亲自种平时收藏好的“宝
贝”。吃年夜饭第一口必须吃年菜里
的芋艿，这是“雷打不动”的规矩。寓
意来年遇贵人好人。大家兴高采烈，
举杯同饮，其乐融融。一年的疲惫与
烦恼，都在这顿年夜饭里消失殆尽！
来年的希冀与幸福都凝聚在这杯压岁
酒中！
“爆竹声中一岁除”。大年三十晚

至大年初一早晨，一直是噼里啪啦的
鞭炮声，像要捅破了天！等我们睡眼
惺忪地睁开眼，刚要开口说话，就被母
亲用大糕或果子或蜜枣等，塞住了我
们闲不住的小嘴……向祖父母磕了头，
拿了压岁钱后，三五成群，欢天喜地
地“跑年”去了，或穷追不舍跟着“玩
龙”的队伍狂奔。而大人们此时更是
客气地见面就抱拳，互道：新年快乐，
恭喜发财！或聚一起一边打牌一边唠
嗑着新年的农事……

整个乡村一片欢腾，热闹非凡！

在我们农村，年三十夜十二点要吃饺
子，这顿饭很重要，有道是“打一千，骂一
万，不能忘了三十黑夜这顿饭”。吃了饺子
就算过年了。可吃饺子前，全家要举行拜
年仪式。虽然都是一个拜字，其包含内容
是极不相同的。

给长者拜年，拜的是尊敬之年。我小
时候，白天有的村唱戏，有的村跳小车会，
家家户户贴对联、放鞭炮，气氛热烈，烘托
节日的喜庆。可到晚上，没有文化活动，大
人们有的说闲话、拉家常，有的几个人凑一
块玩小牌，消磨时光。我们小孩玩一会儿，
感到无聊，扎到炕上睡觉去了。到夜里十
二点，饺子快熟了，大人把我们叫醒，给长
者拜年。本来睡得迷迷糊糊，醒来要给爷
爷奶奶、大伯大娘等十几口拜年，连比我大
两岁的姐姐也要磕头拜年，站起来，磕下
去，一连十几个头，磕完觉得头昏头胀，但
这是对长者的尊敬之年，是中华民族的优
良传统，必须一丝不苟，认认真真地拜。

给父母拜年，拜的是感恩之年。我们
从呱呱坠地到长大成人，父母为我们吃了
多少苦，受了多少罪，数都数不清。我从杨
师分配到宁河，乘火车费要自己垫付，母亲
托人把粮食拉到乡里粮库去卖，给我凑上
20元路费；我身上穿的鞋、裤等衣裳，都是
母亲在煤油灯下一针一针缝制出来的；我生
病时，父母为我请医煎药，端水喂饭，不离左
右；我在外工作时，冬天担心我冻着，夏天怕
我热着，为我担忧。对父母的养育之恩，我
无以报答，借春节，给父母郑重其事地拜个
年，这是感谢之年，也是报答之年。

给乡亲们拜年，拜的是和谐之年。大
年初一，大人早早起来，女人们忙着做早
饭，男人忙着打扫庭院，把踩岁（碎）用的芝
麻秸秆打扫干净，以迎接群拜团伙。

群拜是自发的，三人一群，两人一伙，
自愿结合，越聚人越多，到长辈或有威望的
人家去拜年。穷人结婚晚，辈份大。我爷
爷在全村几百口人中也是爷爷辈的。加上
他是个能人，不管谁家有红白喜事，都请他
当知客，帮助料理。他还是我们村小车会
的会头，剧团的组织者，人缘特别好，来我
们家拜年的人很多。群拜的人，人多势众，
一进二门就高声呼喊：“老爷，给您拜年
啦！”我爷爷快步迎出门外，忙说：“免礼、免
礼！”双方拱手作揖，互致祝贺，紧让群拜人
员进屋喝茶，群拜人推脱还要再去几家，匆
匆离去。一拨人走了，另一拨人又来了，一
个上午要接待十拨八拨群拜团伙，一个村
的乡亲们，平时也可能有言语不周的地方，
过年一见面，那篇不愉快的事，就翻过去
了，所以，乡亲们群拜，拜的是和谐年。

我们小孩子是不参加群拜的，抽空我
去给大爷拜年。大爷与我爷爷是一爷之
孙，又是我爷爷学糊匠的师傅，我爷爷每年
初一都去给兄长拜年，我们晚辈更不敢怠
慢。大爷对我非常好，他住的院子是过堂
院，有前后门，我小时经常从他院穿过来穿
过去，大爷时常把我叫住，从屋里拿出一角
白面饼，里面夹着猪肉炖丝瓜让我吃。那
时，我家人口多，生活困难，平时根本吃不
到白面饼，更不用说猪肉了。因此，我从心
里感激大爷，每年过年，我都必须去给大爷
大奶奶拜年，以表感谢。

