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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 时 的 年 味
张小艳

怀 念 年 味
陈丽斌

西江月

醉赏灯
任 勃

“二十三打发灶王上了天，二十四割
下对子写下字，二十五核桃枣儿往回数，
二十六割下一块肥羊肉，二十七关住门
门洗洗脚，二十八花馍年糕全做下，二十
九打回两瓶高粱白，三十儿捏上一盘扁
食儿”，在奶奶的歌声中，我们终于盼到
了年三十。

年三十一大早吃过早饭，父母还要
把打扫干净的屋里屋外再仔细清理一
遍，箱柜上一定要擦得油光蹭亮，家里的
物件必须摆得井然有序，院里旮里旮旯
也要收拾得干净利索。接下来全家总动
员开始，母亲在厨房里和面、剁陷、包饺
子、切各种准备好的熟肉蔬菜。父亲踩
上凳子挂灯笼、贴对联、窗花、年画，我们
姊妹几个有的负责给对联刷浆糊，有的
跑着给父亲传送对联，有的在厨房帮母
亲剥葱捣蒜给火加柴。红彤彤的对联除

天地爷、土地爷、灶王爷、院门、各个屋门
上张贴外，屋里屋外好多地方也要张贴，
屋里的墙上要贴“抬头见喜”，放五谷杂
粮的箱瓮上要贴“粮食满仓”、“五谷丰
登”、“年年有余”，水瓮上要贴“清水满
缸”，咸菜瓮上要贴“清香美味”，屋门对
面的墙上要贴“出门见喜”，连院里的果
木树上、鸡窝上、梯子等地方也都贴上了

“硕果累累”、“鸡肥蛋大”、“步步高升”等
充满希望的对联。当喜庆的灯笼、鲜红
的对联、精美的窗花、漂亮的年画全部各
就各位后，屋里屋外顿时有了喜气洋洋
的节日气氛。

年三十晚上，是我们家年前最开心
热闹的时候。天黑之前，家里的圆桌上
早已摆满了母亲精心准备的年夜饭。有
烧肉、丸子、鸡、鱼、包硬币的水饺……除
了两三盘素菜外其余都是肉菜，望着一
盘盘美味佳肴，平日里吃粗茶淡饭的我
们都欢喜着大块朵颐地猛吃起来，若是
谁“嘣”的一声咬到饺子里的硬币，屋子
里顿时会响起一阵阵激动的笑声。吃完
晚饭，全家人会围坐在电视机前津津有
味地看春晚、嗑瓜子、吃糖块，调皮的弟
弟边看节目边跟上演员们不停地唱着、
扭着，不时还做着鬼脸逗大家乐得前俯
后仰，幸福的气氛弥漫了整个房间。母
亲看电视的同时还会给我们准备出过年

穿的新衣新鞋，还有特意为我们做的
红背心、红裤头、红毛袜子，母亲说穿
上它们又喜庆又辟邪，一年里都会红
红火火过好日子的。

“鞭炮声声辞旧岁，锣鼓阵阵迎
新年”，当新年的钟声敲响时，村里的
鞭炮声顿时如擂鼓般响了起来，色彩

斑斓的礼花在夜空中尽情地绽放着，有
的像盘旋而上的蛟龙，有的像小巧玲珑
的海螺，有的像闪闪发光的巨型圣诞树
……此时此刻，此起彼伏的鞭炮声和孩
子们的欢呼声汇成了一片，简直就是一
段有声有色的“交响乐”。放完鞭炮，父
亲会赶紧点燃院中心用秸秆木柴垒好的
旺火。烤着熊熊燃烧的旺火，我们尽情
地笑着、唱着、欢呼着，心里默默地祈祷
新的一年生活会越来越好。

大年初一早上，震耳欲聋的鞭炮声
早早把我们从睡梦中唤醒，睡眼朦胧的
我们醒后第一件事便是翻枕头，因为枕
头下压着让我们翘首盼望了一腊月的压
岁钱。那时压岁钱尽管才几角，但那种
拿着崭新钞票的感觉却会让我们兴奋上
好长一段时间。接下来赶紧穿好新衣新
鞋梳洗打扮，匆匆吃过早饭便开始挨门
逐户给长辈们拜年。提着母亲准备好的
糕点、罐头之类的食品，我们依次去了奶
奶家、爷爷的几位兄弟家、叔叔大伯家，
十多家转下来，我们全身上下的口袋都
装满了瓜子花生、各种糖果、饼干糕点，
但最让我们欢喜的还是十几张崭新的钞
票。

