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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过大年，一律要把生活水平提
高到顶级。吃最好的，穿最新的，消费起来
最放纵，是最不惜、最舍得的时候。好像一
年到头的辛苦奔波，就是为这个节点积攒
能量。在精神层面上，本来匀速的生活节
律，在此时间进入高潮。努力攒簇一种火
火爆爆的气氛。每家每户都在倾其所能打
造和享受自家的最好。

俗话说：“馋嘴猫，你别馋，过了腊八就
是年。”馋字的意思正解是贪嘴，但，就这句
俗语形成的年代而言，更应该解释为缺
嘴。一年到头，难得有几餐像样的饭菜的
人们，过年就进入了解馋的理想世界。绝
不像今天，特别是孩子，万千食品铺天盖
地，想吃就有，挑食的多，馋字已成生僻古
典，早已不知什么叫做馋了。

腊八粥，最能诠释一个“年”字。年字的
篆书拆开是千禾，从禾，千声。《榖梁传》说：
“五谷皆熟为有年，五谷皆大熟为大有年。”
腊八粥的五谷俱全，正是把大有年来了一
次彰显。马三立先生在相声《开粥厂》里提
到过腊八粥，所列“米料全份”竟有十八样
之多：“一斤江米，一斤黄米，一斤大麦米，
四两菱角米；半斤绿豆，半斤红豇豆，半斤
小豆，一斤生栗子，二斤小枣，半斤核桃仁，
四两冰砂糖，二斤潮白糖，二两玫瑰，二两
木樨，二两青丝，二两红丝，二两葡萄干儿，
二两桂圆肉。”一碗粥，一碗本年丰收的吉
庆，一碗来年丰收的祈盼。锅里碗里，满宫
满调的文化。

老辈子过年，年味儿先从街市上浓起
来。各种年货，吃的穿的戴的之外，最突出
的就是祭祀用品的神码、香烛摊、年画墙和
炮仗市。满墙的年画琳琅光艳，最招眼。
戏出人物、历史故事、寿星福禄神，梁祝楼
台、白蛇娘子、牛郎织女、水泊梁山……它
们将在百姓打扫过的土墙之上，给过年展
现一份簇新的感觉。清代宝坻李光庭诗
说：“赚得儿童喜，能生蓬荜辉。耕桑图最
好，仿佛一家肥。”既然年字的意义表示五
谷丰登，那么耕桑图的画面，便是最贴切的

年景披露。此外，娇艳靓丽的美人图，笑靥
美眉，最会触发人间爱心。画上稚嫩可爱
的大胖小子，也专能慰藉求子心切的父
母。一纸薄薄的年画，不仅给全家带来好
心情，还给小学生带来课外知识，给前来聊
天的亲友带来新鲜的话题。

炮仗市是年关最火爆的地方。几家鞭
炮烟花摊，竞相拼比着燃放，长竿挑处，噼
噼啪啪，声动数条街衢。这声音，是向大千
世界的宣言，预示年关在即。即使远在边
地的人们，也皆震响充塞，不绝于耳。不由
得意识到，呃，年来了。

腊月二十三，是过年之“过”程的开始，
这个过程，念叨在孩子们的嘴上，已成谣
谚。“二十三，糖瓜粘，二十四，扫房子……”
“糖瓜祭灶，新年来到，闺女要花，小子要
炮”。幸而有了这些谣谚，才延续了年俗的
传统意识，使其超越现代普世光景而保留。

祭灶俗在曾经是盐场重地的天津近海
之区，有着特殊的愿景意义。盐场起于灶
户，灶，曾是盐民的养命之源啊！民间祭
灶，就是把旧的灶神纸码烧化，到除夕再换
上新的神祇，即所谓灶王爷上天。祭灶所
用，马三立的相声说有：“千张纸，元宝，蜡
一份儿，一张烧挂，半斤南糖，一斤关东糖，
五个糖瓜儿，十个糖饼儿，一捧炒豆，一个
酸面儿火烧，外加一把草料。”说好话，俗谓

