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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在外地工作，每当
要到回家过年的日子，你最思
念的人是谁呢？我想大多数人
最思念的是自己慈爱的母亲，
因为对我们付出最多，却不求
回报的人就是我们的母亲。而
我最思念的亲人是我母亲的母
亲，就是我的姥姥。

我小时侯是在乡下的姥姥
身边长大的，我对姥姥有极深
的感情。每年过年的时候，姥姥
都会买几朵漂亮的丝绸头花，
给我和老姨、二姨过年时戴，那
小巧美丽的头花戴在头上，映
衬着水嫩嫩的脸，分外的好看。
因为我在姥姥家年龄最小，姥
姥总是那么宠着我，那最漂亮
的一朵绸花一定是属于我的。

小时候，姥姥家里很穷，平
时总是舍不得买肉吃，积攒了

一年的钱，到过年的时候，会买
一些猪肉吃。过年那几天，姥姥
家一大家子人都聚在一起吃
饭，爆竹声声，热闹又开心。生
产队组织的秧歌队会挨家给大
家拜年，当秧歌队在姥姥家院
子里扭秧歌的时候，我的心里
真是乐开了花。除了扭秧歌，队
里的戏台上还会有二人转。大
家一边吃瓜子，一边看二人转。
农村的娱乐生活虽然仅限于过
年，但是大家快乐的程度，不亚
于除夕夜看春节晚会。

姥姥总是忙里忙外地给我
们准备吃的，除了吃饭时能够
吃上猪肉和鸡肉，过年时我们

还能够吃上甜甜的冻梨和金黄
色的冻柿子，还有炒得香喷喷
的瓜子和花生。全家聚在一起
时，那种温暖快乐的氛围，直到
多年以后，还是那样记忆犹新。
姥姥关心家里的每一个人，只
要有姥姥在，我们心里就非常
踏实。

到了上学的年龄，我就回
到城里，到我父母身边上学。每
年过年的时候，爸妈办好年货
去姥姥家过年。对我来说，过年
就是一种思念和一种盼望，因
为过年就意味着见到我日夜思
念的姥姥。虽然她的年纪越来
越大，虽然她的背越来越驼，但

是只要我看到姥姥那张写满慈
爱的脸，我的心里就踏实起来。
常常回忆起姥姥说过的话，她
曾经教育儿女们说：“人活着，
就要活出志气！不怕穷，就怕
懒！只要有这双勤劳的双手，就
不会饿死。勤劳能够致富，只要
不断地努力，就一定会过上好
日子。”

姥姥没有说错，我们真的
都过上好日子了，姥姥也放心
地离开我们去了天堂。她留给
我的那些浓浓的温暖的记忆，
会陪着我冲过人生的冰河。

过年是一种思念，这种血
浓于水的亲情，会在我们的心
灵深处打上深深的烙印。这种
温暖的人间真情，足够陪伴我
们走过一生。

李剑红

小时候，家住农村。本来，
农村的冬天是沉静的，然而，一
进腊月门，便在我们小孩子们
快乐的童谣中热闹了起来：“小
孩小孩你别馋，过了腊八就是
年，腊八粥喝几天，哩哩啦啦二
十三，二十三糖瓜粘……”。记得
那时，我最喜欢做的事情就是和
父亲、母亲一起忙年，虽然那时
候物质比较贫乏，但我对于年的
记忆是温馨的，因为过年赶年
集、贴春联、放鞭炮、穿新衣、吃
糖果、给长辈磕头、出门走亲戚、
收压岁钱，这一个个故事承载着
我童年数不尽的欢乐，浓缩着
一串串美好的回忆，至今想来 ,
依然温暖如昨，荡漾心头。

过年家家户户都要贴春
联，父亲是一名教师，是村里少
有的文化人，所以街坊邻居纷
纷来请父亲写春联，父亲总是
来者不拒，有求必应。于是在我
家那不甚宽敞的屋子里这个时
候就摆满了红纸和墨汁，只见
父亲稍作凝思，蘸满墨汁的笔
便在红纸上沙沙移动，点横撇
捺，一提一顿，落地有声，刚劲
有力，黑墨在红纸上慢慢洇开，
散发出一缕缕淡淡的清香。父
亲的毛笔在红纸上龙飞凤舞了
一番，一副春联很快就完成了，

晾干后交给对方，引得人家啧
啧称赞，连连感谢。当然，多数
来请父亲写春联的人，还会客
气地送来一两把大葱、韭菜或
是鸡蛋等作为酬劳，父亲总是
推让不过，撵到门口时人家早
已笑捧春联而去。

