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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这一顿饭

奶奶等啊等

几缕华发

高兴成雪花的晶莹

母亲反复推敲着

每一个人的口味

用整整一年的功夫

沿着跋山涉水的方向

调味出这桌饭的

灵气和笑容

喜悦的青花盘

盛满香喷喷的故事

碰在一起的酒杯

撞出春晚丰富的表情

高兴的筷子

夹起春夏秋冬

冷暖酸甜

亢奋的小勺

舀起热乎乎的憧憬

最是新年钟声

敲响甜丝丝的梦

伴着锅碗瓢盆叮叮当当

爆竹实在憋不住了

宝宝捂着耳朵

噼里啪啦

春

醒了

年夜饭
张勇

年味（外一首）

漠风

推开冬天的最后一扇门，年味
像一束圣洁的花，散着浓浓的气息
乡村与城市一样
弥漫着年的味道，年的气息……

窗棂上，一副一副的红对联
贴着祝福，贴着夙愿
贴着新年最美的风景
红纸黑字的春联里藏着淳朴的年味

屋檐下，一盏一盏的红灯笼
挂着吉祥，挂着收获
挂着一年的五谷丰登
红里透明的新灯笼照着年的喜悦

街道上，一地一地的大年货
摆着祥和，摆着喜庆
摆着一年最后的疯狂
五花八门的大年货散着浓浓的年味

屋子里，一桌一桌的家常菜
散着团圆，散着幸福
散着一年最美的味道
香气迷人的菜肴里裹着甜美的年味

踏进冬天的最后一扇门，我们
点燃了礼花，点燃了激情，点燃了生命
新的一年已经开始，梦想已经起飞
远行的路上，年味依旧一路飘香……

红灯笼

一盏一盏的红灯笼，高高地挂起
挂着浓浓的喜庆，挂着祥和福瑞
挂着一年的收获，一年的幸福……

挨家挨户的红灯笼，红红的
像一朵又一朵幸福的花
盛开着我们的信念、追求、夙愿……

一盏一盏的红灯笼，挂满城市
挂满乡村，挂满我们心灵的窗口
挂着我们的好日子，挂着新年新景新气象……

满街满巷的红灯笼，红红的
像我们满含笑意的脸
散发着新年的气息、浓浓的年味……

春节，各家各户都喜欢在自己家
门口贴上一幅“五福临门”的春联，
以期盼来年风调雨顺，幸福安康。

据记载，在很早以前，平民百姓
在门口贴的并不是字联，而是五个
手画的蝙蝠，取其“福”之音义，象征
美满幸福。后来，随着文化的普及，
才逐渐演变成“五福临门”的春联。

史书上的“五福”，最早见于汉
民族的历史文献《尚书·洪范》。原
文曰：“五福：一曰寿，二曰富，三曰
康宁，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终命。”
也就是说，五福的第一福是长寿，
第二福是富贵，第三福是康宁，第
四福是好德，第五福是善终。其含
义：“长寿”是命不夭折且福寿绵
长；“富贵”是钱财富足且地位尊
贵；“康宁”是身体健康且心灵安
宁；“好德”是生性仁善且宽厚宁
静；“善终”是临终时，没有横祸，没
有病痛，没有烦恼，安详地离开人
间。而古人将“好德”列为五福中
最重要的一福，是因为一个人有了
仁慈宽厚，乐善好施的德，才是一
切快乐和幸福的源泉，一切好运和

福气的根本，只有“好德”，才能长
寿、富贵、康宁和善终。

在传统的中国民俗中，“五福”
也是五句吉祥的祝福：即寿比南山、
恭喜发财、健康安宁、品德高尚、善
始善终。正是人们都希望自己和家
人能万事如意，五福合起来降临门
庭，构成理想的幸福人生。所以在
新春佳节时，就喜欢在家门口贴上
一幅“五福临门”，以期盼在新的一
年里生活幸福、心想事成。

其实，古人造字，都有一定含
义。“福”字的左边是“衣”，右边是

“一口田”，也就是说，只要有衣穿、
有饭吃就是福了。只是后来人们将
福延伸为五福，增添了很多内容。
可现实生活中，五福临门很难全现，
人生中的美中不足，常常使许多人
感到遗憾和不满。

