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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群华
故乡的守岁照旧承袭了老一套。
吃过晚饭，除了母亲还忙些碗筷
之外，父亲早搬出了糖果瓜子花生等
我们喜欢吃的零食摆在红漆方桌上，
嘱咐我们不要出去走街串户，生怕我
们的唐突，打扰了邻居的温馨和喜庆，
其中的尴尬让我们少了礼数似的。所
以这时的叮嘱是父亲一年中最柔软最
讨好我们的，害怕惹得我们不高兴。
自然我们也不问为什么，这么蜜甜的
氛围里，我们乐于坐在家里像一群土
拨鼠愉快地、机灵地剥花生嚼甘蔗，享
受慢慢浓烈及古拙的团聚。
守岁有颇多忌讳。那些忌讳一进
入腊月母亲便交待无数遍了，所以这
一晚我们是高兴而谨慎的，少了些许
的顽劣之气。母亲说这一晚切记接什
么物要小心要稳，切勿打碎了，倘若碎
了，马上要说“碎碎平安”以补冒失；自
然，这一晚与人说话要文明礼貌，尊老
爱幼，切忌与人冲突或说话大喊大叫，
让人觉得你莽撞粗鲁不懂礼数；当然
在家迎亲接客更是笑脸如春，不管邻
居半夜三更来扰，也要烧茶敬酒，好生
招待一番。母亲的嘱咐还有很多，对
我们平日自由惯了的人，多少有点不
自在，
故而守岁守得谨小慎微了。
等母亲收拾完了碗筷等琐碎之
事，便拨亮了堂屋神龛下的红烛及门
廊里外的红灯笼。这时暮色青黛，远
山朦胧。夹街的两排商铺都关门闭户
了，从叶子窗抬头望过去，青石板的老
街道少有人影。我们彼此望着对方，
一家人少有现在这么安闲而祥和。
三十晚上的火是守岁的一大特
征。我们吃着南来北往的水果和佳

品，脚下的炭火与院内外的红灯笼相
映成趣。这时的炭火相当旺盛，冒着
绯红的火舌，舔着我们小小的嫩脚板；
红灯笼则透过吊脚楼木质间的缝隙，
抚摸在我们的脸上，像淡淡地涂上了
一层胭脂。母亲不敢小火，或摁小院
内外的红灯笼，这时的母亲大气起来，
希望炭火照亮一屋的物什，灯笼照亮
眼前的天穹及阡陌，一枝红梅似乎赶
来锦上添花，让灯笼更亮更红了些。
命田湾，我的故乡，此刻的夜，在
炭火和灯笼的映照下，显得婀娜多姿、
幸福怡然。
父亲是添炭火的老手，他对于三
十晚上的火把握得恰到好处，既不小
也不大。火小了，一屋的人便会觉得
几分春寒，大了些，又觉得浑身躁热。
只有不大不小，像一袅春阳温煦着苏
醒过来的小草，咂咂地吮吸着温暖，长
出了月白的尖芽。而所添的木炭是父
亲精心挑选的，没有烟，更无异味，反
而散发淡淡的自然清香。这些来自深
山的杂木，此刻在我家顺延着守岁的
时光，
像起伏的青峰慢慢甜过了苍巷。
于炭火上温一壶甜米酒，是我们
最喜欢的。母亲更深知我们这股馋
劲。待月上枝丫，守岁的人有了几分
倦态，她便去里屋的陶罐里沽一勺甜
米酒，再加一勺山泉水冲淡酒性，放炭
火 上 一 煮 ，很 快 就 散 发 出 甜 甜 的 酒
味。我们听着街道上的声响，不时瞄
一眼煮翻滚了的米酒。等吊足了我们
的味口，母亲才慢吞吞地摆出几个酒
杯，提壶每人一杯。眼前的米酒是农
家朴实的饮料，尽管有几分土气，但那
瓦蓝的酒水和乳白的几粒酒糟，像一

