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暖 暖 新 年·年 味

南阳民俗文化研究会监事长白万献

童谣里的年俗：让春节更有
“
年味”
□本报记者 王 渊 博
街小巷过年的味

馋，过了腊八就是年。 ”当节俗

把面发，二十九去灌酒，三十捏

道。 在南阳民俗文
化研究会监事长白
万献眼里， 年味儿

一进入腊八，年的气息，年的氛
围，在村庄中生成蔓延,妇女们
开始在油灯下， 为孩子们赶制
年衣年鞋，缝好的新棉衣，板板
正正放在箱子里， 成兜的新鞋

鼻儿”的儿歌声，在村巷里经久
不息。

是美味可口的年
饺， 吃暄腾的大白
蒸馍， 搛颤巍巍的
大肉片子。

年味， 是儿时
穿新衣戴花帽
中华农耕文明

过年，讲究有年味儿。 所谓
年味儿，就是过年的气氛。 这种
气氛有过节时家家户户的张灯
结彩， 有人们忙着买年货的过
节心气儿， 更有飘逸在城市大

五千年， 年年都要
过大年。 年自古以
来周而复始地在城
乡上演着 ， 热 闹 非 凡 的 乡 村
年 俗 ， 给 人 民 带来无限的幸福
和欢乐。
乡 谚 讲 ：“娃 子 娃 子 你 别

挂在床头，单等过年穿。 孩子们
看到了年的希望, 时不时总 不
忘显摆自己过年要穿戴的新
衣、新帽。 睡觉前总还要摸一
摸床头挂着的年鞋。 旧时人们
生活拮据， 但每家总要给孩子
们准备身新衣裳,过年把孩子们
打扮得新崭崭的。 每当过了腊
八，年还未到，但
“
新年到，新年
到，穿新衣，戴花帽”以及
“
二十
三儿请灶爷买灶蜡儿， 二十四
扫房子，二十五磨豆腐，二十六
去割肉，二十七宰年鸡，二十八

年味， 是搛颤巍巍的
大肉片子
过去南阳乡村人家， 都过
着自给自足的生活，为了生财，
家家户户都要喂猪， 一般人家
喂一两头，多的喂到三四头，除
了卖钱，还要留一头年猪，过年
杀杀吃肉。
为什么这时的猪叫年猪？
过去人们喂猪都是为了过年，
猪与年节关联在一起， 显得庄
重，因此叫年猪。 年同时又代表
喜庆，过年避讳说
“
杀”，庄户人
家把杀猪叫
“
出猪”。 年猪什么
时候
“
出”，乡谚又讲
“
娃娃娃娃

你别哭，过了小年出年猪。 ”农
历腊月二十三，是小年，小年一
到，就开始杀猪了。 出年猪显然
洋溢着年的喜庆， 烘托着年的
气氛，但杀猪毕竟血腥，杀猪锅
要盘在场院外的空地上进行。
自从二十三小年开始， 村巷里
不时传出猪的嚎叫声， 年的气
氛更浓了。
最高兴也最虔诚的日子就
是年三十儿的祭祖、围炉熬年，
大年初一的过大年。 从大年初
一起， 人们开始享受美味可口
的年饺，吃暄腾的大白蒸馍，搛
颤巍巍的大肉片子， 全家老少
都解馋了。 俗话说得好，
“
能省
仨月，不省年节，”即使再穷，过
年也要吃得肥实些， 过年的味
道真好！

青年作家鲁钊

青年作家李晓冬

新民谚折射时代变迁

杀年猪 过富年

□本报记者 王 渊 博

□本报记者 王 渊 博

说到源远流长的新春民谚，不管老少，人人都能信手拈来。 而青年
作家鲁钊收集总结、创造的南阳新民谣，更体现出南阳人对新生活的
美好追求，从容自信。 我们从这些移风易俗良风益习的新民谚中，能品
咂出南阳人的无私胸怀，大爱柔情。

