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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画作品

乡村的年味
□李河新

当我们迈进腊月门，迎来一
场雪，就意味着农历新年开始倒
计时了，从这一天起，年味会一
天比一天浓厚。村民们带着喜
悦的心情“忙年”“备年”，杀猪宰
羊、腌制鸡鸭鱼肉，等候在外打
工的游子归来。

大集上喧腾了，人头攒动，
购买年货的人如潮水般上涌。
鲜亮的排骨、冒着热气的羊肉、
活蹦乱跳的鲤鱼，各种各样的食
物、衣服、鞭炮、对联，成了人们
的抢手货。卖蔬菜的白叔遇到
了邻村的亲家，拿着一把芹菜塞
进了亲家自行车的车篮里。

卖完白菜萝卜的乡邻们，
趁着一年农闲时节，围坐在老
徐家的墙根，笼一堆篝火，烤着
花生、红薯，唠着家常，晒着暖

阳，让寒冷的冬天多了几分生
机盎然。

90多岁的白奶奶坐在炕头，
穿着花袄，戴上老花镜，拿着小
剪刀，沉浸在剪窗花的艺术构思
和创作中。一张张红绿纸，在白
奶奶灵巧的手里，变成了一个个
吉祥的图案，仿佛赋予了它们鲜
活的生命。

刚进门的媳妇翠花，将黄豆
用清水过滤，放进瓦盆，靠近火
炉，蒙上布盖好，每天给黄豆换
水。过不了几天，黄豆芽就发好
了，用清水漂出豆衣，将黄豆芽
用金黄色的花生油翻炒，再放点
葱、姜等配料，原汁原味的香醇，
吃得一家人红红火火。

“娃娃娃娃你别闹，进了腊
月就放炮。”果不虚言，放寒假的

孩子们如幼兽出笼，大街小巷成
了他们玩耍的主场，有的在村文
化广场打篮球，有的在翻单杠，
有的在踢鸡毛毽子。几个调皮
的男孩躲在戏台旁，点几枚二响
炮，吓得女孩们捂起耳朵尖叫。

在“小寒大寒，抱团取暖”的
时节，老羊倌宰羊了，他先把羊
头、羊肝、羊肠等羊杂洗干净，热
水滚煮一下，再去沫换水，放上
葱、姜、蒜、花椒、料酒等配料，大
火煮开，换小火慢炖，过1小时左
右，一大锅热腾腾的羊杂汤就出
锅了。老羊倌邀上左邻右舍，吃
着羊杂，喝着小酒，几杯酒下肚，
人们脸上的表情舒展开了，全身
由内向外都暖洋洋的。

到了腊月二十三，家家户户
都开始包饺子，蒋大妈翻出窖藏

的白萝卜，配上肥肉相间的五花
肉，再加点大葱、生姜，淋上花生
油、香油，再用酱油上色，撒上用
擀面杖碾碎的干锅焙的花椒八
角面儿。这样的饺子馅儿离着
几米远就闻得见香味。

包饺子用的面粉是老王哥
进了腊月后去庙王村的小磨坊
磨好的，他特意叮嘱磨坊主多脱
一层皮，这样的面粉比往常白细
了许多，包出来的饺子白嫩、劲
道，又不失麦香。王大妈包的饺
子肚子鼓鼓的，边沿薄薄的，像
月牙，像小船，又像元宝。热腾
腾的饺子盛在盘子里，旁边再配
上一碟芥菜丝和腊八蒜，无须喝
酒，也同样会让人爽得浑身畅
快。

春联、福字、红灯笼；鞭炮、

年糕、年夜饭。贴上对联，福字
请到，锣鼓敲起来，秧歌扭起来，
就连风里也含蓄地表达出些许
暖意。我长大后，为生活奔波，
离故乡渐远，全家人一起吃饭的
机会越来越少。但每到新年，我
都会想起母亲，她拿出平时压在
箱底舍不得花的血汗钱，为我们
在油灯下做新衣，给我们的枕头
下放压岁钱。装一兜高粱糖，包
一锅饺子，在大年三十的夜晚，
一家人坐在火炉边，翻滚的饺
子，就像母亲的呼唤。

熟悉的家，熟悉的路，熟悉
的家人们听到熟悉的话语，年近
了，春天也不远了。

（作者为平顶山市疾病预防
控制中心驻鲁山县辛集乡白村
第一书记）

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曾
说过：“人生最大的成功，就是健
康地活着。”的确，身体健康是一
个人的本钱，尤其是近几年反反
复复的疫情，让我们更加深切地
懂得健康便是最大的幸福。