难忘那年
卖灶画

猪年送福

幅年画，韵味悠长。
命田湾人也不是都在屋里头守岁
的，早几年就年年在坝上守。
坝上是命田湾最开阔的一块水泥
平地，一条资江盘旋着它画了半个圆
圈，而没画的地方则是雪峰山高高的
嶙峋的余峰。所以这处依山傍水的坝
场，是命田湾一百多户人家集体守岁
的好地方。
记得那几年每到年三十，村里负
责集体守岁的人便把父母亲叫去帮忙
做年夜饭。他们在坝上摆满了一排大
方桌子，一张接一张，几十桌，长长的
像一条龙一般盘曲腾飞。尤其每张桌
子上挂一串红灯笼，更像一团彩云缭
绕于龙的两爪，气势平挹远方。当我
们一桌桌坐满，开饭的吉时到了，负责
的人吆喝一嗓子：
“呷年夜饭啦！”然后
阿哥阿嫂们就端出了东坡猪腿、猪肠
粑粑、地瓜米线、糁子米粉肉。反正平
日里少见的家常菜，在此时均露面了
一回。稍后，一伙村里穿苗瑶民族服
的姑娘鱼贯而出，对着来村里旅游的
客人唱起了古老的山歌。我们似乎不
理会这些，只敞开肚子吃，吃得嘴角泛
油，吃得一喘气就冒饱嗝儿。这种吃
年夜饭的氛围像村里赶喜席，吃出了
热闹，
也吃出了风情和团结。
吃完年夜饭则是守岁。集体守岁
与家里守岁不同，气势大多了。在坝
上守岁，有一老大堆的篝火，村里的老
少男女手牵着手，围一个大圈儿唱歌
跳舞。火越烧越旺，舞越跳越劲火，歌
也越唱越高亢。我们穿插在唱歌跳舞
的人群里叫着笑着，还盯着篝火上不
断翻滚的烤着的全羊。这头羊可能是

村里最大的头羊，两只曲角儿
足足有我一小手粗，四蹄儿也有
一握拳大。它已经被剥去了毛皮，
但浑身烤得金黄酥嫩，散发出浓郁的
羊肉香气。我吞了吞口水，真想抢了
那把弯刀卸下羊的四肢或剔去羊的骨
头，让我一口米酒一口羊肉地享受这
个美妙诱人的除夕夜。
但是，吃烤全羊一定要等到除夕
夜的十二点。当钟声敲响了新的一
年，坝上的歌舞更翻滚了，像满满一资
江的惊涛骇浪，席卷了两岸的青翠与
苍崖。全羊被洁白的弯刀一刀一刀地
割下盛盘，送给邻里亲人，送给远道而
来的客人。我捏起一块羊肉，和着一
杯米酒咀嚼，像青草在舌尖拔节，开出
嫩嫩的清香。可我没料到酒此刻已经
浓烈，完全催开了桃花的鲜艳，绽放在
我的双颊。
守岁很快又进入了一年的高潮部
分，像唱歌拉住了人的心坎。我们一
家盯着墙壁上“沙沙”响的圆盘表，当
秒钟分钟时钟一起指上十二的时候，
父亲说：
“ 新的一年来了，你们又长一
岁了。”母亲不声不响，又提壶给我们
灌 满 一 杯 酒 ，说 ：
“ 喝 ！”然 后 一 饮 而
尽。放下杯子，她又在口袋里摸索了
一阵，递给我们一个红包。我欣喜若
狂，揣着的红包大概是守岁中最富丰
收意识的沉甸了，也是最澎湃的季节
中的橙黄了。
命田湾人的守岁，不管在坝上，还
是在青石板街，像星星每天要迎接磅
礴的太阳，碧水和阡陌，梯土与高山，
都保持着一颗初心，在大年三十晚的
炭火边起伏、蓄势。

