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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在一起就是“ 年 ”
阴姜赟
时光欢快地行驶在腊月袁一点
点奔向除夕遥 火车的鸣叫声袁飞机
的轰鸣声袁摩托车的马达声袁沿着
回家的磁力线袁喊出了流动时代游
子们内心的急切曰农贸市场里身影
穿梭袁大街小巷披红挂彩袁村头村
尾张灯贴联袁飘荡出历经千年沉淀
的浓浓年味遥 形形色色的中国人袁
以不同的方式弹奏着自己忙碌的
春节序曲遥
春节里最深沉的呼唤是回家遥
只要前方是家袁再凛冽的寒风也阻
止不了步伐袁鹅毛般的大雪也冷却
不了心情遥 的确袁对于在外拼搏的
人来说袁母亲的拥抱尧父亲的慈语尧
亲朋好友的畅叙袁莫不是最温暖的
期盼曰舌尖上的饺子尧糍粑尧年糕袁
莫不是最美的回味曰 年俗里的春

联尧祭祖尧炮仗袁莫不是最难忘的记
忆遥 而最要紧的是袁那种血亲关系尧
地缘关系营造的互相体贴的暖流袁
是再发达的通讯也无法代替的遥
过年最宏大的交响是团圆遥 对
于体操运动员陈一冰而言袁春节曾
是有家不能回的遗憾袁而今如愿以
偿的他不禁感叹袁野团圆的感觉袁和
摘取金牌一样甜蜜遥 冶没有团圆袁成
就再大也是个缺憾袁年味再浓也有
些寡淡遥 家人最不愿听到的信息袁
也许就是子女说野今年不能回家过
年了冶遥 有这样一位 75 岁的老母
亲袁因为儿子儿媳要加班袁老妈妈
乘车 20 多 个小 时 从河 南来 到 温
州袁只为让儿子儿媳吃上一顿热腾
腾的年夜饭遥 母亲对团聚的执念袁
正是野有家才有节冶最好的阐释遥

团圆是最浓的年味遥 有人说袁
它像大自然涓涓的流水袁总会遇见
高山与沟壑袁 却始终奔流不息袁温
润着世代中国人的精神家园遥 这情
感不会因时光而稀薄袁不会因空间
而淡化遥 中国人无论在异乡生活多
少年袁无论怎样野入乡随俗冶袁心中
总会把温暖的角落留给故乡遥 野每
逢佳节倍思亲冶袁说的袁不仅仅是对
家的依恋袁更是对根的追寻遥
然而袁一些人在这个新年无法
团圆遥 这两天袁网上流传着一张照
片遥 主人公是一对新婚夫妇院他袁是
奋战在广东春运一线执勤的边防
军人曰她袁是奔波在春运铁路线上
的客运列车员遥 因一趟临客列车的
机缘袁他和她袁在月台上有了 30 分
钟的短暂团圆袁 相拥而泣的照片袁

感动了无数网友遥 他们是春节期间
无数默默奉献者的代表遥 正是因为
无数人坚守岗位袁才有春运的安全
通畅尧春晚的精彩纷呈尧春节的欢
乐祥和遥
年是四季循环的起点袁也是一
个人尧 一个国家展望未来的节点遥
在春节即将来临之际袁习近平总书
记到江西等地袁看望慰问广大干部
群众和部队官兵袁 与村民打糍粑袁
与战士问寒暖袁送祝福尧说发展袁饱
含深情的话语袁 温暖着每个人的
心袁也把全国人民的心紧紧连在一
起遥 这样的时刻让人体会到袁家是
最小国袁国是千万家袁心在一起就
是年遥 而人心袁也将推动着国家驶
向更美好的新一年遥

渐变的习俗，不变的年味
阴李晓春

快乐日子 黎进 摄
临近春节袁江门台山农村此起
彼伏的爆竹声袁不断释放出过年的
信号袁满地红彤彤的爆竹给各家各
户装扮上春韵袁与各自忙碌的厨房
形成一幅幅盼团圆的画面遥
如今这画面已不如上世纪九
十年代般热闹袁除了坚守村里那几
户人家在默默准备过年的事宜之