为了解决这一困境，近代不少仁
人志士便将幸福的内涵向实际延
伸，使福的解释更加简单明了寓意
深刻。著名教育家、杨开慧的父亲
杨昌济先生，在他的《达化斋日记》
中就写道：“思量疾病苦，健康便是

福；思量行路苦，安坐便是福；思量
营谋苦，无（钻）营便是福；思量饿寒
苦，饱暖便是福；思量从欲苦，循理
便是福；思量兵戈苦，太平便是福；
思量异乡苦，安土便是福；思量牢狱
苦，无罪便是福；思量死来苦，活着
便是福；思量痼疾苦，无癖便是福；
思量孤独苦，有家便是福；思量自苦
苦，知福便是福。”

不同的人对福有不同的诠释，我
想，只要懂得知足者常乐的道理，幸
福就会常在自己身边，快乐中就能
享到临门五福。正如一篇短文说
道：“你病，有人照顾你，这就是幸
福；你冷，有人抱着你，这就是幸福；
你哭，有人安慰你，这就是幸福；你
老，有人伴着你，这就是幸福；你错，
有人包容你，这就是幸福；你累，有
人心痛你，这就是幸福。幸福不是
你能左右多少人，而是多少人在你
左右；幸福不是你开多豪华的车，而
是你开着车平安到家；幸福不是你
吃得好穿得好，而是没病没灾；幸福
不是你成功时有人喝彩，而是失意
时有个声音对你说，朋友加油！”

新春话“五福”
栾世宏

过年的热闹总是与童年的欢
乐相依相伴，在年的脚步声中，童
年的记忆变得非常遥远又非常清
晰，从头拾起，令人有一种别梦依
稀的感觉。

儿时，我家的过年是从腊月二
十三开始的。那一天，父亲会骑着
自行车满载着我童年的欢乐回
来。村子里不时响起噼噼啪啪的
鞭炮声，是男孩子们从家里“偷”出
来零星的鞭炮所制造出来的欢
乐。凛冽的西北风将热辣辣的火
药味，变成了一种浓烈的过年的味
道，更加点燃了孩子们对过年的急
切渴盼和神往。

站在高高的 畔上，只要远远
地听到清脆的铃声从白茫茫的冰河
上划过来，我和妹妹就会满心雀跃
地撒开脚丫子，不顾一切地从黄土
高坡上奔下去，迎接从城里归来的
父亲。可是，只有邻村赶集归来的
村民骑着自行车不时从我们身边擦
过去，但是我们并不沮丧，依然乐此
不疲地等待着，期待的快乐充盈在
胸间。

当我们眼窝里噙满泪水的时
候，父亲终于满面灰尘地出现了。
父亲将自行车支在路边，转身将我
和妹妹揽在怀里，用胡子扎一扎，便
带我们回家了。自行车上满载着年
货，我跑过去想替父亲推自行车，结
果差点将自行车歪倒，父亲扶正了
自行车，让我和妹妹在后面帮着
推。等到了院子里，父亲已经累得

气喘吁吁了，他摸着我的头叹了一口气。我忙着翻
看父亲带回来的各种年货，并不理会父亲叹气中所
包含的意味。

过年前扫尘是一项巨大而劳人的工作，母亲极
要强，在父亲回来之前通常要把家打扫得窗明几
净。扫尘时几乎要把屋子里所有的家什全部清理
出去，然后扫灰、糊墙、贴年画、搭梯子糊窗、贴窗
花，所有的大件小件都要擦洗得清清爽爽一尘不染
才能搬回去。我只是在帮母亲打下手，就累得够
呛，母亲却像没事人一样一边不停地干活，一边还
哼着欢快的信天游。母亲打量着新贴的年画，嘴角
眉梢毫不掩饰满心的喜悦。搬大件家具时，通常要
请人搭把手，一只笨重的橱柜，常常被邻居叔叔轻
巧地举起来了。每当这时候，母亲就会一边感谢人
家，一边又遗憾地叹气。