（丹笑 摄）

□ 曹宏安
新年永远是孩子们的盼望。
一个白面馒头、一碗带肉的饺子，这是小时我对
春节的唯一企盼，对于能否添一件新衣服没有太多
的奢望，让肚子舒服就好。我和同伴们大都差不多，
都是棉袄套洗净的旧衣，鞋子可以是新的，因为母亲
和其他孩子的妈妈一样，
都是做鞋的好手。
进入腊月，人们都计算着怎样进年货了，还有些
家像我们一样，正为过年发愁。那年十五晚上，母亲
把姐和我喊到身边，取出一摞灶画，让姐明天拿到口
孜会上卖。姐姐很小心地把灶画装进粗布袋子。清
早，屋外还漆黑一片，母亲就把我们唤醒，在我们吃
着饭的时候，又再三叮咛：千万不能说是“卖灶画”，
应该说“请灶神”
，
“卖”是对灶神爷的大不敬。
灶画，是新年厨房贴的，在供奉灶神的地方贴上
灶神爷画像，两边还要贴副对联：
“上天言好事，下界
保安康”，中间是“一家主”，还有的是“二十三日去，
初一五更回”，听说灶神爷每年腊月二十三上天去述
职，到正月初一才回到民间。据说灶神爷上天是要
汇报每家每户一年舀了几瓢米，粮食够不够吃，哪一
家哪一户不会过日子，粮食浪费，等等。所以，二十
三这天要用麻糖祭灶，堵住灶神爷的嘴，让他上天多
说好话。
姐和我吃了碗粥，就出发了。姐姐比我大四岁，
由于长期营养不良的缘故，
个头不比我高多少。
我们就在这腊月十六的清晨走着，路上不时有
赶会卖货的人从身边匆匆走过，整个人和脸都严严
实实地裹着，只能看到露出的一双眼。等到了会上
后，才发现集市上即使巴掌大的一片地方也早被其
他小贩占领，没办法，姐姐只好带着我离开集市中
心，往村边摸。
村边，在人们渐渐稀疏了的地方，我们停下来。
姐姐从粗布袋里掏出灶画，小心翼翼地打开。有两
叠儿，一叠儿是灶神爷的画，上面灶神爷、灶神奶慈
祥地端坐着，另一叠儿是老天爷的画儿，神态庄重威
严。
冬日像一面白色的镜悬在天上，显得冰冷冰冷，
从眼睛直冷到心里。
“请灶神爷喽——”姐姐在路上来往喊叫着，拦
下一个又一个行人。
已近中午，
灶画并没卖多少，
姐姐急出了两眼泪。
斜对面走过来一位慈祥的老人，似乎注意到了
我们的窘境。他先是拿过一张灶画仔细看了又看，
连声道好，称印得不错，色泽鲜亮，刻画清晰。老人
弯下身，摸摸我的头，温和地说：
“别急，孩子，这么好
的灶画不愁卖的，我帮你们卖……”
老人开始拦过往的行人，嘴里亲热地喊着“老大
哥”、
“嫂子”、
“兄弟”，行人也都停脚围过来。从行人
的神态中可以看出老人在村里很受尊敬，路人大都
被老人的热情打动，或者要给老人一个面子，纷纷拿
了画，撇下钱，
高高兴兴地走了。
太阳偏西了，二百张灶画竟被“抢购一空”
。
“孩子，回家吧，别让大人操心。不容易啊
……”
老人转过头，
安祥地笑着，
叹着气走了。
到了村中学外面的篮球场，我们把零零散
散的钱整理了一下，正好是二百张所卖的四
元钱。
帮助别人其实是一种幸福，只要人
间充满温情，即使冬天也不会太冷。
几十年过去，每当新年，我都会记起冷
风中帮我卖灶画的那位老人。
那年卖灶画，我正好八岁。

印张帖子去拜年
□ 何炳炎
一大早，我的手机就响个不停，都是亲朋好
友发来的微信。
这时，我就想起去年年三十晚上，新年钟声
刚敲响，中央台的春晚节目还没有结束，我的手
机就开始唱了。一声接一声，全都是亲朋好友祝
贺新年的微信。我电视也不看了，拿起手机也给
亲友拜年了。只用了十几分钟把能用微信表达新
年祝福的拜年信息全都发出去了。
现在给亲朋好友拜年大多使用手机的微信功
能，点点屏幕就搞定了。几十年前可不是这样。
小时候给亲朋好友拜年的情形现在还历历在目。
正月初一，要给长辈拜年。给长辈拜年一定
要上门去跪拜，要带上糖果糕点，长辈家早就预
备好了一个草编的莆墩放在厅堂中间。进门就要
跪地。拜年的晚辈还要口颂祝福，磕完头，长辈
会给一个红纸包。当然，我那个年代坚持这种磕
头拜年的传统还是比较少的。毕竟那时候新中国
成立已经好几年了。
正月初二以后要给同辈的至亲贺年，一般也要
上门去的，不上门去，是礼数不到，亲戚会不高兴。
也要带上糖果糕点，只是进门不用磕头。大家互致
问候，喝喝茶，磕磕瓜子，聊聊天，然后是喝酒吃
饭。有些亲戚虽然同在一座城市里，但由于各忙各
的生活，一年也难见几次面，大家借拜年的机会增
进亲情。临走时，是拜年的高潮，拜年的人要留下
带去的礼物，另一方坚决不收，双方拖拖扯扯难解
难分。最后，只好折中，有留下少部分礼物的，有互
换礼物的。出门走了好远，客人还回过头去向站在
门口的亲友大声喊着再见。
我小时候用拜年帖向亲朋好友贺年也十分流
行。用拜年帖给亲朋好友贺年，既郑重又省去了
亲友间你来我往的时间与客套。
拜年帖都是自己动手做的。做拜年帖先要准
备一些材料，比如纸、笔、墨、颜料、厚一点的
纸板、刻刀、铁丝网、刷子等。
我每年送人的拜年帖都是自己做的。过年前
学校都已经放假了，做拜年帖有充足的时间。倒

