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他守在故乡

■韩晨阳

每次过年回家，我们都会回到一

个小村子，那是父亲出生的村庄，也

是一个导航地图都没有标注的位

置。 通往村庄的道路年久失修，坑坑

洼洼的，下雨时，坑里的积水能没过

小腿。

车辆晃 晃 荡 荡 终 于 来 到 了 村

里，路况稍微好些了，在一座瓦房

的门前，看见一个人，他瘦高，面部

黝黑，带着一点健康红晕，穿着黑

色布袄，他正是三爷爷。 看到我们

的车过来，立马朝我们挥挥手，嘴

里还不停说着什么， 不断冒着白

色的哈气。 三爷爷是我父亲的三

叔， 我不知道他究竟住在这里多

久了，只记得自己开始有记忆时，

每次参加春节扫墓活动 的 时候 ，

都是他带路。

三爷爷将我们迎进院子。 他家

小院子里有一小片菜地，一个压水

井，小时候我经常去打水玩，旁边

还有个仓库， 搁置一些农具和杂

物。 他没养什么动物，院子显得格

外冷清。 三爷爷的儿女都搬到城里

住了，只有他执拗地和三奶奶坚持

住在这里。

三爷爷招呼我们一起进屋，坐在

沙发上聊天，沙发是那种木制的，没

有垫子，不适合久坐。 通常他会问我

们在北京的情况， 问父亲的工作如

何， 问我和妹妹学习情况……三爷

爷的家乡话说得很快，但对我来说，

则像听外星人说话一样， 久居北京

的我几乎听不懂， 只能靠大人从旁

翻译，勉强对答几句。

说话间， 三奶奶的午饭也准备

得差不多了，菜品非常丰盛 ，有红

烧肉，猪肝，蒜泥鱼，还有猪肉大葱

馅和韭菜鸡蛋馅的饺子。 吃过饭

后 ，三奶奶拿出黄纸 ，开始把它剪

成铜钱的样式 。 她的手法干脆利

落 ，只半个小时，三大沓黄纸全部

变成了铜钱的形状。

三爷爷拿出一个篮子。 篮子里装

着一瓶白酒，一小盘饺子，一小盘肉，

用塑料袋包了起来，几枝花，是父亲

来村子之前买的。 然后，三爷爷用电

动三轮车载着我们，去往一片空旷的

田地， 这片田地在村外的小路旁边，

穿过一家养猪场，跨过一条臭水沟就

到了。

我们走在硬实的田埂上， 由三

爷爷带头 ，父亲在中间 ，我则拉着

妹妹的手，防止她摔到田里去。 田

地空荡荡的，夕阳西下，远方的枯

树变成了剪影 ，与昏黄的天空相对

应 ，月亮也早早探出头 ，欣赏着夕

阳风景。

走了不到五分钟， 我们来到几

座坟前。 三爷爷记得埋在地下的每

一位亲人的名字。 三爷爷把黄纸铜

钱点燃，放在地上，磕三个头后，将

篮子里的白酒打开。 父亲和三爷爷

在每个坟前都敬了一杯酒， 放了一

些饭菜。

天渐渐黑了下来，田间渐渐变得

寒冷，唯有火焰旁十分温暖。 火焰燃

烧着，能够切实感受到它所传递的热

量，纸钱燃烧留下的飞灰开始四散飘

扬，随着热量飞到了天上，逐渐消失。

一些飞灰落在了三爷爷的衣服上，但

他没有任何动作，只是一直盯着那片

火光。

火焰慢慢地熄灭了， 黄纸被烧

成了灰白色的灰烬 ，三爷爷又浇了

一些酒 ， 用脚彻底把余烬灭掉 ，然

后收拾篮子离开。 回家的路上，我

跟在三爷爷的身后 ，他的背已经明

显的有些驼了，但他还是一直守在

这里。

从明天起