腊月七八九 植下松和柳
“
趁着人闲快栽树， 打春发芽
根扎地。 ”腊月临春，别地的人们忙
着购置年货，忙自家，南阳人却忙

年，冒汗抡镐干，培草种树木，荒坡

调，展望来年工作打算，老人借此勉

花果山”，要保护好水源地，确保一
江清流永续北京，连小孩子也唱童

着植树，管护，为国家。 南阳人骄
傲，南阳是世界最宏大水利建设南

谣：
“
要想富，先种树，种树多，购年
货，年货美，长流水，流水清，到北

“
夏不劳动秋无收，年
励告诫晚辈，
不节约春上愁。”
“
浇树得浇根，交友
要交心。 ”孩子过年增岁，也在这农

水北调中线工程主要水源地、渠首
所在地和干渠经过地。
“
小孩小孩你别馋， 过了腊八

京，不忘南阳好弟兄。 ”
年三十贴对联，“背靠青山龙
虎地，门对绿水凤凰池”，南阳人心

就过年”，如今南阳人忙呢，植树造
林，绿化山川，
“
腊月七八九，呼儿
唤女走， 植下松和柳， 清水流永
久”，植树造林，涵养水土，老百姓
都知道，
“
桃三梨四杏五年，枣树当
年就见钱，满眼荒山变果园，好日
子天天赛过年。 ”所以就
“
不图早过

中，丹阳湖就是最美的凤凰池。还贴
“
福如丹江水，寿比伏牛松”等，贴门
神要念叨
“
请门神，贴门神，门神把
门灾不进”。然后带着孩子挨个给祖
坟烧纸，感谢祖先护佑，家庭发达人
丁兴旺。除夕夜祭了天地祖之后，全
家人
“
守岁”，谈谈人情世故，南水北

谚中成熟许多。
“
初一起大早， 来年步步高”，
勤快人五更就置香烛， 再祭天地
祖，敞开大门接财神和春神，祈望
财源广进四季如春。“
正月年初一，
人人换新衣”，孩子们“
穿新衣，戴
花帽，噼里啪啦放鞭炮”，揣着压岁

初的时候买来小猪。 一年时间，剩饭麦麸子喂着，年
底猪长成了，成了春节最重要的食材之一。
杀猪仪式前， 找一户宽大的院落， 劈足量的木

钱，围着大椿树边转边唱
“椿树椿

柴，支一口大锅，烧满满一锅热水。 放血的，眼要疾，

树你为王，你长粗来我长长，你长
粗来护水土， 我长长来上学堂，上
了学堂勤读书，鲤跃龙门好风光。 ”

手要准，动作还要快。
几个青壮男子给没气的猪吹气，吹得鼓鼓的，就

清凌凌的水流北方 别忘清水出南阳
正当人家都装饰一新， 围坐

方，别忘清水出南阳。 ”

品尝丰盛的年夜饭， 聊着永远也
说不完的家常，平安快乐地享受团

“
正月十五看花灯， 姑娘媳妇披
彩虹”，少女花枝招展，吸引小伙。 这

圆，从渠首，到大型渡槽、干渠各分
流口等处， 那些勤谨护水的人们，
豪迈地说：
“
顶风雪，冒严寒，人家
过年我值班，图的清水润京苑”。 一
家不圆万家甜，他们深情地说，
“
库
水深，大渠长，清凌凌的水流向北

天晨吃元宵，晚蒸灯盏馍。 灯盏馍用
玉米、红薯面等做酒盅状，一般八个，
凹处添香油，插上灯芯点燃，放中堂
等处门墩。“
嚼灯盏，脆生生，树不生
虫牙不疼”， 孩童看花灯抢吃别人家
灯盏馍，意为嚼灾去邪。 十六早上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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杀年猪，可能是过大年最有仪式感的活动之一。
青年作家李晓冬带我们来到那热闹的杀年猪现场，
一起感受年的喜庆富足。
腊月初，杀年猪。 以前，有条件的农家，都会在年

子去地里踩麦苗摸豌豆，
“
踩踩麦，活
一百；摸摸豆，活哩没有数。 ”实谓教
育孩子知五谷，懂农事，不忘本。
南阳人春节新民谚，浓浓的年
味萦绕，酽酽的文化依旧，但有创
新发展，认识不断提高，与时代进
步同频共振， 显示着对南水北调
等重大事物介入生活有了新认
识、新追求、新祈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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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开水，两个人刮毛。 接着是开膛，取了猪尿脬，有热
尿的话， 就叫嚷着让谁家爱尿床的小毛娃伴了糖抓
紧喝了——
—以后这毛病就没了。 流口水的小孩，就有
割了的猪尾巴在眼前晃，据说舔几口，口水以后也不
流了。 猪尿脬往往是孩子们哄抢的对象，吹了气，鼓
囊囊的，可以玩好多天。
一番热闹过后，东家已煮了一锅新鲜的猪血猪
杂汤端出来，冒着热气，溢着香味，大人小孩都有
份，可以一饱口福。 两扇开膛的雪白的猪肉 ， 就 躺
在院子正中的门板上。 年内新婚的人家，这时会忙
着割或大或小的礼条，大方与小气的打趣声就此起
彼伏。
杀了年猪，就意味着一个富足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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