嘴甜。这就是祭灶用很多甜食的原因吧。
炒豆和草料，给灶神喂马，嘴里还要念：“长
草大料，喂得马欢跳。”这其实都是家庭主
妇们按人事想象的灶神的起居行藏。神本
无存，但人心却会塑造。所谓“祭如在，祭
神如神在”。但应该说，天津祭灶，是近海
灶户对大自然敬畏的精神遗存。灶神画，
画的大约是一个家庭的愿景吧，它有鸡又
有狗，俗话说：“狗上炕，一年旺；鸡上炕，一
年丧。”灶画上有狗的一边，要挨着炕贴。

接下来，扫房，糊窗，杀鸡宰猪，置办年
货，一切为了除旧迎新的一次祭祀，一餐极
尽丰盛的酒饭，一顿两年分界的饺子。年
货以丰富是取。马三立相声说：“给鲜果供
一堂，素供一堂，酥油月饼一堂，面鲜一堂，
灶王前一样儿三碗，重素墩一对，大双包一
对，小双包一对，小红包一对，以上共六
堂。供碗儿二十八个，供花儿六堂，红石榴
花儿五朵，祭财神羊肉一块。外要一把红
头绳，一包年饭果儿，外边挂灯钱，一个铺
垫儿，五副春对儿，街门对，屋门对，佛前
对，财神对，灶王对，福字、佛字，横批、斗方，
‘出门见喜’‘抬头见喜’五个春条，两把掸
子，一束藏香，一个钹盔、一个灶王龛。十
盏红灯花儿，十盏白灯花儿，十盏黄灯花
儿，三十张挂缎儿，石门对儿门神一张。一
张加官儿，一张天地码，财神满张，通俗对

儿一丈。一张财神方位单，一本宪书，一个红
喜灯，十刀烧纸，十把麻经儿，十个麻雷子，五
个二踢角，三挂南鞭，一封高香，一封线儿香，
十盘盘香，一匣白素锭，二两胰子，二两爆花，
十张红棉，两盒扑粉，一罐儿桂花油。二百斤
烟儿煤，一百斤硬煤，五十斤煤球儿，十斤木
炭，二百斤劈柴，二百斤高白面，三升高白米，
二升绿豆，二升青黄豆，十个大馒头，一百个
小馒头，二斤黄年糕，二斤白年糕，二斤蜂糕，
一百年糕坨儿，五斤牛肉，五斤羊肉，一个羊
肚子，一个牛肚子，带肝八肺头一个，一对野
鸡，一对野兔，一块团粉，一块鹿肉，两只肥母
鸡，一只鸭子，一只关东鹅，二百斤白菜，二百
斤酸菜，十把菠菜，两捆韭菜，二斤红萝卜，一
捆香菜，二斤山药，一斤水笋，十块香干儿，十
块菜干儿，半斤海蜇，十个鸡子儿，五个松花，
五个鸭子儿，二斤黑黄酱，四两芝麻酱，半斤
疙瘩头，半斤咸萝卜，一包酱菜，四两卤虾油，
一罐腊八醋，一包花椒，一包大料，一包五香
面儿，一包红粬，五斤大八件儿，二百素元
宵。一副麻将牌，一副啪司牌，两副纸牌，一
副天九牌，六个骰子，一个宝盒……”其所罗
列，固然不会家家如此，但也确实志录了曾经
有过的年俗。
“二十九，贴到有。”春联加吊钱，家家门

楣鲜红，一个街筒子也就披了新妆。李光庭
有诗赞美：“花牓新莺谷，云封老鹤巢。误它
寻垒燕，华屋认衡茅。”春联贴的莺谷鹤巢之
地也不空过，燕子也会迷失筑巢的家门。这
是只有过年才有的景象。

除夕不唯敬神，更重要的是祭祖，是生人
团聚的延伸，不仅亲族齐聚，更要和三代宗亲
共度佳节。一次祖坟祭扫，不可或缺。一炷
馨香，把家堂摆上供桌，晚辈向老辈行礼如
仪，家人为延续香火而守夜，一番独有的生活
秩序，此时展现。这个新旧交替的夜啊，对人
们太重要了，怎肯轻易把它交给睡眠。