母亲是个手巧的人，窗上
贴的窗花、供奉用的枣饽饽都
是她亲手做的。除此之外，母
亲还会裁剪衣裳。那时因家里
生活比较困难，所以过年时家
人添置新衣裳母亲首先想到
的是给爷爷奶奶。她一般瞒着
爷爷奶奶从年集上扯回几尺
布料，展开铺于炕上用画粉划
好线裁剪后，便专心埋头在缝
纫机上，脚下有节奏的踩着踏
板。有一年为了赶制新衣裳，
母亲通宵达旦未睡，我半夜醒
来，发现母亲仍然在泛着橘黄
色的如豆的煤油灯下不停地
操作着缝纫机，至今想来我仍
感觉母亲趴在缝纫机前做针
线活的哒哒声，仿佛是一首欢
快的歌曲在脑海里流淌。当年
三十，母亲把亲手制作的新衣

裳捧给爷爷奶奶时，两位老人
早已泪花盈眶。

年三十中午，在父亲的带
领下先到祖坟上拜祭，就好像
我们现在的“预约”一样，意思
就是过年了，请老祖宗们回家。
上完年坟后，鞭炮声此起彼伏
地笼罩了整个村庄，将年的高
潮一下子拉开了。母亲历来十
分重视年夜饭，因为全家老少
一年到头的奔劳好不容易团圆
在了一起，平常再不舍得吃不
舍得喝，过年了也要奢侈一回，
把年夜饭做得丰丰盛盛的。而
我最关心的是，年夜饭吃饺子
时能否吃出“硬币”来。在我们
家乡，过年包饺子还有把硬币
包进去的习俗，谁先吃着了，预
示着来年交好运。所以包饺子
之前，母亲都会洗几枚干净的
硬币，包在饺子馅里，当热气腾
腾的饺子一端上来，我和两个
哥哥便争先恐后地吃起来，谁
先吃到硬币就会得意的放在自
己面前的桌面上，让长辈们一
阵阵夸赞。

那时候，由于电视信号不

好，用家里 14 英寸的黑白电视
机观看春节联欢晚会，画面断
断续续，时好时坏，因此除夕夜
为了不扫我们的兴，每年春节
前父亲都会事先到音像店买几
盒评书或是相声的磁带，当电
视不能看时，便会用我大哥学
习英语的录音机播放给我们
听。当然，每年买磁带时，父亲
都要买一盒空磁带，把我们兄
弟三人在吃年夜饭敬酒时所说
的新年学习愿望给录下来。如
今，我们兄弟三人都是三四十岁
的人了，每次看到父亲给我们精
心保存下来标注着年份的一盒
盒录音磁带时，无不感念父亲对
激励我们学习的良苦用心。

随着年龄的增长，虽然现
在人们普遍对过年已经没有了
儿时的那种期盼与渴望，但每
到年关时我总能情不自禁地回
想起当年与父亲、母亲过年时
的情景。特别是父亲去世后，这
种对年的回忆，总是深刻得不
能忘怀，清晰得如在眼底，仿佛
楔子一般嵌入我生命的骨髓。
因为年不仅仅是亲情的团聚，
更似是一串珠子中间的连缀
点，它系着过去和未来，铭刻着
对岁月的眷念与喟叹。

姜宝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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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年是一种思念

父亲·母亲·年

时下论吃的喝的，天天都像过
年，但记忆中的年夜饭，还是让人感
觉到了一种感恩、尊老、渴望的味道。

在老家，常常是大年夜的中午
开始准备祭祖仪式，点上香烛，各式
菜、饭摆满了桌子，主持祭祖仪式的
男主人，一般是父亲或者大哥，手中
拿着一炷香，走到大门外，口中念念
有词的请各位祖宗先辈们回来过
年，依次磕头后焚好纸钱锡箔，这些
用来祭祖的菜和饭是不能食用的，
至少要放在专门的香几台上好几天
才可以处理。

然后就是准备年夜饭了。在过
去物资匮乏的年代，这是一年中最
好吃的一餐。但也大多是一条鱼、一
碗肉、一碗豆制品和一些素菜，这就
是儿时盼望的“过年”了。后来，随着
生活水平的提高，年夜饭的花色品
种也日渐增多，但鱼是必不可少的，
无论是红烧鱼，还是糖醋鱼，或者是
酸菜鱼，鱼是一道必不可少的年夜
大餐，但有一个规定，当天的鱼是不
能一次吃完的，因为不把鱼吃完的
意思就代表着年年有余。其次就是
豆芽烧油豆腐，这是一个如意菜，表
示长长久久、白白胖胖的意思。最后
端出的是赤豆红枣小汤圆，寓意是
早出头，大团圆。 曹建明