外袁偶尔会有外迁的村民从外面赶
回袁到祖屋举行祭祀仪式袁但也仅
作短暂停留袁鲜有村民串门小聚遥
在台山民间有 野各处风俗袁各
处例冶的说法遥 在记忆的深处袁春节
前后家人会根据当地习俗来做好
春节的安排袁如年廿三供灶袁年廿
七趁墟买年肴袁年廿八前野打尘冶袁

年廿九煮油糍袁 年三十晚 野团年冶
渊贴对联袁除夕吃团年饭袁行花市袁
炊发糕冤袁正月初一供斋尧吃斋渊穿
新衣袁趁新年墟袁赏醒狮袁买糖果冤袁
正月初二野开年冶渊吃开年饭后方可
到亲朋戚友家拜年冤袁正月上旬野挂
灯冶袁 正月初七 野人日冶渊吃鸡和番
薯袁寓意着好世界尧时来运转冤袁正

奶 奶 的 黄 糕 粑
阴雷云

记忆里袁家里的春节总少不了
奶奶亲手制作的黄糕粑遥 奶奶是一
个十分重视习俗的人袁她认为春节
是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袁既然是传
统就应该有属于它的独特味道袁而
我们家的年味则来自奶奶亲身制
作的黄糕粑遥
黄糕粑要要
要巴蜀川南一带有
名的特色传统小吃遥 过年吃黄糕粑
是先辈们一代又一代传承下来的
文化结晶袁它的地位等同于北方过
年吃饺子遥 或许正是因为奶奶对黄
糕粑的独特理解袁每逢春节她才会
格外重视制作黄糕粑遥 还记得小时
候袁过了腊月中旬袁奶奶便开始张
罗着黄糕粑的制作原材料遥 二十多

年前袁我们生活的乡镇物产并不丰
富袁加之交通不便袁很多材料只能
于每月初一尧初四尧初七镇上赶集
的时候才能买到遥 年前的集市是最
有年味的地方袁 络绎不绝的人群尧
琳琅满目的年货尧吆喝不断的叫卖
声袁不相识的人们汇聚在这里遥 奶
奶很享受在集市准备年货的过程袁
为了觅得满意的年货袁在不足两公
里的集市袁 她可以来回走动一天袁
货比三家也远远达不到她的要求袁
有时为了几毛钱的差价她和商家
耗半天遥 这样的集市袁奶奶从未缺
席袁她要准备最好的黄糕粑过年遥
当所有的材料准备好后袁就到
了最关键的制作过程遥 这个过程除

了我以外袁奶奶不允许父亲尧母亲
参与袁因为她认为制作过程中稍有
差错袁 就会影响一家人来年的运
程袁而小男孩是野招财童子冶袁参与
制作过程有利于家人运势袁那时候
我还对自己有这么重要而且特殊
的地位感到无比骄傲与自豪遥
黄糕粑的制作过程繁琐复杂
耗时袁奶奶首先将洗净的大米与糯
米用石磨磨成米浆袁填米尧研磨一
气呵成遥 米浆磨制好后袁奶奶又取
出一些糯米放入木甑中袁将其蒸煮
为八成熟的糯米饭袁然后将米浆与
八成熟的糯米饭混合袁并放入红糖
进行搅拌袁使它们充分融合遥 待米
浆中的水分被糯米饭完全吸收后袁