团聚、祭祀、无眠，三百六十五个日子里，也
或存在，但在除夕这一日，它是必须。它是举国
家庭一次共同的作为。年，一个巅峰的时日。

题图摄影：姜晓龙

据周汝昌先生自言：“从幼年起即读联，祖父、父亲都喜欢把佳联摹
勒在木板之上，镌刻成‘板联’，悬在厅室，朴厚清雅之至，至今仍能背诵
那些给我智慧和审美培育的联文佳句。”周祜昌先生在《藤荫馀话》中曾
记“爽秋楼”一则：登楼四柱悬挂抱柱联牌，史可法书“斗酒纵观廿一史，
炉香静对十三经”，杨继盛书“野鹤随云去，飞龙带雨归”等，可见，周氏兄
弟从幼年时就受到传统诗联的熏陶。周祜昌先生还曾回忆道：“上个世
纪30年代之初，我才十多岁，小学尚未毕业，那年四哥读完了天津南开
中学，赴京投考清华大学，他当时回家就说：国文试题有对对子，出的题
是‘孙行者’，一晃许多年过去了，这件事却总也忘不掉。”

我国一流的大学者季羡林先生曾撰文论及我们文学史的不足，学校
的语文课应该恢复教学生对对子，学作中国传统的诗联——这样才能亲
切体会赏鉴古代杰作名篇的好处。我读了季老的建议，心中着实有所
感触。对联是我们华夏民族的一种“独门”的文化现象和文学形式，全
世界就只我们特有，我们专擅。对称和谐之美，大约是我们这个宇宙中
诸般至美中的一大关目，而华夏民族最能感受它、表现它、赞颂它、运用
它。这就使得我们的语文天然具有内在的对称质素，并且从远古以来
就朝着对称这个特色的方向不断发展。单从文学艺术来说，发展到南
北朝已然达到了一个至关重要的关键时期，汉
语文本身独特的形音义综合美，经过无数文学
大师发挥作用，造诣已到高峰，为隋唐格律诗
的新形式奠定了最好的基础。于是对联这个
文学和美学的概念，也就充分得到认定。

由此可见，对联乃是我们这个伟大民族美
学观和语文特点的综合物，是几千年文化史上
高级创造积累的特殊成就。不认识这一层意
义，就会把它当作是一种文人墨客的装饰性
“玩意儿”，或者加上“形式主义”的洋帽子。我
常想，不管是谁，当他读宋贤张耒的词，读到
“芳草有情，夕阳无语；雁横南浦，人倚西楼”；
或是读唐贤王勃的序，读到“落霞与孤鹜齐飞，
秋水共长天一色”时，如果他还不能领略、欣赏
这种极高度的文学对仗之美，那实在是至堪叹
惋的事情。

六朝以后，格律诗达到高度完美的音律定
性阶段，这时对仗更加精工美妙，实为文学上一
种特异的奇观。于是，精策之句、精彩之笔，总
是集中凝注在对句上。在律诗来说，即落在颔
颈二联上。于是发生了摘句欣赏评品的风气。
这就更加促进了对联的独立形成与繁荣兴盛。
由此又可想见，对联是一种精粹，一种提炼，一
种结晶，或一种升华。它有极大的概括能力，能
以最简练的形式唤起人们最浓郁的美感，给人
以最丰富的启迪，或使人深思、熟味，受到很大
的教益。它又有雅俗共赏的优点，广袤乡村父老之喜爱对联，绝不亚于城
中高人雅士。我们过年所贴的春联，更是举世罕有、瑰丽壮观的“全民性
文艺活动”。

周汝昌先生约在15岁初中时期，便开始自学习作诗词，无人指点，平
仄格律皆是凭着一点悟性摸索而贯通。他生性感情丰富，反应灵敏，过于
常人，自幼即被亲友称为绝顶聪明。自小学至初中，学期大考必名列榜
首。同窗呼之为“铁第一”，老师更是青眼相加，爱护无微不至。及至高中
以至大学，虽无期末列榜之制，却仍旧是门门分数居于前列，成绩优异。
从高中起，特爱文科各科目。在南开高中的校刊上，青年周汝昌就已开始
发表散文、译文、词曲声律研究的论文。他对《红楼梦》的兴趣逐步增长，
已蓄志将来试为英译，以使世界读者皆得了解这一名著；而为了试笔，他
开始英译冰心的短篇小说。对于中华传统诗词的爱好，周汝昌先生自高
中到大学时期才真正精心撰作，耗费了难以估量的心血精力，但不能逐一
留稿，后因变故多端，大半散佚，亦不自惜。知音者如津门一流名词人寇
梦碧先生，偶得周汝昌先生写寄数首，便都能记诵，通信时提及某联某句，
致以叹赞，而周汝昌先生却一如读他人之作，了不能记。他心中暗忖：我
居然还能写出这样的句子来？不敢相信。