是做拜年帖的材料要到处搜寻。
我先去文具店买一把一毛一分钱的刻刀。到
医院药房去捡比较硬的厚纸壳，这两样东西准备
好了以后就可以动手制版了，我先在厚纸板上画
两个飘着丝带的灯笼，再写上“恭贺新禧”四个
粗体字。灯笼和恭贺新禧四个字都是从书报上临
摹下来的，再用刻刀把灯笼和字雕空。这就完成
了拜年帖的制版工作。
拜年帖的版制好了，第二步就是印刷了，首
先把雪白的图画纸裁成三寸宽四寸长的长方形纸
片，把红墨水倒进小碗碟里，把做好的版放在纸
片上，然后左手拿一个拍苍蝇的铁丝网拍，右手
用一把旧牙刷在小碟子里蘸上少许红墨水，对准
版面，用牙刷来回轻轻地刷，刷子上的红墨水透
过铁丝网就成了极微小的沫，均匀地填在纸上。
只几分钟，一张拜年帖就印好了。待墨水干了
后，再用毛笔写上自己的名字。
三十晚上吃完年夜饭后，全家人围坐在一起
烤火吃花生嗑瓜子，大人们都会睡得晚一些，有
的一晚不睡，我们到了一两点早就前仰后合了，
祖父见了就会说，不要睡了，你还有拜年帖没有
送呢。我立马来了精神，拿了拜年帖就出了门。
街上已经有不少人在送拜年帖了。有的手里提着
灯笼，有的手里拿着手电筒。有大人，也有像我
这样十来岁的小孩。认识的人打个招呼，不认识
的人就擦肩而过。到了拜年的人家，抽出一张拜
年帖悄悄地从门缝里塞进去。有的人已经睡了，
有的人还没有睡，没有睡的人看见门外塞进来的
拜年帖也不作声，他会默默地捡起来，看后会轻
轻地笑一笑。
拜年帖虽然看起来十分粗糙，颜色也十分单
调，只有红、黑、白三种颜色，但它倾注了制作
者的真情。你接到一张拜年帖，你手里能感觉到
拜年者滚烫的心，送拜年帖的人的音容笑貌会立
刻出现在你面前，鲜活鲜活的。
快过年了，用手机发微信拜年？还是做一张
拜年帖，我在心里反复思考着。

便 过 年

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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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了梅花