月十三煲粥渊吃野通心粥冶袁祝福学
童读书聪明冤袁正月十五煮油饭尧正
月中下旬野散灯冶等遥 随着时代的变
迁袁习俗发生了渐变袁留存下来的袁
变成当前台山人过年不可或缺尧极
具仪式感的环节遥
与渐变的习俗不同的是袁舌尖
上那不变的年味遥 在素有野鱼米之
乡冶美誉的台山袁丰富的农产品和
海产品让各家各户的过年菜肴各
有特色遥 如西南片沿海镇一带袁春
节期间多数备生蚝尧青蟹尧海虾尧海
鱼尧鹅和各种海味干货袁而台北片
部分镇袁春节期间常备鸡尧烧猪肉尧
腊味尧茨菇尧粉丝尧菜花尧雪豆等食
材遥 各家各户烹成菜肴的寓意也不
尽相同袁如白切鸡袁好世界渊台山话
鸡与界同音冤曰猪脚焖蚝豉袁生意好
市曰白灼海虾袁常年笑哈哈曰清蒸海
鱼袁年年有余曰五味鹅袁大展宏图曰
腊味焖茨菇丁袁发财又添丁曰香芹
炒菜花袁富贵又荣华曰虾米炒粉丝袁
长吃长有曰蚝油捞生菜袁八面生财曰
腐竹焖羊肉袁喜气洋洋曰莲藕焖猪
手袁横财就手噎噎每一道菜都赋予
新的祝福袁吃进的不仅仅是熟悉的
家乡味道袁还有妈妈的味道尧团圆
的味道尧幸福的味道遥
如今袁茶楼饭馆适时推出团年
饭套餐袁但最具年味的莫过于在家
里与父母一起下厨烹饪的菜肴遥 哪
怕已移居海外袁台山人依然让亲朋
戚友找到家的味道尧年的味道遥

便将糯米饭搓成一个个大饭团袁随
后使用模具将大饭团拍打成长约
10 厘米尧 高约 5 厘米的长方形袁然
后使用箬竹叶包裹稻草扎紧袁最后
将包扎好的黄糕粑再次放入木甑
中蒸煮 2 小时便可大功告成遥
奶奶每年制作的黄糕粑只要
一出锅袁第一个总是让我品尝遥 剥
去包裹黄糕粑箬竹叶的那一刻袁糯
米与箬竹叶的清香味融为一体香
气扑鼻袁 黄糕粑晶莹剔透软糯香
甜遥 奶奶总是露出慈祥的笑容袁那
笑容仿佛在告诉我们袁只要家人平
安幸福袁她所有的付出都值得遥
随着年龄的增长袁奶奶亲手为
家人制作黄糕粑的次数也越来越
少了袁但黄糕粑之于我们家的年味
一直在传承遥 每年春节吃黄糕粑的
时候袁脑海里仍会浮现婆孙俩背着
背篓手牵着手赶往集市购买年货尧
奶奶与商家讨价还价尧为家人制作
黄糕粑时擦拭汗珠的场景袁一切是
那么的美好袁萦绕心间袁难以忘却遥