作为红学家的周汝昌先生，其与“红学”“曹学”有关的诗词创作，数量
最多，积之日久，竟然自成一格，此为别家所无。他曾为《石头记人物画》
题诗40首、为《清代孙温绘全本红楼梦图》题诗230首，著有《红楼脂粉英
雄谱》诗著、《诗红墨翠》墨书等。这部分著作，皆是歌咏《红楼梦》书中人
物的诗作。先生曾自撰一联，概括一生所从事的红学研究事业：

借玉通灵存翰墨，为芹辛苦见平生。

周汝昌先生还曾说过：史载后蜀国主孟昶曾于岁除之日写了一副桃
符联语“新年纳余庆，嘉节号长春”，一般都引来作为楹联的初例，同时也
说明了联对和新年节序的渊源关系。《红楼梦》中贾政在大观园竣工时也
说过：“偌大景致，若干亭榭，无字标题，任是花柳山水，也断难生色。”每逢
春节，万户千家，一朝之间，贴上了朱红春联。你可曾想过，如于岁朝从空
中瞭望我们祖国大地，这是一番何等巨丽瑰奇的景象！我要说，只有中华
民族，才能创造出这般的艺术奇迹。

那一年，记得是除夕夜，莽莽汝水南岸的一个小村落
里，在当年的大水过后，已经渐次恢复生机。家家早早忙碌
着祭灶、备年货，肉是稀罕物，短缺，买不起，那就备些豆腐、
粉条、萝卜、白菜吧。当然，讲究一些的人家，还要买年画，
贴春联。村里主事的人则谋划着请戏班子来庄上搭台唱
戏，辞旧迎新。

草草吃过晚饭，父亲犹豫片刻，还是带着我去村里学校
了。为何如此匆匆？有不少人在那里等着父亲给他们写春
联，急着张贴呢；还有，学校要负责出墙报，贴在校门外的墙
壁上，也是要迎接春节，制造一些喜庆的氛围。父亲要参与
其中，选文章，拟标题，那样
的年代，白纸黑字，可是千万
不可大意马虎的。为何犹
豫？我这几天一直咳嗽，虽
然不发烧，却小脸通红，咳嗽
起来，歇斯底里。当时的观
念，也不怎么当回事，硬扛几
天，也就过去了。

我带着一本破破烂烂的《水浒传》，正看到“林教头风雪
山神庙”一节，彤云密布，暮天欲雪。此时的小荒村，小雪懒
洋洋地飘着，若有若无，不大情愿，也有气无力。父亲领着
我，走东寨门沿街西行，到了村中的大水塘边，乡人称之为大
坑，大坑北边高地是村里诊所。父亲要带我去诊所让村医来
卿、国成等看看。我坚决摇头，不愿意去，实际上是害怕打
针、吃药，怕疼，畏苦。父亲也就迁就了我，继续西行，到了村
里古井台，再右转，经过村代销店，穿过一条极为悠长狭小的
小巷。北方人不说备弄、里弄、胡同，多说过道。穿过这一过
道，实际上就到了村里后街，再一左拐，就是村里学校了。如
此清冷的冬夜，薄薄的雪，在学校门楼的瓦楞上沉默，无声，
我就居然把这想象成《水浒传》里的山神庙、草料场了。

到了学校，进了父亲的办公室。这里已经有了不少
人。这样的乡村学校的办公室，多人一起办公，大房间，类
似如今职场里的大通间，一览无余。屋子中间，有一砖垒的
“煤火”。所谓“煤火”，有别于锅灶，四四方方，中间贯通，烧
煤，主要用于多人取暖，也可烧水。这在当年农村，并非家
家都有。我悄悄坐在最里边靠墙角的一张办公桌前，根据
父亲的要求，先抄写一两首古诗，才允许我继续看小说《水