■张金刚

没有哪个明天不会到来，我

能与 2023 年新春后的每一个明

天再次相遇， 的确是件美好的

事，断不可辜负。

海子说：“从明天起， 做一个

幸福的人……” 亿万人有亿万个

幸福标准，而专属自己的幸福却

是唯一。“后疫情时代” ，我愈发

看懂自然，看懂社会，看懂你和

我。 于是，我愿从明天起，换种活

法儿重新出发，“报复性” 热爱

生活。

我愿听从时节的号令，向奇

妙自然立时进发。 与众人一起，

流连于花下、林间、溪畔、田野，

静观百花吐蕊凋零， 繁叶酿绿

枯黄；静听天雷滚滚隆隆，众虫

嘈嘈切切；静待果子成熟蒂落，

牲畜繁衍生息……与一条江河、

一棵古树、一弯新月、一片晚霞

对坐， 望见自己的渺小与匆匆；

与一株小草、一片丛林、一只蚂

蚁、一群飞鸟共生，找到彼此的

领地与平衡。 这本是自然应有的

样子，趁年华正好，领略并善待

天造地设的万千美好。

我愿试着把微笑投向每个人。

不会再为遭逢的漠然以待、 态度

强硬拍案而起，动不动就差评，就

投诉。 想想他们或许正经受生活

的强压， 或许单调的工作已重复

了上百次。 微笑着冷静面对，相信

会迎来满面春风。 有意思的是，对

那些顽劣乖张的追风少年们 ，我

不再怒怼指责， 而是微微一笑劝

说引导， 因为在不远的将来他们

会是社会的主人， 我们或将在他

们的庇护之下。

从未如此与家人漫长相守 ，

整个世界似乎只剩我们 。 最温

情、最有感的事情便是系上围裙

操刀掌勺下厨房 。 蒸馒头 ，擀面

条，炸油条，做蛋糕 ，弄凉皮 ，全

不在话下。

大厨既然炼成 ， 定不 能 荒

废。 追着时令到乡间淘些蔬菜瓜

果、禽肉蛋奶、米面粮油 ，就连饮

用水也要是几经辗转从山里取

回的山泉 ，若有片田地种些杂七

杂八的果蔬自是最妙，这些与大

地最近的果腹之物 ， 绿色纯天

然，最养胃养人。 厨房一定要洁

净 ，伴着新闻或音乐 ，与家人共

奏锅碗瓢盆交响曲，曲子里有炖

肉炖菜的浓香 、有逗趣斗嘴的情

调 、有家长里短的絮叨 ；把时间

浪费在自家厨房，专注于营养美

食，这当是浸润寻常日子烟火气

的最浪漫的事儿。

想对邂逅的每位同事、同学、

朋友、亲人，都微笑招呼，既能相

逢，何必久别 。 想见，就无所羁

绊地去见吧 。 想见见那位苦心

经营农场的兄弟 ，摘几根黄瓜 、

几个西红柿 ，炒两小菜 ，把酒聊

聊农事与未来； 想见见搞红色

文化研究的老兄 ，一起走访散落

乡间的革命遗迹，寻找不变的初

心； 想见见曾经共事的年轻人，

听其讲述努力工作打拼生活的

辛酸与快意 ，告诉他们“我们都

一样” ； 想见见另一个城市的文

友 ， 谈谈文学的使命与担当 ，努

力写出记录时代的好文章 ；想见

见那些疏于来往的亲戚 ，攀攀亲

叙叙旧 ， 那些不愉快都忘了吧 ，

毕竟是“打断骨头连着筋 ” 的一

家人……让我们纵情地约起来，

不等改天，就在明天。

从明天起，饶有仪式感地正视

每一个节日、生日、纪念日，将生活

过得有情有趣有调调。 从明天起，

看淡所有冷眼与偏见， 自信自我、

身心愉悦地过好每一天，因为生活

是我的。从明天起，视“健康快乐”

