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转眼又是新年，佳期如约，灯火璀璨。

整个城市又换上一身新装，沐浴在一片热

闹祥和之中。

从儿时到少年，从少年到青年，生命中

已然匆匆走过二十多个年头。随风飘摇远

去的，除了年岁，还有浓浓的眷恋，汩汩温

暖。

在“新年”这个词里，我会不由自主地

想到我的故乡，想到梯田，想到山路，想到

翠竹，想到小河，层层白云流连于山峦之

间，蝴蝶翩飞，鸟雀啁啾……轻风掠过，奶

奶正坐在院坝的中央，戴着老花眼镜，细细

地从大米中挑出杂物。彼时，炊烟一缕一

缕地从烟囱里冒出来。

大年三十前，奶奶就已准备好美味。

香肠、腊肉，它们井然有序地悬挂在阳

台上。厨房的案台上整齐地摆着一盘盘年

糕、糯米团、卤鸡爪等美味。最繁琐的，当

属石磨豆花儿，全部磨好后，挤干布里的浆

糊，最后里面只剩豆渣，反复过滤，稀释

……最终的成品是一块一块的豆腐。这是

过节或平常待客的食物，整个大家庭的人

员都很喜欢吃豆腐，比起大鱼大肉，有过之而无不及。后

来才明白，奶奶将对我们的爱，都融于这繁琐的美味之

中。

除夕夜里，定要守岁。寓意：“辞旧迎新”。

春晚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一家人围着炉火，嗑着瓜

子。远近起伏的鞭炮声噼里啪啦地响，断断续续地落在

柔软的心底，如湖面荡开的涟漪。夜空绽放的烟花是美

伦多姿的，每一张仰望的脸，都在变幻着不同的表情。除

夕的夜是暖的，我们彼此守候在一起，守着事事顺遂的渴

望，守着云开见月的期盼。

新年初一，一大家人欢聚一堂。

在团圆的饭桌上，亲人围坐，每个人的脸上都洋溢着

笑容。窗外雪花飘飞，扑簌簌的一片，仿佛是舞动的精

灵。烫热的啤酒在每个精致的杯中翻花。一边聊着来年

的收成，一边聊着孩子的未来……笑，所有人都在笑。那

场景，好像时光俨然定格成永恒。

雪花与炉火交相辉映，春联与灯笼相得益彰，团圆与

新年相辅相成。在东风中，春节里，年，倏然来去。却如

今，姊妹们各自远嫁，散落天涯。只好将牵肠挂肚的日子

镌进心底。

今夕佳节至，何夕人团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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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红火火过大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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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树银花霓虹闪，

返照红靥俱欢颜。

天宫也逊三分色，

嫦娥半掩看人间。

观南州广场观南州广场
节日夜节日夜景有感景有感

■ 王邦海

一帧熏黄的挂历一帧熏黄的挂历，，

几千年了几千年了，，

还香喷喷的还香喷喷的，，

坠坠在淳朴的民风里在淳朴的民风里。。

寒风里寒风里，，

故乡的柏树枝故乡的柏树枝，，

在火塘思绪万千在火塘思绪万千，，

父父亲亲，，吧哒着最呛人的一缕吧哒着最呛人的一缕。。

烟熏烟熏火燎火燎，，

挂历潸然泪下挂历潸然泪下，，

母亲的手哟母亲的手哟，，

皲裂成描红的松树皮皲裂成描红的松树皮，，

而待客的腊肉而待客的腊肉、、豆花豆花，，

却是一方诱人的风景却是一方诱人的风景。。

腊 肉
■ 王小泥

立春，雨水，小暑，大暑

寒露，霜降，小寒，大寒

二十四节气，以不轻不缓的旋律

走过一年风晴雨雪

一盘咿咿呀呀的唱片，在时间的磁针下

转，转，转。那发出的声响呢

或悲或欢或喜或乐

在轻轻划动的纹路中

所有人向往并呼唤攀爬的梯子

偶尔会坠下岁月的神坛

有的看不见被乌云遮住的太阳

有的撕开阴霾探触漏洞中的星光

不管是否愿意，一年就这么到头了

没有什么秘密可言

走得远了，就看得清了

倾述或是祈祷什么

走过的身后，都是一地残影

生活的表达和呼吸方式

总会重复着陷入、抽身，抽身、陷入

那轮唱片还在咿咿呀呀，停不下来

一年到头
没什么秘密可言

（外一首）
■ 兰采勇

我寻找到一个词我寻找到一个词

归拢归拢，，流窜的鸟雀儿流窜的鸟雀儿

除去尘世纷扰除去尘世纷扰

承担承担起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起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