不久前，我们迎来了一个全
新的开始，生活逐步“回暖”，人
们脸上的笑容也逐渐绽露……

我们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
渴望健康，渴望热闹与团圆，渴
望 过 一 个 充 满 欢 乐 的 春 节 假
期。只有身心健康，才能有更多
的精力应对各种挑战，才能给自
己和家人带来安全感，才能过一
个幸福、祥和的团圆年。

春节假期，我们很容易患上
“假期综合征”，有的人想趁着假
期“放飞自我”，将作息习惯自动

切换成了“过节模式”，晚上熬
夜，白天则睡到日上三竿；有的
人忙着抢红包、玩游戏等，严重
睡眠不足，用眼过度，可还是放
不下手机、电脑等电子产品，继
续熬着“熊猫眼”，过着“电子
瘾”；有的人通常会以“吃”解忧，
把酒言欢，纵情享受一场又一场
饕餮盛宴……

假期就这样一天又一天“惬
意”度过，当“余额”即将清零且
无法充值的时候，你觉得自己真

的幸福、快乐、充实吗？
我想，很多人的答案是否定

的。当假期结束时，可能会出现
焦虑、提不起精神、注意力无法
集中、睡眠紊乱等状态，各种疲
惫、空虚、悔恨将纷至沓来……

因此，即使在假期，我们也
不能放纵自己，被掏空的不仅是
身体，还有脆弱的灵魂。我们要
学会克制自己，做一些有意义的
事情，保持规律的作息，避免暴
饮暴食。此外，假期可以做的事

情还有很多，我们可以通过运
动、阅读、冥想等方式来维护自
己的身心健康。

东晋田园诗人陶渊明云：
“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在
日常生活中，我们总是因为种种
原因，不得不被禁锢在“钢筋水
泥”里，没有机会亲近大自然。

这个春节假期，何不带上家
人，告别手机，到户外亲近一下
美丽的大自然，更换一种健康的
生活方式，既锻炼了身体，又让

烦躁的灵魂得到“栖息”。
对于中国人而言，新春佳节

既是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也是对
一年辛勤劳动的犒赏，不仅意味
着暌违已久的团圆，还意味着新
的机遇、新的开始。而这一切，
身体健康是前提。就让我们在
2023 年的春节，与健康相伴，和
幸福共舞，度过一个热热闹闹、
红红火火、开开心心的假期吧！

（作者供职于驻马店市第二
中医院）

“昨夜鞭炮声连天，到今年
又是一年”“爆竹声声辞旧岁，普
天同庆迎新春”……这一幅幅由
整年与土地为伴的农夫自拟、手
写的大红对联，还有那散着欣喜
烟火味儿的响声，烙在了我幼小
的心田里。一声声盈耳的爆竹
声，在我童年的记忆里欢歌。

我的家乡在河南省西南地
区，一进入腊月，天气就寒冷无
比。然而天寒地冻的天气却难
以阻挡人们喜迎传统佳节的身
影，有淘粮食磨面的人，有早起
进城赶年集的人，有剁硬柴火煮
肉煎炸的人，有杀鸡后采下软毛
勒风箱的人，张弛有度，随处可
见。家门口的弯曲小路，这几天
竟攘来熙往，从早到晚不间断地
演奏着扁担钩和水桶梁协奏出
的旋律，淳朴悠扬，缓缓流入祈
望幸福、和睦的人们心中。村庄
里充满了欢愉的准备过大年的
气息，人人脸上流露出掩饰不住
的喜色。

一年四季，总是当太阳还未
露脸就起身操持生活的母亲，此

时 的 劳 碌 在 成 倍 增
加。从一家老小的吃
喝穿戴，到春节期间
来客人如何招待……

好像都必须得在母亲粗糙的
手中打磨一两遍，只有这
样母亲才安心。似懂
非懂的我，看在眼里记
在心里，在没有大人呼
唤的情况下，主动
帮助做一些力所能
及的事情，如往灶
火里放柴火，看管
摊 晾 在 院 里 的 小
麦，不让飞来的麻
雀啄食等。