为成功标准， 将锻炼进行到底，留

不住青春也要留住青春的心态。从

明天起，喝喝茶，唱唱歌，旅旅游，

让人生炫彩起舞……

痛过，哭过，累过，扛过，一切

终将过去，回归来之不易的平凡日

常。从明天起铭记过往，珍视当下，

重识自己，好好生活。

数着日子等过年

■特约撰稿人 华静

过春节

休养生息

■特约撰稿人 韩浩月

对我来说，返乡过年，就是休

养生息，虽然要见许多人，喝不少

酒，但闲暇下来的时候，坐在阳光

里发呆的那一小会儿， 就会体验

到一种庞大的安宁感 。 人不远千

里 ，要回故乡 ，追求的是什么呢？

无非是在一隅之地， 呼吸着熟悉

的空气，耳边传来隐约的乡音，傍

晚的时候呼朋唤友， 体会那股热

闹， 哪怕散场之后一个人步行回

家，也安心且快乐。

家附近有一大片栗子树林，出

了小区门，穿过马路就是，栗子林里

藏着几个单位， 还有一个门脸不容

易被发现的饭馆， 冬天的栗子林里

没什么风景， 但还是愿意在里面的

小路上走走，觉得很悠闲，其实在别

的任何一个地方， 有这样一片安静

的树林，都会让人觉得悠闲啊，但这

里特别的地方在于，斑驳的树影下，

还遗落着记忆———在不同年龄段时

都曾来过这里，现在再来，是与过去

的自己的碰面。 自己和自己迎面撞

见，就是挺自然的一件事了，起码不

会尴尬，哪怕一句话也不说。

树林的东边有一条宽阔而平缓

的河，开车四五分钟能过去。由于河

面巨大如湖，所以聚不齐风来，冬天

走在河边，也感觉不到寒冷。河滩被

开发成了公园，开放式的，没有门或

者栏杆阻挡，每隔几十米，就会有一

个摊贩，他们在这个巨大的空间里，

享有着免费的、 远大于自身需求的

经营空间，有一年，我带女儿在这里

买了摔炮、 红色小铁桶， 吃了糖葫

芦，玩了街头游戏机，这些是我童年

时喜欢的，她同样喜欢，果然孩子的

爱好基本都一样。

河再往东， 是一座海拔不过一

百多米的山丘， 山丘虽然不高，但

蔓延数十公里。 每次回老家，都会

去山里走一圈， 进山的入口没有

变，停车的位置没有变，行走的栈

道没有变，卖蜂蜜的老人十多年如

一日， 仿佛他一直等在那里似的，

闲聊天的时候， 随口说一个人名，

他便会迭口说“认识，认识” ，我每

次都会换一个人名 ， 他每次都说

“认识” ，我不是在恶作剧，他也说

得很真诚，这大概就是熟人社会的

特点之一吧，让人觉得，走到哪儿

都有亲戚或朋友。

县城有电影院，往年春节，会在

大年初一这一天， 都泡在电影院

里，三四部连看，一个场子结束，串

到另一个场子，感觉像少年时泡录

像厅。 今年春节档定档的电影比较

多，一天恐怕是看不完了，那就分

两天。 在县城电影院看电影，和在

一线城市影院看电影， 是有区别

的，县城电影院还保持着露天影院

的一些气息，这些气息主要由观众

带来，他们看电影的反应，包括开

映后几分钟内的聊天声，进入故事

之后发出的笑声，叹息声，和大城

市观众不一样，我有点儿着迷于观

察并聆听他们的反应，觉得这也是

电影的一部分。

县城的夜市摊， 在春节期间更

是热闹非凡，一条窄而长的街，两边

摆满了摊铺，传统的美食，现代的各

类电子小玩意儿， 收拾头发和收拾

脚的店面，热气腾腾的油锅，还有此

起彼伏的小喇叭广告……这些组合

在一起，就组成了一条神奇的街，北

京有世贸天阶、后海酒吧街、三里屯

购物街， 我觉得它们和我们老家的

夜市一条街， 虽有区别， 但各有千

秋，逛起来各有乐趣，谁都不能取代