约定俗约定俗成地迎接一个节点成地迎接一个节点

是否降雪无所谓是否降雪无所谓，，撒点阳光更好撒点阳光更好

敬神敬神、、烧袱子烧袱子、、吃饭吃饭、、守夜守夜

记忆里的亲人记忆里的亲人，，活在当下的亲人活在当下的亲人

重新介绍认识重新介绍认识。。虚实之间会疼爱时光虚实之间会疼爱时光

借此借此梳理血脉关系梳理血脉关系，，修复家谱修复家谱

抹去忧抹去忧伤伤，，添一丝喜庆添一丝喜庆

饮酒饮酒，，醉意轻飘飘的醉意轻飘飘的

过 年

春运车票一开始预售，凤凤就立刻行动

起来了。她见缝插针、废寝忘食守着电脑在

网上抢票，抢苏州到綦江的高铁车票。奈何

天天熬红双眼，熬疼了咽喉，每次都是铩羽

下阵。本来性子很急少耐性的凤凤，这次急

是急，但是耐性十足屡败屡战，她铁定了心，

不达目的不罢休。

凤凤是三姐的独生女儿。

抢票，是为一家五口老少三代来重庆綦

江乡下的外婆家过春节。

三姐三十多年前嫁到美丽富庶的苏州

吴中区，落地生根，过上了经济相对富足的

好日子。

好是好，但亲人间的走动，就不那么容

易了。

姐夫来过两次。第一次回来过春节，上

海至重庆的火车，行驶近50小时，加上两头

的多次转车，以及郭扶到老家的10里多陡峭

山路，姐夫硬是靠着年轻坚忍才走了下来。

这次回家，因为火车上太拥挤无法解便，一

泡尿几十个小时硬生生把姐夫憋伤了，从此

落下肾病，各种疼痛各种治疗，让姐夫饱受

折磨二十年。

姐夫第二次来坐的是卧铺，车上倒是好

过了许多。但是，因为长期治病导致的身体

虚胖和心脏损伤，最后两公里山路让他实在

吃不消，半路上喊救命，要不是三姐一把拉

住他，他就打道回苏了。回是回来了，姐夫

第二天就住到医院，出院就回苏了。

唉，可恶的距离，落后的交通！

第三次，就只有凤凤陪三姐回来了。姐

夫在家一边治病一边生产。

但是，凤凤十六岁之后，也再没回来，转

眼又过去了十六年。

三姐一家虽然回来次数不多，但对我们

帮助挺大的。送钱、送家电、寄特产……

我们也常常想去看望姐夫和侄女，可总

是难以成行，有三五个亲人一次也没去看过

三姐的家，到底是什么样儿。

几年前，侄女凤凤结婚，不是节假日，老

家的人谁也去不了啊：有的要上班，有的要

照顾上学的孩子，父母大人又年老不便。就

算请两三天假，但毕竟相隔三四千里路程，

乘火车的话，路上就把时间耗完了；乘飞机

吧，价钱贵，况且虹桥和江北机场之外的路

程也麻烦，也只够婚礼上晃一眼，就要忙着

回来。大家一时难住了。

苏州人办事讲究老礼，新人的舅舅舅妈

在婚礼上是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哥哥和

嫂子表示实在去不了，三姐急了，“威胁”说，

女儿结婚，妈妈娘家没人来算怎么回事呢！

来去车费、礼金她知道暗箱操作的，只要人

去出席，扎扎场子，给她个面子就行了。大

家要是不去的话，以后家里有什么事，她也

不管了，不认亲了。

“威胁”归“威胁”，当只有幺妹和她女儿

娘俩代表我们老家全体亲人赶去，姐姐姐夫

对我们没有一句怨言，还是一如既往无比地

关爱和帮助。那段时间，我们愧疚又无奈。

唉，要是距离近一点，多好啊！女儿真的不

要嫁太远。

近几年，三姐每年回来一趟，毕竟，父母

老迈衰弱，姊妹们逐渐地变老，侄儿侄女们

全都长大。家族四世同堂人丁兴旺，家里生

日、结婚、节日各种聚会层出不穷，电话、

QQ、微信联络不断，现代化的通讯能稍解忧

思之苦，但更激起要聚在一起的强烈愿望。

幸运的是，时代进步了，国家发达了，现

在从重庆到苏州，乘高铁一个白天就到了。

三姐家和我们之间，变近啦，走起来不那么

辛苦了。

但是，我们总欠一个大团圆。我们特别

想念姐夫，十几年没见，奔六十的人了，他怎

么样呢？我们渴望有一场近距离的、细节

的、琐碎的、深入的交流。

姐夫在微信群告诉我们，今年春节全家

回重庆过年。

我打消了姐夫开车回来的念头，毕竟路

程远，姐夫和凤凤父女俩轮流开车，长途奔

波太辛苦，何况其中还有两个四五岁的小孩

需要照顾。我建议他们乘高铁省事。

于是，带着一家人春节团聚的迫切心

愿，凤凤就行动起来，开始了她不辞劳苦的

抢票之旅。

凤凤每天抢票，每天失利，每天在朋友

圈和家族微信群里报告。二姐的儿子儿媳

在广东打工，也在心急火燎地抢票要回来过

