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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说过年的味道，现在是
觉得越过越淡，越过越没有意
思。年轻人期待，不过是等待
那几天长假，可以到酒吧昏头
昏脑地玩几天。虽说不怎么
上档次，然而这总算是个“事”
儿，惦记这些事，也算体味“过
年”，总比惦记着赌博、酗酒要
来事。那么上了点年纪的，想
聊天，想玩儿，没伴。想看电
视，摸出遥控器，唯在电视边，
搜来换去，寻不到如意的电视
节目。出去走动疏散一下吧，
没劲，走不动，亲人们都在各
忙各的，每个人都有十足充分
的理由不来见你！昔日里春
节还能听到鞭炮声，噼里啪啦
地也还热闹，一闹雾霾，鞭炮
自然形态消亡了，那就……闲
着呗……

那么，怎样过年？怎样过
好年？不是一件不值一提的
小事。中国过了数千年春节，
向来人们也没认真探索过这
事，据我看，过年三件事：祀
神、祭祖、敬人，这记的是社会
内容。首先是一个家族自身
过年时要聚。一聚，老人上
座，准备压岁钱，儿孙们依次
伏拜，就领这个压岁钱，一来
吉利，二来整年之中缺少零花
钱，这会感到一点心里舒坦滋
润。一个家族在这个氛围中
重新认同了自身的根，明了了
敬祖和自身事业的血肉关联，
明白祖宗的重要，也就知道自
己具体行为的某种准则和约
束。先辈们领受这种肃穆庄
重，也让先辈感受到自己尊严
的来历和重要性。压岁钱据
说是从唐明皇与戏剧艺术人
等的交往中留驻下来的。钱
不多，很少一点，却很吉利，儿
孙们欢天喜地带来的吉祥喜
庆，让人感到家族的温暖和提
升力。

再就是祀祖，从腊月二十
三开始祭灶王上天。什么扫房
子、灌酒……到“捏鼻儿”“作揖
儿”，包含着对先辈们的膜拜礼
敬，从头到尾就是祀神祈福。
连这个过年常用的“福”字也满
满都是礼味，由神降赐。

合家人口和足以维持生
活的田地都是神赐的，族权、
神权充斥了我们的“过年”，使
过年变得不但热闹而且幽幽
地带着一点神秘兮兮的味气。

那么，我家过去过年是怎
样的？据母
亲告诉我，爷

爷 会 把 一
些 新 鲜 好
吃 的 用 供
桌摆起来，

点上香烛祀祖，他自己庄重肃
穆不苟言笑，带上压岁钱端坐
灯前守岁。奶奶则筹备包饺
子，和面、盘馅，只有一条，包
饺子这事做得严肃，只是她一
个人包，不许任何人插手帮
忙。原因很简单，这天的饺子
不许有一个是破的，必须都是
完整圆满的——一律都是拇
指许大干干净净排列在那里
准备入锅——而且第一碗饺
子必是她亲手捞出，然后毕恭
毕敬献给祖家祀台，然后她才
随爷爷坐了准备发压岁钱。

过年的事说起来繁复而
且琐碎。在清代有一本书叫
《清嘉录》，一条一条说得明明
白白，就是严肃认真，不许胡
来。

我随母亲走。1945年就
随军了，当然没有这些啰唆。
当年年三十，妈妈到大伙房领
取了饺子馅，她擦完了枪就会
和我坐对面，开始包饺子，也
是和奶奶一样，就她一个人动
手，一律拇指大小，一边包一
边与我聊天。

“妈妈……外边家家户户
都在响，他们在做什么？”

“过年时，家家都在剁饺
子馅。”

“咱家没有剁。”
“是的，我家有伙房，他们

没有，我们是队伍，他们不是。”
“唔，我明白了，我们人

多，他们是一家又一家，我们
是把馅领回来自己包的。”

“对”，母亲说着用手拈着
饺子皮，抿嘴说道：“不过去年
还很紧张，我们几个女同志把
肉领回来，刚开始剁肉，突然
听到村口狗叫，还有枪声，有
人呼喊‘这村里有八路，进村
抓活的呀！’”

满村都乱了，这是一次遭
遇突袭，枪声、剁砧板声、男呼
女哭、驴叫狗咬，呼天喊地还
夹杂着“抓八路”声，搅得一塌
糊涂。

看我听怔怔地，母亲又从
容说道：“我们带着肉跑上山，
那里有个山神庙，摘掉门板，
一边剁肉一边说笑，“无论如
何总得过年。”

结果天亮了，看门板上头
是厚厚一层牛粪，距剁肉那块
几寸地方，深深塌下一个肉
坑。

说完母亲便笑。
她当笑话说的，我也当笑

话听的，并没有意识到这是革
命故事。直到我自己现在垂
暮之年，我才明白，我们枯燥
是因为我们没有故事，也创作
不出故事来。⑦4

今天看来，将正月十
五定为元宵节，是两千多
年前西汉皇帝们的一个贡
献。正是这个节日，让辛
苦了一年的黎民百姓，在
经过了亲友团聚的春节
后，又有了个狂欢的机会，
好把积蓄了一个冬天的精
力都发泄出来。