浒传》。他说完之后，就抓紧去忙着写春联、张罗出墙报的事
情了。当时在一起忙活张罗墙报的，有顶棒、水峰、会銮、亮、
长生、灿州等。顶棒与水峰是老师，顶棒哥大概还是学校的团
委书记，水峰叔是学校的美术与音乐老师，墙报的花花绿绿多
由他负责。会銮、亮、长生、灿州等则是村里学校的高年级学
生，都很优秀，清秀、昂扬、机灵、聪颖、品学兼优，令人羡慕。
我在作业本上抄古诗，然后看小说，再后来就有点昏昏沉沉，
趴在桌子上睡着了。

朦朦胧胧中，我嗓子疼得难受，一个激灵就醒了。睡眼惺
忪，一看，国成也在。他大概是从诊所到学校来找父亲的，随身

带着听诊器，很神秘权威的
样子。他摸摸我的额头，听
听我的心跳，对父亲说，找些
萝卜来吃，可以缓解。长生
就自告奋勇到住在学校院里
的一户人家去借萝卜。隐隐
约约，只听到这样的对话：

“嫂子，睡了吗？我是长生，借个萝卜！”
“他叔，家里没有萝卜，有些粉条、白菜。要不？”
“这些菜，不要，我再到德成家里问问。”
冬夜沉寂，声音清晰。长生所说德成家就在学校西南一

隅，但他们家的门朝西而开。德成他爹比长生晚一辈，他说：
“老叔，真是对不住了，家里有红薯，没有萝卜。”

后来，还是德成家的对门、学校西侧巷子路西的次荣叔家
里的奶奶应了腔，问了声：“大侄子，半夜三更，找萝卜做啥？”
“保山哥家里的孩子咳嗽得很厉害，说是煮些萝卜吃，能治。”
“好，好，不多，拿去吧！”
就是在这样的冬夜，找了三户人家，方才借来一根萝卜，

就着办公室里的“煤火”，煮了煮，喝了两杯，居然就真的不怎
么咳嗽了。

多年后，父亲说起这一往事，时在阴历1975年最后一天，
还是乙卯年，此日已过，就是真正的丙辰年。抄写的古诗，是
《除夜二首》，有人说作者是姚合，也有人说是卢仝的作品，不
管是谁的版权，诗文很好，给人极深的印象。

那一根除夕夜的萝卜，我至今记得，并不肥大，也不俊俏，
有点清瘦，清白相间，还有点泥土，醇厚，朴实，宛如荒村里的
人家。

除夕夜的萝卜
王振羽

明朝末年，南直隶江阴出了个“驰骛数万里，踯躅三十年”的旅行家徐
霞客。清朝初年，天津则出了一位“南船北马遨游遍”的旅行家金玉冈。
而说到金玉冈，就不能不提到金氏的私家园林——杞园。金玉冈的诗文、
书画都是在这座园林里完成的。

杞园是颉颃于张氏问津园、查氏水西庄之间的又一处文人荟萃之
地。《天津县志》载：“杞园在城中西北隅。”杞园的主人金玉冈（1709—
1773），字西昆，自号芥舟，晚号黄竹老人。祖籍浙江会稽（今绍兴），其
祖业盐起家，世居天津。青年时代的金玉冈景慕陶弘景、林和靖之为
人，不乐仕进。他构建了杞园，园内筑苍茛亭、黄竹山房，植黄竹一丛，
暇时栽花叠石，与名士张竹房、徐文山、金金门、高姜田等结社联吟。
还在园内畜养仙鹤，每煮茶弹琴，鹤侍左右，如若童子。

金玉冈在壮年时一度告别杞园，“以家事付诸弟，一杖、一笠、一
仆负被，恣情名山邃谷间。”他曾两登上方，七游田盘，漫游齐鲁吴越
者四，尝南浮海至普陀，西出嘉峪关，历青海、西藏。又由沈京至姑
苏，冒险游览大海。族人金金门谪戍辽东，他慨然同行，得以遍览鸭
绿江之胜。天津进士郑熊佳铨选粤东，他以六十高龄随同赴任。“由
闸河出仪征，溯大江而抵羊城”，一游就是五年，最后客死电白。

金玉冈在多次艰苦的旅行中，以诗文记载各地胜境和风土人情，有
多部地理和记游诗文问世。又精绘画，四处写生，务探奇妙，倾注其自身
感受，自成一家。与金玉冈同时代的徐文山曾
作《题金芥舟黄竹山房》诗：“一座草亭里，烟霞
与世忘。帘垂竹影暗，花梦蝶魂香。酒意饶春
兴，棋声动夜凉。月明人静后，幽怨起潇湘。”
为我们了解杞园的格局及金玉冈的风范提供
了材料。