谁， 而可以自由穿行在各式各样的

街区，人才会像鱼游在河里，觉得无

拘无束，神清气爽。

春节是团圆的、 热闹的、 欢乐

的，同时也是惬意的、放松的、舒适

的，人在春节这几天的感受，会给自

己的精神里注入一些能量， 会让人

在接下来的一年，更努力，更勤恳，

只为下一年春节会过得更好。 千百

年来， 正是有着春节这一休养生息

的时节，人们才会在一元复始、万象

更新所带来的强大气场下， 收拾好

精神面貌，重新再出发。

父亲的年

■刘燕成

除夕那日 ,尚未见天亮 ,父亲就起

了床 , 从老屋瓦廊下生锈的旧犁头

旁取下镰锄 ,摸着朝屋外走去。 睡梦

里 , 朦朦胧胧听见父亲走过我们窗

前的叨念声 ,“三十丫 (夜 ) ,扫戛纳

(垃圾 )” 。

数百年来 ,村庄里流传着除夕之

夜大扫除的传统习俗 , 父亲更是对

这一习俗特别在意。廊前屋后 ,堂上

梁下 , 都是要翻天覆地一般打扫得

干干净净了才放心。老早 ,父亲就备

好了打扫卫生用的刀具 , 还给我们

每人购置了过年穿的新衣服和开

春后上学用的新书包 , 以及过年用

的炮仗 。 反正 ,哪怕离春节尚早 ,我

们却已在父亲那里嗅到了过年的

喜气。

过年时，春联是肯定要写的。 只

读到小学五年级的父亲 , 却写得一

手好字，村庄里 ,十有八九人家的春

联 ,都是父亲写的。 父亲去帮人家写

春联时 , 总要叫上我去做帮手。 磨

墨、裁纸 、撑纸 、拉纸 、折联、晾联、

贴联 ,这些活儿 ,包干了似的 ,让我一

个人做 。 父亲写联时 ,不许人出声 ,

只听得写联的八仙桌下的炭盆里 ,

呲呲呲的 ,发出火苗细微的声音。 我

站在父亲的正对面 , 双手托起春联

一端的两个角 ,平稳地站着 ,屏着气 ,

不敢随意走动 ,亦不敢随意言语。 待

得父亲用热开水泡软的毛笔蘸了

墨 ,轻轻一挥 ,写完第一个字 ,做出嘱

我往后拉纸的手势 , 我方敢将身子

微微往后挪移一小步 , 同时将双手

撑着的红纸稍稍往后拉动。 “停 !”

父亲突然叫住我 ,他蘸了墨 ,便又继

续写下一个字。

贴春联是我最怕的活儿 ,一是我

从小方向感就特别的差 ,二是我特别

不喜欢那贴联的稀饭黏糊糊的滋

味。 父亲举着棕皮刷把在旧年的门

柱上打好了早先煮熟的稀饭 ,然后提

着晾干了的春联 ,站在木凳上由上到

下地将春联贴到门柱上。 我站在离

门柱两米开外远的空地上 ,吞吞吐吐

地朝正在贴联的父亲喊 :“好像要再

贴上去一点 ,好像要往右一点……”

弄得父亲左右为难。

我们自家的春联 ,至我上中学后 ,

似乎就不用父亲再操心了。 但开始学

写春联时 ,因怕人笑话 ,怎么都不敢提

笔。“你不学怎么能会呢？” 父亲砸来

愤怒的目光 ,意思是都中学生一个了，

不敢写也得写, 非写不可。 因内心恐

惧,加上天气又冷,战战兢兢地提了笔,

写完几副歪歪扭扭的春联 , 父亲实在

看不下去,走过来,握住我的手和笔,逐

笔逐画地教。

父亲特别喜欢炮仗 ,哪怕年景不

好 ,这也是必不可少的年货之一。 那

时的乡场上 ,炮仗品种不多 ,父亲就

跑到湘西那边的鞭炮厂 ,买来那种既

个大和响声大，又特别肯爆的，每日

早晚两餐饭前，便点上几个。 村庄里

的孩子们 , 眼见着年关就要到了 ,便

成群结队地逐户拜起早年来。 大人

们馈赠的礼物 ,当然要数炮仗是最好

的了。 夜色未深 ,就见得村庄上空突

然间升腾起一道光 ,“嗦” 的一声穿

过树梢 ,在逐渐泛黑的夜色里“啪 ”