在中原民间，元宵节
是一个近似于西方狂欢节
一样的节日。

回首走过的岁月，我
度过的元宵节已有几十个
了。

童年记忆中的元宵
节，是镇街上拥挤的人群、
晃动的人头和不绝的人
流，是坐在大人肩膀上，
看在鼓乐声中走过来的
踩高跷、游旱船的队伍，
是人们不绝的欢呼和放
肆的高叫。在镇街的十
字街口，踩高跷游旱船的
队伍停下来表演时，人们
的欢乐会达到巅峰，踩高
跷的高手会在这儿翻跟
头，几家吹唢呐的班子会
在 这 儿 比 着 吹“ 百 鸟 朝
凤”，最重要的是游旱船
的男扮女装的演员们，要
在这儿把旱船撑得滴溜
溜转，“她们”一个个涂脂
抹粉穿红着绿，要故意在
这儿借撑船的机会显示
出 自 己“ 美 妙 的 女 儿身
段”，逗人们笑得前仰后
合。更有趣的是，有胆大
的看客趁男扮女装的演员
们不注意，猛伸手掏出他
们装在胸前当乳房的大红
薯，使得他们高隆的胸部
塌了一半，那演员却假装
害羞捂住了脸，那场景能
把人们笑得流出眼泪，成

群的笑声纠结成团，会顺
着街筒滚出几里地远。

少年记忆中的元宵
节，是在村头欢快地抡着
自制的火把。离着元宵节
还有几天，我们这些孩子
就开始在家里和村里四处
寻找用到一半的笤帚，实
在找不到，就悄悄把娘新
扎的笤帚藏起来，不管娘
如何着急寻找也不拿出
来。到了元宵节的夜里，
大家一齐拿着笤帚、火柴
和细绳子来到村头的田野
里，把细绳子绑在笤帚的
把上，然后用火柴点燃笤
帚，一只手拎着绳子就抡
起来，着了火的笤帚变成
了一个火球，被我们抡成
一个火的圆圈，几十个孩
子一齐抡着几十个火球，
边抡边快活地喊叫着，那
场面极为壮观。更有意思
的是，一个村子的孩子们
一旦开始抡火把了，其他
村子的孩子们看见后就也
开始抡，这样，几个村子的
许多孩子同时抡出无数个
火的圆圈，伴着笑声和呐
喊，还有大人们的鼓励和
赞叹，天上皓月一轮，地上
火光点点，天地呼应，那情
景确实让人从心底里感到
无比的畅快。

青年时代记忆中的元
宵节，是无数的灯谜贴在
红灯笼上，看谁最先猜出
来。我们这些青年男女在
灯谜中穿行，一个个抓耳
挠腮苦思冥想，都想把谜
底先猜出来。谁猜得多猜
得准，谁就可能得到异性
的青睐。眼见得一对一对
的男女因猜准灯谜而生好
感而走在一起，甚至隐身

到远处的暗影里，能把人
急 得 和 嫉 妒 得 浑 身 冒
汗。可我脑子转弯慢，猜
灯谜的本领最差，干急却
没有办法。有时可把一
条灯谜的谜底猜到了，还
没开口，已被机灵的同学
先报了谜底把奖品领走
了。我记得我有一个元
宵节只猜对了一条三等
难度的灯谜，那灯谜的谜
面是：开封城。要求是：
答一个作家的名字。我
给的答案是：茅盾。老师
说：对了，请领走两颗水
果糖。尽管没有一个女
同学走过来向我表示祝
贺，我还是眉开眼笑地乐
了一个晚上……

从军后记忆中的元宵
节，是看遥远夜空中的烟
花。我记得有一年拉练进
到沂蒙山里，到了元宵节
晚上，恰逢我站九点熄灯
后的第一班岗。我持枪站
在哨位上时，远处县城的
夜空中升起了绚烂的烟
花，我高兴地叫了一声：
嗷，看——带班的班长闻
声走过来训了我一句：喊
什么？怕敌人不知你站在
啥地方？我惊得急忙伸了
伸了舌头，乖乖，我竟忘了
自己在站岗！班长大概看
出了我眼中的落寞，不忍
心地又轻声叮嘱：你看烟
花吧，我替你观察着四周，
但不许喊。我急忙点头，
急忙又把目光放在遥远夜
空中的烟花上，照样看得
兴高采烈，只是不敢乐出
声来……

元宵节给了我太多的
快乐，每一想起就对她心
生感激。⑦4

春节是中国人心目中最重要的节日，在作家的笔下，有很多关于过年的描写，或生动，或谐趣，或真挚，令
人印象深刻。今天，我们看看文坛大家二月河、周大新笔下的新年，从中领略过年的独特意蕴。——编者

过年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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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过元宵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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