初一上午，村里闹红火的队伍会给
上一年有喜事的人家挨着拜年，比如娶

了媳妇的、生了孩子的、盖了新房的、孩
子 考 上 大 学 的 、做 生 意 挣 了 大 钱 的 等
等。闹红火的队伍进谁家的院门，谁家
便会早早地放炮迎接。接下来队伍里的
人有的敲锣打鼓，有的拍着金叉又唱又
吼，有的舞着狮子跳来跳去，有的唱着秧
歌扭来扭去，在锣鼓喧天的喜庆气氛中
看热闹的乡亲们不时地拍手叫好着。院
子的主家也笑逐颜开地给闹红火的队伍
准备出了上好的烟酒和喜钱。如今，这
种闹红火的风俗在家乡延续着，这种风
俗为年的喜庆增添了浓浓的气氛。

初一过后，浓浓的年味会一直延续
到元宵节过后，家家户户都会在这段时
间领孩子走亲访友给长辈拜年，平日里
不常见的亲友们见面后都会嘘寒问暖地
拉家常，聊生活，谈工作，聚在一起的孩
子们更会开心地放鞭炮、跳大绳、踢毽
子、滚铁环，那种欢快场面至今想起还历
历在目。

（作者单位：西铭矿）

醉 里 踏 月 赏 灯 ，梦 中 挑 灯 望
月。红烛遥映惊枝鹊，听取春颂不
绝。

百里云化瑞雪，千座楼成玉阙，
胧眼遥望阑珊处，肩叠千重如岳。

(作者单位：晋兴公司)

儿时过年，气温再低，北风再
大，也削减不了节日喜庆的色彩，
孩子们在村里大街小巷追逐嬉
闹。最有趣的就数玩炮仗，点燃
后迅速扔到水里，撒腿跑开，那炮
仗“滋滋”的在水里冒着烟泡，随
着“砰”的一声响，朵朵水的花儿
便瞬间绽放，有时还会有鱼儿被
炸蒙浮起。那汾河边，干渠旁，伴
随着阵阵欢笑声，把年的气氛烘
托得热烈而喜庆。而在那欢乐喜
庆中，孩时的我们最先闻到年的
味道。

进入腊月，整个村落无论你
行至何处，总能闻到那诱人的腊
味，一过腊八年味便会逐日累增，
对于我们这些农村娃来说，那味
道是根深蒂固且深入骨髓的。记
得儿时，腊月一进门，禁不住诱惑
的人们便会时不时煮上一截一入
冬就准备好的腊肉，因为腊制品
是家家户户过年时必备的食品，
一家人围在火炉边，男人门再斟
上一杯烧酒，谈论一年的收获得
失，那种年的味道现在想来真是
回味悠长！

到了腊月中旬，忙便成了主
旋律，此时各家各户的头等大事
就是置办年货。大人们带着孩子
到邻村赶会，买新衣，买年货，那
种热闹场面和浓浓的年味，是现
代人无法体会的。

完成了年货的置办和孩子新
衣的购买，等于是完成了一件大
事，大人们也松了一口气，买来的
新衣先由大人放在柜子里锁好，
年货也大部分放在柜子里，年货
的味道从缝隙散发出来，惹得孩
子们一个个对年都充满无尽的期
许。随着年味越来越浓，期盼中
的年也终于到了，吃年饭，穿新
衣，再一家接着一家地拜年，所到
之处，留下一串串的欢声笑语，再
把崭新的压岁钱和花花绿绿的糖
果装满衣兜，那香香甜甜的年味
会一直绵延到整个正月。

随着物质生活的日益丰富，如
今的年味反而越来越淡了。真的
希望年的味道能像过去那样浓一
些，再浓一些，在浓浓的年味中，让
人与人之间的感情更近一些！

（作者单位：镇城底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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