嘉气降日利，大富贵吉祥

（书法）孙家潭

兔，纯洁、机敏、驯良，在我国有着悠久的文化历史，是一种玲
珑可爱的动物。古人有“玉衡星散而为兔”之说，给兔增添了一层
祥瑞的色彩。在我国早期火花中，以兔为造型的火柴商标图案为
数众多，尽现温馨、吉祥的韵意。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上海大中华火柴公司的“月兔”火花（图
1），画面古朴，意境深邃，火花正中是一只欢乐的家兔，竖着长耳，
翘起胡须，弓起后背，目视前方，其周围是一朵朵祥云；该公司又一
种“双童兔”火花，画面为两个孩童骑坐在兔弓起的后背上，正中红
彤彤的太阳射出道道金光，寓意玉兔东升。

我国民间流传着许多与兔相关的神话和故事，其中最为人们
所熟知的莫过于“嫦娥奔月”。据《淮南子》记载，“羿请不死之药于
西王母，姮娥窃以奔月，怅然有丧，无以续之”。而后，因广寒寂寥，
“遂催吴刚伐桂，玉兔捣药，欲配飞升之药，重回人间焉”。上世纪
30年代，宁波正大火柴厂的“嫦娥”火花（图2），叙述着脍炙人口的
嫦娥奔月的故事，小白兔目睹嫦娥的悲欢离合，默默地守在嫦娥身
边，在嫦娥怀抱里尽显温驯纯洁、娇柔可爱。

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我国的“兔”火花还出现在生肖题材中。
其构图手法多样，有年画、国画、版画、装饰画、漫画、水彩画、蜡笔画、
剪纸、蜡染、七巧板等，其中必有1枚或1组为“卯兔”火花。北京火柴
厂丁卯年出品的6枚一套“兔”花，盒面主图收录历代书法名家挥洒飘
逸、苍劲有力的6个“兔”字，古朴别致，盒底撷取6幅剪纸“兔”作品，色
彩亮丽，造型洗练。画面上的兔或立，或卧，或沉思，或回眸，兔儿可爱
的形象、不俗的气质跃然于方寸之上。长沙厂的“兔”花，是在古代残
简背景映衬下的瓦当形“拜月”状的兔，古拙豪放，别具韵味；济南厂的
“兔”花，采用汉画形式绘制，二兔手捧一颗大白菜，呈对称形，线条流
畅，充溢着强烈的民族气韵及审美情趣；丽江厂的“兔”花，采用的是古
老的“东巴字”作造型，折射出中华民族深厚丰富的创造力；遵义厂的
“兔”花（图3为截图）上，10只白兔或立，或卧，或沉思，或回眸，生动可

爱；上海厂出品的“兔”火花，充满了喜庆色彩：一只身穿艳丽服饰的卡通
兔，张开双手，正神采飞扬地向我们走来。

古书《瑞应图》记载：“赤兔大瑞，白兔中瑞。”乐山厂的“白兔”火花
（图4），双目圆睁，两耳紧贴在颈背上，弓腰曲体；洪江火柴厂的“兔”
花，全套10枚，一只只红眼长耳、通身雪白的小白兔，或手捧“心爱”的
美食，笑逐颜开，或嬉戏打闹，灵动可爱。

此外，“兔”火花还广泛出现在以“农林牧副渔”以及“发展畜牧业”为
题材的套花中。如九江火柴厂的“兔”火花，以儿童怀抱一小白兔入图，尽
显兔温驯纯洁、娇柔可爱的秉性；杭州火柴厂的“养兔”宣传火花，以生动
的画面、通俗的语言向人们宣传“养兔”的益处。

与兔有关的寓言故事入画，也是“兔”火花的一种表现形式。如昆
明火柴厂的“兔龟赛跑”火花，将骄傲自满的“兔”表现得淋漓尽致。

唐代韩琮有《春愁》诗：“金乌长飞玉兔走，青鬓长青古无有。”但愿
在此迎春接兔的新年中，大家砥砺前行，走向更加辉煌的未来。

图1 图2

图3 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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