我这样“讨好”母
亲，是想减轻她的负
担，让她开心一点。她
一开心，就会“阔绰”地
给我三角钱或五角钱，让
我到村供销社买心仪的鞭
炮，快快乐乐辞旧迎新。

母亲时刻在把握着儿子的
心理变化，儿子也十分熟悉家里
的收支情况。善于与清贫日子
抗争的母亲，一年到头都精打细
算，从不浪费东西。面对盐、煤
油都得拿鸡蛋到村供销社兑换
的年代，母亲时常无奈地说：“苦
日子比树叶子还稠。”宁穷一年，
不穷一节，过年时，她的生活态
度来了个 180 度转变，想法竟跟
平常截然不同。她最知道我的

所想所盼，也最知道过年我要放
鞭炮。鞭炮一响，不仅能吓跑怪
兽，赶走邪恶，还能闪射出五彩
缤纷的喜气。

除夕的下午，天色还没完全
黑下来，将庭院打扫得干净利
落，贴上对联，我们开始煮饺子
过除夕。开始吃年夜饭之前，要
先在院子里燃放一挂鞭炮，在这
个时刻，鞭炮声连成了一片，这
一家连着那一家的，这个村庄连

着那个村庄的。这恰如人们
早就约定好了，世世代代

都不曾改变过。
大年初一的凌晨，

鞭炮声就把我从美
梦中惊醒了，我从床
上爬起来，跑到村北
面的高大土堆上放
鞭炮。钟爱的鞭炮
声不绝于耳，充盈于
天地间。响彻云霄
的鞭炮声，把淳朴的
村庄唤醒，把古老的
中华大地唤醒。天

边暖暖的晨曦，是大地
醒来后的微笑，那一抹绚

丽的红霞，是给笑意粉饰的
一层迷人色彩。

爆竹声后，碎红满地，灿若
云锦，熠熠生辉。大地被这红簇
拥着，人们的笑声也被这红簇拥
着。

一连几天，我同玩伴几乎与
这红形影不离。我将一挂鞭炮
拆下来十几个，单独点着后扔到
高处，然后在空中炸响。我用这
样的做法，吸引不少小伙伴跑来
看热闹，他们听到零星的响声，
蜂拥而至。稍后，我再用竹竿挑
起来点燃剩下的鞭炮与大家共

同分享。这个将小伙伴们集合
到一起的方法，极为有效，他们
从不同方向跑过来，眼睛不约而
同地扫视地上的炮纸，捡光有身
子没有捻头的“哑炮”，然后拦腰
掰开，一层层剥去缠裹鞭炮的杂
纸，直到“哑炮”露出灰色的药
面，往地上一搁，两两对着“刺
花”。一股微弱的但很好闻的火
药味，趁势钻进鼻腔。胆子大的
小孩还会用手指尖捏着，互对着

“刺花”，比一比谁的“哑炮”威力
更大，火力更猛。

心性纯真、不知愁滋味的我
“储藏”的鞭炮毕竟有限，“把戏”
展演完了，小伙伴们也不再久
留，他们要去另一处寻找快乐
了。于是，我也加入其中，说着
笑着跑向传来鞭炮声的场地。

小时候的春节，就是这样
在爆竹炸响中度过的，兴奋快
乐自不待言。猛然回头，那时
的春节气氛竟如千重山、万重
水隔膜着，怎么也无法穿越到
那极为浓郁的烟火气里。我只
祈求让我在梦里与它谋面，再
经历一次爆竹盈耳的春节，听
着噼里啪啦的响声，走进春天
里……
（作者供职于郑州市骨科医院）

让春节与健康相伴
□宋 戈

受疫情影响，前来
就诊的患者多了起来，
我在诊室坐了整整一
天，直到送走最后一位
患 者 ，洗 刷 后 准 备 下
班。这时窗外突然响起
一簇儿鞭炮声，让我瞬
间回忆起小时候过年拾
炮的趣事。

20 世纪 70 年代，我
上小学，留下最深的印
象是玩耍总比学习重要
得多。过年有很多让人
快乐的事情，刚进入腊
月，家乡人就开始酝酿
过年的事，小孩们更是
如此。家乡人把过年叫

“鬼年”，这里的“鬼”就
是特别喜爱的意思。

为了拾炮，我早早
就准备好应该准备的东
西：新球鞋和手电筒。
那时候家家户户都不太
富裕，能买得起球鞋和
手电筒的不多。我家也
不富裕，但因为我是独
生子，父母娇惯我，所以
每到新年，必买新球鞋。如果没有手电筒，夜里看不
清路，就会摔倒，或跌入污水池里，有了这两样东西，
拾炮时就跑得快、看得清了。