记忆中的年夜饭

求春联
在我的记忆里，儿时的年末

除夕不像现在，集市上没人专卖
春联，每家每户先买回大红纸、
毛笔和香墨，按照大门与屋门的
规格要求裁好红纸，跑到我家让
我爷爷帮写春联。因爷爷是村里
以前的私塾先生，现在人们都叫
文化人。爷爷给村民们写春联，
分文不收，只是帮忙，来者不拒，
从不嫌烦，四邻八舍都会来我家
取几幅好春联。

村里左邻右舍来让爷爷写
春联，还给出个雅致的美名“求”
字。求春联时，有的是大人亲自
登门，有的是托付孩子来，不管
求春联的是大人或小孩，都是笑
呵呵着来，满心欢喜地带走。大
多数来求者，顺便带上一包香
烟，说是作为酬谢，不如说也是
新年的礼节。香烟往堂屋爷爷写
春联的桌子上一放，相互客气半
天，爷爷还是立即打开香烟，分
散给满屋子等待着求春联的人。

屋里弥漫着喜庆的气氛，求
春联的人按来到先后次序写，轮
到了谁家就由谁家的大人或小
孩抻展红纸。爷爷写春联向来不

用思考，像是满脑子里装着吉祥
如意的话语，经过龙飞凤舞的泼
墨，挥洒自如地写出来，红纸上雄
浑苍劲的好字，看得孩子们出神，
像虔诚地对待神灵一样的恭敬。

也有时候，孩子们异常欢乐
开心，用小手上前蘸爷爷桌上的
砚墨，往同伴的脸上抹画，相互
嬉笑打闹，大人们出面干涉，房
屋热闹成团。爷爷也因此走神写
错字，不得不另外拿出自家提前
准备的红纸，重新再写。等一幅
幅喜气洋洋的春联写好，村民们
带着春联嘴里不住地说着“谢
谢”，便高兴地回家了。尤其是小
孩们的脸上显得十分神气，感觉
春联像是自己写的一般，遇到一
般大小的同伴就问：“你们家写
完春联了吗？”好像写不完春联
等于年还没有开始一样。

至于我家的春联，是爷爷在
腊月二十八这天就提前写好的。
等到村里人来我家求春联时，我
就闹着奶奶打糨糊。贴对联是父

亲的事。我负责端糨糊，递春联和
需要按平的笤帚。父亲把春联端
端正正贴到大小门上。尔后，家里
的枣树上贴上“果木大吉”，堂屋
的墙上是“满院春光”，出门的墙
上贴着“抬头见喜”，牲畜的圈门
口贴上“六畜兴旺”……满
院子的红，增添了春节
的喜庆气氛。

如今过年，很
少有人写春联
了，求春联
便自然少
了；街

集上到处有卖，人们买回贴上屋
门，映照满院子焕然一新。伴着此
起彼伏的爆竹声，和着厨房飘散
出烹煮食物的香气，以及孩子们
欢天喜地的奔跑，就预示着过年
真正开始了。腊月除夕是早年，早
年到时春联红，红遍整个乡村，也
红遍了人们期盼的新春。

宋伯航

济南有着浓厚的民风民俗，淳
朴耿直、豁达好客的市民，把传统
的习俗薪火相传，舌尖上的年味，
令我们天天盼着，一饱眼福、一享
口福，至今仍记忆犹新。

过年的必备饭菜，普通家庭免
不了“四大件”，水饺、酥锅、炸货和
八宝咸菜。当然，有条件的炖鸡、炖
肉、灌香肠、蒸馒头、黄面糕也是必
不可少的了。水饺，讲究必备荤素各
种馅，一般为韭菜肉和胡萝卜素。

酥锅制作就复杂多了，原材料
少不了白菜、海带、藕，另外肘子
骨、鸡、鱼、面筋、肉等就随便添加
了，酱油、醋、香油、大料葱姜、盐、
糖等适当配比，各家都有各家的秘
招。满满一锅不加水，用微火焖一
宿，做好之后能吃到正月十五。

炸货是年前两、三天开始准备，
炸鱼、炸藕合、炸里脊、炸萝卜丸子、
炸地瓜片、炸麻叶等样样都很美味。
八宝咸菜是用五香疙瘩、肉皮、花生
米、黄豆、桔皮丝、萝卜等切成丁，炖
上一锅成为必备小菜。

除夕夜家家户户亲人团聚，请
上家堂摆上香烛供品后，大人们边
包水饺边聊天、孩子们放鞭炮，待
到十二点为“午更天”，大人们草草
收拾，桌面摆上香烟、瓜子、花生、
花糖等，准备迎接凌晨开始的“拜
年”。初一基本不做饭，简单吃点水
饺，初二再去姥姥家，真正吃上自
备的年货，从初三才算开始。

王长海

舌尖上的济南年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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