的一声爆响 ,盛开出一朵灿烂的烟花

来。 此时 ,父亲正坐在老屋门槛外的

檀木树下笑嘻嘻的 ,说那炮仗是他买

来的 ,肯爆 ,是好货 ,赠了一颗给村庄

里最调皮的“十斤棒” 那娃。

在除夕之日 ,进屋和出门的那条

山道， 便成了父亲的主要劳动对象。

山道上落满了黄黄的竹叶，枯败的野

草倒躺到了路边上来，破碎的青石板

斜斜地横在路坎上，一些野草苗儿从

路边的粪土里抽出了枝叶。似若这一

路的乱象，只有这年关才抽得了空去

收拾。 然而，我已经好多年没有回村

庄过年了， 我知道那山道上的乱象，

一定是越发的不堪收拾了。

2007年的 4 月，父亲去了，这是我

一生无法忘记的痛。

� � � � 每每说到春节过年的话题 ，总

是会在心里泛起一层层温馨的涟

漪 。 每到年底，人们就开始数着日子

等过年，开始怀恋童年放过的烟花

爆竹 ，急不可待地畅想来年生活的

美好。

因为担心环境污染和火灾隐患，

多少年没有听到鞭炮声了。有时候，还

真的渴望再见到那满地的红纸碎，尽

快融入那一片热闹吉祥的过年的气息

中去。

家家户户， 仿佛都只有一种过年

的模式———忙年。从小年二十三开始，

一直忙到大年初一；然后，又从初一忙

到正月十五闹花灯、猜灯谜、吃元宵的

日子。

北方的春节，三十晚上吃饺子，初

一早上也是吃饺子， 在鞭炮浓烈的气

息中，即便只是一顿饺子，都能让人们

体会到年的味道。 年夜饭也有大鱼大

肉，也有白菜炖豆腐，也有炒的各种菜

肴。 那时，许多家庭不仅人口多，收入

也有限，平时人们一般不常吃肉，但为

了过年，谁家都不会吝啬。

三鲜馅的，韭菜肉馅的，白菜肉馅

的、胡萝卜羊肉馅的，甚至，还有冬瓜

馅的……吃饺子时， 要拿出腊八那天

泡好的蒜。 玻璃瓶装着，能看见瓶里已

经泡绿了的腊八蒜，看着就有胃口。

一年中吃了多少顿饺子， 没有人

会上心统计，但过年时吃几顿饺子，都

有安排。因为离开饺子，就少了过年的

灵魂了。

过年的团圆饭，讲究的就是一家

人都围在一起。 守着老人孩子，守着

一年来期盼来的这幅画面，守着桌上

那条红烧鱼， 守着亲人们的张张笑

脸，念念不忘那一句：祝全家人幸福

平安。

那时候， 孩子们并不懂父母的艰

辛，因为，那个年代的父母没有时间让

孩子们看到他们勤奋劳作的场面，他

们也从没有将这艰辛挂在脸上， 特别

是在过年的时候， 他们用心张罗的一

桌普通的年夜饭， 就足以撑起孩子们

童年的梦。

有人说怀念有鞭炮声的过年，怀

念以前一家人开心快乐的美好，顿觉

有同感。那个年代没有手机，一家人有

很多机会交流互动。 看电视，逛街，买

年货，聊天，拜年。 聊到谁家的孩子有

出息，顿觉自己的生活都有了奔头。

好像并不奇怪， 那时的人们刚刚

温饱有余， 却从未舍弃或忽略民间过

年的传统习俗。乡情、友情、亲情，在他

们眼里、心里都浓厚得化不开，他们崇

尚的是人心向善。

那时候的肉， 有肉味。 那时候的

糖，真甜。

春节， 不知会让多少上世纪五、六

十年代人记起童年的故事。 记起小时

候跟着家里的老人走亲戚的情景。

孩子们单纯，走亲戚也是长见识。

所以，每当家里老人要走亲戚，一般都

愿意把孩子带上。 尽管开始孩子们并

不愿意去，怕见生人，但一旦走过一次

亲戚， 真的就学会了许多待人接物的

礼节。

每次走亲戚时，孩子们都有过坐

在自行车后座上脚被冻木的经历 。

路程并不远 ， 只是那时候的冬天真

冷。 冷到地上能冻裂出一条沟缝来。

脚落地上，半天缓不过劲儿来，得慢

慢地活动， 直到感觉自己的脚真的

踩在地面上时， 才去忍受随之而来

的酸麻。 南方的冬天阴冷，北方的冬

天则是干冷。

屋檐下， 挂着一尺多长的冰溜

子，窗前的积雪下面，埋着放有已经

炖好肉的盆子，简直是天然冰箱。

那时候， 街面上拎着大包小包