春节是中华民族传统节日，拜年是过
年的一种仪式，其实质是表达年轻一代对
长者的尊敬，对父母的感激，对乡亲的友
善。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拜年的
内涵还在，而形式却发生了变化，电话拜年、
微信拜年，愈来愈普遍采用。当前，疫情防
控不能放松，采取新形式既有利于防疫之
情，又表达祝贺恭敬之意，应大力提倡。

我安静地坐在床上，外面阳光明
媚，玻璃挡住寒意，温暖倾泻进房间，
落在窗前的球兰花上。花茎肆意伸展
着腰肢，翠绿的叶片小心呵护正在盛
开的花蕊。每朵小花儿都是五个花
瓣，向外翻，有点像五角星，只不过球
兰是淡粉色，花心依然是五个小花瓣，
向上翻翘，一簇红色卧于中间，红色最
中心的地方，又一粉色花蕊。球兰的
花苞像小荷包，最外面的五片花瓣紧
紧护着里面内容物。

球兰又叫樱兰、天蝶梅、雪球花，它
名字的由来是因为球兰花开后，一朵朵
小花围成一个圆球状的大花，小花呈星
形簇生，清雅芳香，看上去就像一个漂亮
美丽的花球一样让人喜欢，而且很像纸
做的花球。球兰有一个特别之处就是开
花后的花梗不可摘取，因为来年的春季
会在同一个地方开花。

为了不让球兰的枝蔓四处乱爬，
老铁专门为它做了花架，是用一把坏
了的雨伞架做的。

一天，我刚要把收拾出来的坏雨伞
扔掉，老铁说别扔，给我。我随手扔给
他。只见他从工具箱里拿出钳子，先把
伞布扯下来，伞头和把手剪掉，在球兰
花盆里试试长短，然后剪成大小合适的
样子，又从地下室找来两根铁丝，围成
四个逐渐增大的圆圈，逐一按在伞骨
上，用细铁丝固定住，一个花架就做成
了。老铁手巧，心思细腻，这点随了他
的父亲，家里大大小小修补的东西他都
会做，大到洗衣机，小到数据板的焊接，
都会修好，我非常佩服他，当然他勤快，
我也就变懒了。

我闻着球兰花的香味出神。球兰
花的香味很淡雅，不刺鼻，能覆盖方圆
37米左右，让整个房间充满温馨，而且
一年四季不会间断。我喜欢花，尤其
喜欢这种能释放淡淡香味的花。有一
段时间嗜好买鲜花，一束能放一周左
右，还刻意买了花瓶，放半瓶水。刚买
来的鲜花要把叶子大部分剪掉，防止
和花朵抢营养，根部还要倾斜着剪一
下，可以增加吸水的面积，高矮和花瓶
相搭，放在电视柜上。最初特别喜欢
百合花，总是买一束，可是香味太浓
烈，容易让人导致失眠，老铁不喜欢，

后来买一支和别的花搭在一起，很漂
亮。玫瑰花、散尾葵、满天星等等，有
一段时间特别迷淡绿色洋桔梗花，这
花整束才漂亮。

但是老铁觉得我太浪费钱，所以
就刻意买了盆栽的玫瑰，几种颜色放
到一起。有一次情人节，收到一个快
递，我好惊讶，谁暗恋我？偷偷送了礼
物，心中窃喜。我拿到家，小心翼翼地
打开，是手工玫瑰花，老铁坐在旁边，
谁送你礼物了，我说不知道，我们都露
出各怀鬼胎的笑容。突然我说是你，
对不对。他终于忍不住说了实话，果
真是他买给我的。他总是想法设法让
我有花，我也就顺从他的意思，不再乱
花钱买鲜花了。

这盆球兰最初是办公室的同事剪的
几支小杈，没人要，我随手带回家。老铁
喜欢养花，我就拿给他，他百度了一下，
这花还不错，值得养，于是精心呵护。现
在已经长成一大盆，它们一圈一圈爬满
了老铁做的花架，很是像模像样。

家里有很多花，君子兰、金鱼草、
金枝玉叶、玫瑰花等品种，每到春天，
老铁就会一盆一盆运到露天阳台上，
让它们饱尝阳光雨露，长得非常健
壮，叶子翠绿，花枝招展，我说那是你
的小花园，一到天冷时，他又会移到
房间内。