守

艺林

□ 王太生
插梅，冬日雅事。岁暮市声远，窗外腊梅花开了，
开得冷香馥郁，梅枝清冽。
古人清供，犹爱一枝梅。宋代仇远《插梅》诗：
“偶
得数枝梅，插向陶瓶里。置之曲密房，注以清冷水。肌
肤若冰雪，寒极粟不起，岁晏且闻香，春深看结子。”素
手把梅，将数枝梅插入陶瓶中，瘦腰花器，着一袭梅，微
微呼吸，尘佛俱静。
齐白石《岁朝图》，画梅花、磨盘柿子、鞭炮，喜气洋
洋，梅花插在花瓶里，暖红冷香。
汪曾祺《岁朝清供》中提到：
“ 我家旧园有腊梅四
株，主干粗如汤碗，近春节时，繁花满树……初一一早，
我就爬上树去，选择一大枝——要枝子好看，花蕾多
的，拗折下来——腊梅枝脆，极易折，插在大胆瓶里。
这枝腊梅高可三尺，很壮观。
”
他还说，曾见一幅旧画：一间茅屋，一个老者手捧
一个瓦罐，内插梅花一枝，正要放到案上，题目：
“山家
除夕无他事，插了梅花便过年。
”
这样就想到高古旷远的山中，无杂念，亦无功利
事，最多也就腌几串腊味，挂在竹竿、绳索上晾晒。草
垛旁，有鸡爪霜。几个人洒水除尘，打扫庭院，辞旧迎
新。那样的一种简意生活，岁月充满仪式感，折一枝
梅，插入瓶中，清淡的日子，更见素雅。
明代高濂《遵生八笺》中说：
“冬时插梅必须龙泉大
瓶，象窑敞瓶，厚铜汉壶，高三四尺以上，投以硫黄五六
钱，砍大枝梅花插供，方快人意。
”
何为快人意？按照我的粗浅理解，大瓶插供大枝
梅花，瓶、梅俱佳，就像一个人面对好食物，大快朵颐，
香气在一屋释放，内心的快乐也在尽情释放，沉浸在大
喜悦里。
山中有大梅树，枝苞勃发，闲人折枝扛花，实为岁
暮散淡之事。
插梅花器，口小肚大，给人端庄稳重的美感，最好
素色，龙泉窑的淡青色为上，哥窑的冰裂纹、钧窑的窑
变纹次之。梅花造型，讲究疏密、正斜、参差、穿插与灵
动。
山家也没那么讲究，一瓦罐泉水，站数枝梅，在清
风中摇曳。
我所能想见的生活，是那几个散淡的人，或头戴风
帽，拢手而坐，坐在一截枯树桩上，晒太阳；或寂寂而
立，朝着远山，鸡鸣犬吠处遥望。
也想到我家乡的一棵老梅树。那棵老腊梅树，在
一户人家院子里，生长了二百年。枝高过围墙屋脊，把
小院的天空分布得密密匝匝，黄苞满树，一院子的香
气。
居住在这样的小院，如果房间里再有一顶古人曾
经用过的梅花纸帐，该有何等雅致。梅花纸帐，就是在
一张床的四角竖起四根黑漆柱，上横架一个顶罩，在顶
罩和床头、床尾以及背壁三侧用细白纸蒙护起来，在上
下床的一侧悬挂帘子，就做成了一个纸帐。在纸帐之
内的四根帐柱上各挂一只锡制的壁瓶，瓶中插上新梅
数枝，清香四溢。
一岁梅，对一岁；一岁梅，对一个人。插了梅花便
过年，有一种岁月前行的义无反顾，过来的岁月，不管
它过得怎样，开心也好，失落也罢。纵是对将要逝去的
年岁充满留念，用一枝梅花，挥一挥手，作清香四溢的
珍重道别。
等到一觉醒来，东方既白，华光映堂，淡雅清香中，
已是新的一年。

春到山乡
□ 宋致纯

触摸春天，掬一捧溪水，透明甘甜；闻一朵小
花，弥漫芳香；抓一把故土，亲切依旧。
春燕轻翅掠过翠绿的山河，一声声熟悉的呢喃，
仿佛在呼喊着：春天回来了。
春牛奋蹄踏进耕耘的沃土，一道道闪亮的犁铧，
掀起春天农谚：播种的季节到了。
农家炊烟袅袅，掩映春风杨柳；小院一树梨花，
流白雅洁幽香；活蹦乱跳的雏鸡，在菜园里兴奋觅
食；父母呼喊我的乳名，把春天的黎明惊醒。
醒来的故乡，春意生机盎然，若一幅水墨的画；
田园阡陌纵横，似一首朦胧的诗。画里有我的童年，
诗中有我的乡愁。
一粒种子在黄土里生根发芽，并茁壮成长；一颗
生命在春光里芬芳流转，且纯净如初；一种愁怀在亲
情里长成记忆，永远美好，永驻温暖。
春天千呼万唤般走来，让我感到依然无比亲切，
像信风、阳光、泥土、种子，以及细雨、露珠、草
花、笛音，从心底迸出乡村朴实的方言。
我以牛儿见到青草的殷盼，让青春在春天抽枝繁
茂，沿着高高低低、平平仄仄的山道，一路抵达莺飞
草长的故乡。
春天吹笛成柳，日子激扬明快，暖阳覆盖山村，
所有种子与汗水，璀璨季节的春华秋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