我的父母有个干儿子叫新明，比我小两岁，是后
庄的，童年时每年春节都要到我家过年。新明的到
来，无疑给我带来了很多欢乐。

除夕，没有很多鞭炮声，不是拾炮的最佳时刻，只
适合和小伙伴们在一起展望初一拾炮的收获和回味
往年拾炮的趣闻；有一些小伙伴一夜都不睡觉，前半
夜在一起玩耍说笑，后半夜结伴出去拾炮，好像睡觉
了就没有过年似的。

拾炮就是把没有爆炸的鞭炮（即哑炮）捡起来，家
乡人把这种炮叫弱捻炮；虽然没有爆炸，但是内部的
火药燃烧后还是会喷射出来，这种炮叫“刺花炮”，不
值得拾。

家乡人过年起得早，凌晨 1 时就有人起床放炮
了，鞭炮声此起彼伏。大部分人凌晨三四点就起床敬
天地，这个时间段是最热闹的，也是拾炮的最佳时
刻。万家开门迎财神庆吉祥，千户炮竹声里求幸福，
到处都是欢乐的鞭炮声，一直持续到日上三竿才徐徐
地落下来。

拾炮就像上战场，不仅要有勇气，还要机智，既能
在爆炸的火光下躬身缩头心态平静，还能在鞭炮声里
眼明手准。拾得快，遇见“迷瞪”的鞭炮，刚拾到手里，

“砰”的一声闷响，手可能会黢黑生疼，也可能皮开肉
绽；拾得慢，鞭炮会被别的小伙伴拾走。我和新明总
是一起寻着鞭炮的爆炸声“生龙”般的跑这家，又“活
虎”似的去那家，转了整个村庄，因有新明助阵，收获
颇丰。

新年的第一顿大餐都是在早上 5 时吃，天还未
亮，小孩子是不愿意随大人一起挨家挨户拜年的。四
叔长我两三岁，也爱玩炮，他有让弱捻的鞭炮重新爆
炸的本领。四叔不知从哪里弄来的炮捻儿，为了防
潮，他认真地把炮捻儿用牛皮纸裹起来，还有一个用
自行车条磨制成的锥子。我和新明偎在四叔身旁，四
叔把我们拾的鞭炮挨个检查一遍，把刺花的鞭炮弃
掉，把弱捻的鞭炮用锥子在原有炮捻处钻个眼，栽上
新炮捻儿，重新装好，一个有生命力的鞭炮就诞生了。

我们把新装上炮捻儿的鞭炮码在一起，摞很高，
壮观极了，现在回想起来心里都美滋滋的。“回生”的
鞭炮更有用处、更有意义，我带着新明去找其他小伙
伴，要和他们一分高低。

这些鞭炮，有很多种玩法，有的埋在细土堆里点
燃，让泥土飞扬；有的藏在水边或雪里，看炸起水花的
浪漫或雪花的美丽；有的插在牛粪里，让牛粪遍撒田
野；有的扣在碗盆下，爆炸后听另一种声响；有的压在
木棍下，看木棍能“跳”起多高……玩法五花八门，把
童趣发挥得淋漓尽致。

我最喜欢的玩法有两种，第一种玩法是把一个鞭
炮的底部用锥子钻个洞，再将另一个鞭炮的炮捻儿插
进去，上下重叠，放稳后，点燃下面的鞭炮，鞭炮爆炸
后会把上面的鞭炮崩到天空中，在天空里炸响，小伙
伴们看得乐此不疲，还起了一个好听的名字：天地
炮。第二种玩法是把两个鞭炮的头部拨开，微露火
药，头对头相距一两厘米放在地上，点燃一个，另一个
也会被引燃烧，吐出明亮强劲的火舌，力量弱或炮药
少的一方会被另一方逼退或偏离，小伙伴们给这个玩
法叫对花枪。

回味过年的快乐，我完全沉浸在过年的幸福中，
又一阵儿鞭炮声拉回思想的驰骋。40多年过去了，
社会进步很快，家家户户富裕，鞭炮都买得起，加上有
一些地区为了安全，禁放烟花爆竹，拾炮的孩子或许
已经没有了。四叔和新明已趋花甲之年，朴素善良，
我的家四世同堂，家和福多，安居乐业。

我关上电脑，重新洗刷，锁上门，走在回家的路
上，路灯忽明忽暗，似有雪花飞舞，远近的鞭炮声，让
我在民俗的延续和生活的安全里处于两不舍的心境
中。

新年徐来，疫情渐去。快乐过年，岁
岁平安，才是人们永恒的话题。

（作者供职于沈丘县人民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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