走亲戚的人那么多， 孩子们跟在老

人身后， 在飘着雪花的路上开心地

笑啊、说啊、跑啊。好像不知道累，也

不知道疲乏。 无论走到谁家，都有一

种温馨的氛围。 即使再贫穷的人家，

也会在过年的时候把自己的家打扫

得干净利落。 走进每一家，在家具无

几的房子里，第一眼看到的总是墙壁

上贴着的那些色彩明亮、鲜艳热烈的

年画。

谁家老人见了前来拜年的孩子，

都会情真意切地拉着孩子的手久久不

放， 那淳朴的情感就会从鼓励的话语

中展现出来。 在老人眼里，过年，过的

是孩子们的年， 过的是一种心劲儿和

希望。

一代又一代人的童年记忆里，都

留有一幅画面： 穿着崭新的衣服和新

鞋子，小心翼翼地把压岁钱放在兜里。

虽然只是一元两元甚至一角两角纸

币，兜里还装有糖果、瓜子和花生，还

有小鞭炮。

后来，无论在哪里，只要听到《难

忘今宵》的旋律响起，怎么会不百般感

慨？ 怀旧的情绪涌上心头，那年味浓厚

的时光让人怀恋。

在异地过年的人们，听到《难忘

今宵》的乐曲，眼泪就不争气地落下

来。 多想赶回家去，挤在厨房里，帮着

家人忙忙碌碌地准备年夜饭。

贴对联的时候也是开心的时候。

老人煮的糨糊，盛放在一个小桶里，先

贴大院门的对联，再贴家门口的对联，

甚至，连柴堆上、胡同口都要贴上一个

福字。

尽管今天的父母都已满鬓白发，

但只要说起过去过年的氛围， 他们照

样神采飞扬，兴致不减。 不仅说起半夜

里就出门扫雪的往事， 还把当时纯真

的、 真诚的心地不经意间传递给孩子

们：时刻装着别人。

就拿过年期间邻里之间互相送礼

的事来说吧， 其实也就是一包瓜子和

糖块 ， 或者是各家蒸好的包子和枣

花、 点着红印的馒头， 炸的藕合或芝

麻焦叶子……但送和接的过程体现邻

里大爱。 朴素的情感，点燃的红蜡烛，

门框上挂着的红灯笼 ， 记忆中的过

年，讲究的就是热闹。 每一家，呈现的

都是满满的家和万事兴、一堂和气的

满满甜意。

亲情的祥和之气， 体现在除夕

夜 ，就是从城里到乡村，不间断的鞭

炮声和礼花绽放 ， 一夜的璀璨 。 晚

上，看着枕边的新衣，总是兴奋得睡

不着觉。

除夕夜守岁，守着守着就睡着了。

睡梦中， 穿着新衣服， 奔跑在大街小

巷， 嘴里， 咂摸着一块甜到心底的糖

块……

北方的春节有大拜年的习俗 ，一

早，就被鞭炮声喊醒了。 穿上新衣服，

跟着年龄长些的邻家哥哥姐姐， 挨家

挨户地去拜年。 还没进门，在门口就兴

奋地高喊：拜年喽，拜大年喽。 脸上是

发自内心的欢畅， 轻盈的脚步不只是

因为穿上了新鞋， 还有一腔满怀畅想

的节日憧憬， 引领着那时的孩子们一

直奔跑向前。

欢欢喜喜过大年， 贯穿在整个正

月里。 人们一见面还是互相拜年：“过

年好，过年好。 ”

只是，过年的时候，最怕从那个年

代走过来的人们说： 太想回去了，因

为那时候有奶奶在，有外婆在。

过上好日子了， 最怀恋的就是自

己最挚爱的亲人们。

过年啦， 过年啦， 国泰民安中国

年。 这不正是每一个人心里最真切的

期盼吗？

如今，疫情三年后，各地解封。回

家过年的心愿得以实现 。 对家乡亲

人的思念会不会在见面后释然 ，满

腹的心里话能不能在除夕夜倾吐 ，

丰盛的年夜饭是否盖过了家人相拥

的场面……过年的回忆和期待啊，不

就是数着日子等待团聚吗？

人都说， 你期待的所有美好都在

路上。 可是，对于离家漂泊的游子，即

使走过再多的路， 最难忘的、 最喜欢

的、最留恋的，还是回家的那条路。

愿 2023 年与疫情说再见。 希望人

们一切顺利，都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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