春节。他们教凤凤下载抢票软件，可凤凤还

是抢不到，于是，两夫妻彻夜不眠地帮着抢，

苏州和广州的比谁眼疾手快运气好。终于，

广东的人成功了，苏州的也抢到了上海到重

庆的动车票，虽然还不能直接从苏州直达綦

江，好歹大家都能如愿回家！

我们的一大家子，远远近近几十口人四

世同堂的春节大团圆就要实现啦！

感谢高铁，感谢祖国的飞速发展！

这算是人们约定俗成的一个劳动

日吧，亦是辞旧迎新的序曲，城里基本

废除了，但在乡下，在沿袭旧制的人

家，这一天还是当作节来过的。临近

节日的一切活动，总是显得意义非凡。

农家活计繁重，物什繁多，再宽敞

的屋子也满实满载，显出祖辈累积的

样子，加上日久的烟熏火缭，家蓄哄

乱，一年积淀下来，尘垢是厚重的。腊

月二十四，农人就会给屋里屋外做一

次透彻的大扫除，谓之扬尘，再懒的媳

妇汉子也会在这一天有所表示。这种

活计多是妇孺们在做。行头是现制

的，专业实用，拿圆顶草帽系一条头

巾，长及肩，两侧齐耳，颇像江湖侠客，

要是腰上别把柴刀，就可以行侠仗义

劫富济贫了。灰旧的大号劳动服，阔

围裙长袖筒及膝的雨靴，从头到脚全

副武装，又有点像《灰姑娘》里还没有

穿上水晶鞋的小女孩儿，一派勤劳诚

恳的样子。工具也是现扎的，给扫帚

接一条竹制长臂，上下还是左右，偏角

或是正堂，对付蜘蛛网最好不过。大

到衣橱碗柜，楼顶地板，小到杯盘碗

盏，油瓶子醋罐子，梳头的镜子洗脸的

帕子，扫抹捶洗，千军横扫，不留微

尘。这时候，小孩子们会在某个角落

找到一枚生锈的小锁，或是断了几枚

齿的发夹，大人们又在某个地方找到

两卷线轴，或是一把先时无缘无故失

踪的剪子，它们会给主人带来些失而

复得的小小的感动和惊喜，原来你在

这儿啊。于是拿来洗洗刷刷一点不影

响使用。他们最讲究物尽其用。

阿猫阿狗在这天是少不了要挨骂

的，它们上窜下跳地添乱，主人可没有

平日的好脾气，尽拿斥骂伺候。小蓄

牲们便小心又兴奋地看着这些人类又

抱怨又激动地操忙。

床上铺的盖的挂的也要一一清

洗。如果倒回去二十年，你会听到家

家院里响起捣衣声，此起彼落，彼呼此

应，我认为，那种声音远比洗衣机里隆

隆的机器轰鸣动听多了。挑剔些的老

人，拿晾凉的米浆浆洗一遍，衣被都棱

角分明平展得很，像熨过一样，长长短

短、花红花绿满院子披挂，再这件儿弹

弹，那件儿抻抻，人和物都拿出一副干

净齐整的脸面和心情迎接新年呢。

家什多的，得忙大半天活计，灶上

还滚着热水，扬尘已近尾声，褪却身上

的厚缚，又是里里外外换洗。年是新

的，人们总要把各样都打扮出几分新

样子来。此时，屋里屋外，通透敞亮。

再贴上喜庆吉祥的春联，挂两只红灯

笼，或者吹两串彩色的小汽球，瞧，过

节了。

扬 尘
■ 刘腊梅

红灯笼高高挂起来了，五彩灯彤彤亮起来了，城里乡

下抺上了一层喜色。年就要来了，回家过年的歌声再一

次响彻神州大地。

在外辛苦打拼的游子，终于可以放下繁忙的工作，褪

去疲惫，带上一身轻松，匆匆赶往回家的路。

乡村的路口，留守儿童露出了笑容，睁着大大的眼

睛，一刻不眨眼地等待父母回家。熟悉而陌生的身影，多

少次在梦里相见。期盼着父母的一个拥抱、一句赞许，哪

怕一声斥责。此刻，不只是巴望父母带回的玩具、学习用

具，心里还念着父母能牵着他们的手一道回家，陪伴他们

欢欢喜喜过年。

就连备战高考中考的学子们，也放下严肃紧张的学

习，去逛街去看一场电影，为父母买一份过年的礼物。抛

开沉重枯燥的学习，尽情挥洒青春活力，张开翅膀，拥抱

春天，等待夏的盛宴。

年事已高的父母们早已忙碌起来。小年里扫屋干干

净净，大年用的好吃的也准备妥当。父母们总是不辞辛

劳，不怕麻烦，盼着一大家子有说有笑、和和美美把年过。

在年里，祝福声声，笑语盈盈，又是一个美好的开始！

抢 票
■ 邵正梅

回家过年
■ 王正群

过新年，万家儿女盼团圆。

今聚首，太平盛世尽开颜。

东君趋日暖，喜悦满庭院。

弄琴弦。

鼓乐声、今朝意绵绵。

韶光潋滟，晓霁色，百花妍。

佳节好，满堂欢庆共华筵。

千杯犹未晚，觚酒叙余欢。

倚雕阑。

乐无边、歌舞美翩翩。

拂霓裳拂霓裳 过新年过新年
■ 吴德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