老铁喜欢给它们修型，每盆花都有
自己的形状，还用小硬枝或细绳固定
住，让枝杈按他的意思生长，那些花有
的很听话，果真长成他眼里的样子，很
是别致新颖。他也有失手的时候，比如
米兰，开过花后，他把所有的叶片都剪
光，说再长出来就更茂盛，我提醒他留
点叶片，他不听，果真，新的叶片再也没
长出来，最后成了枯枝。那段时间我特
别迷米兰，花苞如米小，不张扬，淡淡的
花香布满房间，每天下班，一打开房门，
它们就会围上来迎接我，即使是再冷的
冬天，也会感到很温暖。所以我就怪
他，把花给修死了。然后我就又买，他
还修，好吧，就当给他练手。就这样，彼
此心照不宣地配合。不过，我眼前的球
兰就是他的成功之作。

这时，老铁进来坐在我身旁，我们
一起沐浴着阳光，看盛开的球兰花。

一觉醒来，已经是二月的第二天！
总是以为春节的第一天才是新年

的起始，其实一年里的第一个月已经匆
忙走远，我们在匆匆里开始的已是新年
的第二篇章。
忙碌的人没有时间感叹，待感叹时时

光已经走远。年复一年，人们在宏远与琐
碎之间奔走，留下收获，也留下遗憾。
没有岁月可回头，随着日升日落，

送走冬天，迎接春暖。
路旁的大树上有些去年的叶子还

泛着绿意，恍惚间以为已到春天。是
的，冰雪下春水已经汩汩而来，寒风里
大地已经在回暖，春天总是藏在最冷
的地方，化了积雪，柔了日光，缓缓而
急促地抵达北方，走到遥望的人们跟

前，轻轻地说——你看，你盼了我许
久，我来了！

远远眺望路旁的大树，总会肃然起
敬。冬天天寒地冻，人多不能在室外停
留，而大树却在寒彻骨的风中与阳光对
话，与冬寒抗衡，而且树形被岁月打磨
得格外美丽。树们怎么就不怕冷呢？
哦，只因它们的根深扎大地！

老远，我在车里，看到一户农院里
的翠竹在随风摇曳，不，是在风中舞
蹈！它们在围墙里，摇摆着纤细的腰
肢，婀娜起舞，那冬天里已经不是很绿
的叶子一定哗哗作响，那是绿竹在冬天
里的诗歌吧！

行走在生命中，我总会被一些人和
事感动着。那大路旁奋力向前的骑行

者，那街角修车补带的老年人，那穿行在
大街小巷的快递员，那在地铁上读书的中
学生……都让我看到生命的顽强与勤奋。

在一个陌生的地方，因为一道栅栏
隔着，我不知道前面的路口是否可以抵
达我要去的地方，向一个路旁的中年人
问路，他竟然幽默地说道——不仅可以
抵达你要去的地方，去北京都去得了！
哈哈，是呀，那小小路口就朝向北京的
方向，如果我想去，就可以去！

一个小小路口，在我眼里，可能就
是办事地点，而在某些人眼里，那是通
向世界的出口，视野不同，天地不同呀！

因为疫情的原因，人们还不能随心
远行，但是远方就在人们心里，渴望与
抵达一样让人心生美好。

临近新年了，安静地把家里收拾得
干干净净，适当地添一些新物件，换一
条新床单，添几个新水杯，捧回一打大
骨朵的花……岁月就在期盼中行走，时
光就在热爱里变得温暖！

哦，二月，离春暖花开，已经很近
了……

拜 年
赵殿奎

花 开
吴晓娥

早春二月
高学香

赵德宝 牛年剪纸

花朵落尽的季节
大地上雪花，飘飘洒洒
开出了晶莹的新意
或是北风淋漓，一片银色世界
映衬出新春的容颜
有许多话儿想在新年说出
那些压抑在心的冲动
密密麻麻仿若枝条蕾芽
仿若一条大河焐热的暖流
远近听得清村庄锣鼓的心跳
一波波欢欣锣鼓
像时光行进中的喘息
而在苍老的时光之上，天际
绽开了孩童一般烟花的笑容
地平线一直在天尽头延展着
无休止的时间
在荒芜与新生的大地上轮回

亘古不老的太阳
像新年挂起的灯笼
以光芒普照的隐喻
直抵每一个敞开的心灵
其实新年内涵，有无数线索
已经破解了陈腐的密码
新生光阴中
那些地层下苏醒的根须
枕着河流脉动，慢慢舒展腰身
慢慢舒展起一根根大地的血管
在不久的将来
绿色会站立起来
回归的春风，将点亮一汪汪回

眸
崭新的绿色啊
你将是张贴给世界的生机勃勃的

宣言……

新年辞
赵传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