时间嘀嘀嗒嗒地又走了十六
年袁我离开家乡后的工作生活经历
了几次转变袁但心底始终有一种淡
淡的情绪遥 春节将近袁这种弥漫开
来的感受逐渐浓烈袁 仔细品了品袁
原来是乡愁遥
大约在我九岁的时候袁父母就
在邻乡的集镇上开了一家小店铺袁
留我一个人在家生活和上学袁每天
家里都是冷冷清清的袁最期待的场
景就是有一天出现奇迹院回到家发
现门开着袁父母在家门口叫我的名
字遥 但是这种奇迹很少发生袁倒是
春节的时候父母一定会回家袁这时
候是我一年中最开心的日子遥
20 世纪 90 年代的农村出行
基本靠步行袁 我家算是比较幸运
的袁距离家大约三公里的地方有一
条坑坑洼洼的土质乡村公路袁这条
路是村里的经济野大动脉冶遥每次过
年前几天袁我和父母一家三口就赶
着一辆木架子平板车沿着这条路
往家走袁父亲肩上套一个绳子在前
面拉袁我和母亲在后面推袁上面装
载着过年要用的衣服尧粮食等生活
物资袁 外面用一层塑料薄膜盖着袁
避免经过的汽车溅起水把东西弄
脏了遥 这一路给我印象特别深刻袁
长途的步行出了些汗袁和细雨混合
在一起袁经小风一吹袁时不时的就
会打寒噤袁小脸也不知道是被风吹
得通红袁还是因为推车走路热得通
红袁能够确定的只有心里面是暖暖
的袁想到和父母在一起就安心了遥
大年三十的年夜饭说不上丰
盛袁但一定非常野有讲究冶遥 年夜饭
一定要有鱼袁表示年年有余袁也一
定会有鸡袁母亲会把鸡爪夹到父亲
碗里袁说是野刨钱爪冶袁寓意父亲来
年能挣更多的钱袁当然父母都会往
我的碗里夹很多的菜遥 吃饭的时候
要野总结一下全年的工作冶袁主要内
容通常是全家人都平平安安的曰也
要野筹划新一年的工作冶袁主要内容
通常是要求我继续好好学习袁将来
争取考上大学遥 一家人全年在一起
吃饭的时候不多袁但每次都有鱼有
肉有说有笑袁只记得自己吃得特别
饱袁那种压制不住的得意劲现在想
起来都觉得很幸福遥
当年父母拖着平板车回家过
年袁是他们心底里对家和团圆的认
识袁但我大学毕业工作以后却常常
不能回家过年遥
记得有一年春节袁我很想休假
回家袁但因为刚刚调整了工作岗位
回不了袁在集体的年夜饭上我给大
家鼓气院过年我们都想回家袁特别
是我们的新同事袁多数还是第一次
离开家遥 因为工作的需要袁我们肩
上担负着责任袁相信父母也一定会
理解我们袁今天在一起吃年夜饭的
就是兄弟姐妹袁 这里也是我们的
家遥 这几句话我把自己也说服了袁
先前还想念着想回家袁说完话就融
入到新野家冶里去了遥
2021 年的春节临近袁 国内多
地新冠肺炎疫情反复袁单位通知春
节假期就地过年袁 非必要不离深遥
计划好的回老家不得不停下来袁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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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的时候父母非常理解支持袁毕
竟现在生活条件和以前相比已经
发生了天翻地覆地变化遥
以前村里的经济 野大动脉冶现
在连毛细血管也算不上袁路的中段
新建了一所西南医科大学袁带动周
边的农村变成了城市袁本来老家的
城市是四川省少数几个没通客运
列车的城市之一袁现在规划修建的
川南城际铁路尧渝昆高铁尧蓉遵高
铁都从泸州经过袁 预计 2021 年通
车遥 泸州今后以高铁为主袁成为四
川唯一一座同时与重庆尧 贵州尧云
南接壤的城市袁这三条铁路将在市
内构成野十冶字枢纽袁更好地促进城
市的发展袁想回老家再也不用兜一
大圈换乘了遥
老家的房子位置在新建高铁
车站的规划范围内袁半年前已经拆
迁了袁父母搬进了政府的拆迁安置
房袁 还自己做了亮堂堂的装修袁学
会了用智能手机袁 在家里安装了
wifi遥 母亲有腿痛和颈椎病的问题
好几年了袁走路比较困难袁治疗效
果一直不理想遥 前段时间我给她介
绍了一位中医袁 通过视频诊断袁医
生邮寄了中药袁 吃了不到一个月袁
说是颈椎已经恢复袁 腿也不痛了袁
甚至能够小跑袁有次视频母亲正在
家里拖地打扫卫生袁一点都不感觉
到累遥 父亲说很希望我们回家过
年袁但也支持我们的工作袁不用急
着回去遥 2021 年高铁就要通车袁以
后坐高铁回家非常方便袁年夜饭父
子两个可以视频干杯袁共同庆祝我
们的新年袁父亲在疫情期间经常和
老朋友们视频干杯袁对这种生活方
式已经驾轻就熟了遥
曾经丰盛的年夜饭已经成了
家常饭袁 网络把天边拉近到眼前袁
家人健康袁生活小康袁神州处处是
家乡遥

渊网络图片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