母亲将年茶饭准备好后，爷爷就要带着叔叔和
二爷家的小孙子去祭祖上坟了。我闹着要去，爷爷
说什么也不带我去，母亲黯然失色地急忙跑过来，
将哭哭啼啼的我拖回了屋子。“妈，二爷家的孙子比
我小都可以去祭祖，我怎么不能去啊？”母亲的脸色
更难看了，举起巴掌想打我，最终却没有舍得落下
来。母亲将我拥在怀里，用粗糙的手指抚去我腮边
婆娑的热泪，然后缓缓说道：“就是不能祭祖，你也
是妈的好女儿。”那一刻，我终于读懂了父亲的叹
气、母亲的遗憾。

父亲的回家冲淡了我少年的惆怅，父亲买了许多
年货，有鞭炮、对联、各种好吃的，父亲还给我买了一
块鲜红的纱巾，我将纱巾围在脖子上，在院子里蹦来
跳去，我忘记了不能上祖坟祭祖的烦恼，忘记了向父
亲告爷爷的状。

母亲对父亲说，放串鞭炮吧。我抢着说让我来
放吧，我能行。母亲和父亲高兴地望着我，相视一
笑。我高举着点燃的秸秆，点响了鞭炮的引线，在
一阵噼噼啪啪的鞭炮声中，我家的过年气氛便由那
一天开始了。

盼
年
，满
载
着
童
年
欢
乐

任
静

说到年，自然会想到春联、灯笼、
窗花、倒贴的“福”字……一如记忆中
故园的红辣椒，年，是火红的，它让每
一个逝去的和迎面而来的日子更加
火红、更加鲜艳、更加醒目。

火红的春联，飘着淡淡的墨香，
姿态纷呈的字体，各显神韵。一纸春
联，书写着滚滚红尘的温馨欢乐，寄
寓着人心所向的美好愿望。春联着

“墨”，通常是黑色，这是一种传承下
来的庄重神圣；也有用金色的，那是
意念中的收获、荣光和辉煌。春联最
流行的字体有行书和楷书，或端庄方
正，或通达得体。当然，草书、隶书、
篆书、甲骨文等也时有呈现。春联是
春节的“一张脸”，透过这张喜庆的
脸，我们既能看到时代的变迁，也能
看到人们对美好生活的不懈追求。

灯笼，是年味中不可或缺的一部

分。记忆中的红灯笼，或悬于檐下，
或挂于树梢，或置于廊间，喧染着团
圆喜庆的气氛。小时候听大人说

“年”，印象中，灯笼堪为功臣，功不
可没。

很久以前，有一个叫“年”的怪
兽，总在新春来临之时祸害村子里的
人。有人提议，怪兽怕火，可以试试
在怪兽要来的时日，挂一些红色的东
西。大家觉得可行，于是各家各户的
门口都贴上了红对联，挂上了红灯
笼，系上了红带子。怪兽再来的时
候，所到之处都是红色，像有无数火
把在飘动，怪兽心生恐惧，一路狂奔
逃去。此后，悬挂红灯笼便成了民间
过年的一种习俗。

到大年三十晚上，一家人围炉而
坐，看着晚会，吃着点心，话着亲情……
那是一年中最浓情、最温馨、最祥和的

光景。这一晚，卸下了许许多多人生负
累，解开了生活琐碎累积的重重心结，
密切了远远近近的亲情乡情。

遛弯儿也是过年的味道之一。
在大年初一穿戴一新去遛弯儿，见人
就递烟，寒喧，问候。抑或和同样遛
着弯儿的人找一处避风向阳的墙根
坐下来，沐着春阳，守着亲情，天南地
北地闲聊、唠嗑，说着见闻，忆着旧
事，让心空乡情暖暖。如此，一晃就
是大半天。

初一下午，到祖坟上拜年，这种
特别的遛弯儿习俗，一直在我们的生
活中延伸。这样的拜年，就好像祖先
们活着一样，我们只是有心去探望一
下，问候一番，没有半点哀伤沉重的
成分。山野之外的祖坟，是打在心中
的一个亲情结，连系着永不泯灭的血
脉深情。

火红日子祥和年
程应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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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亥春节抒怀
王玉虎

塞上春风扑面吹，银花火树歌声飞。
迎猪辞狗同贺岁，国泰民安日增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