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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阳波

什么是年味，《辞海》里没有将它收入词条。按照通
俗的解释应是过年的一种气氛，一种心情。至少大多人是
这样理解的。

儿时生活虽然贫穷，但年味却很浓很甜。记得冬至
后，父亲就用计划肉票去割上几斤肉吊在老屋的屋檐下，
然后一天天地看它风干。我们苏北黄河故道的人家，都喜
欢在腊月里风干一些肉类制品，因为经过腊风吹拂的肉
类，带有一种特有的腊香，吃在嘴里喷香的。腊月初十
后，母亲照例张罗给我们兄弟姐妹做件新衣服，那时新衣
服也只是商场处理的尾布漂染而成，可我们却很珍爱，不
到大年初一是舍不得穿在身上的。腊月二十后，就开始准
备用糯米掺杂大米碾粉加工米糕，条件好的人家还加工一
点菜包子。腊月二十四，家家户户扫尘，屋顶的吊灰、墙
角的蜘蛛网、窗上的浮灰此时都一扫而光。这以后，人们
都忙着炒蚕豆、炒葵花籽、炒南瓜籽、理发、洗澡准备过
年了。

年三十，家家户户开始贴春联。俗话说：“有钱没
钱，贴对子过年。”贴春联在我的童年记忆中是非常温馨
的一部分，大红的春联往门上一贴，就意味着春节已经切
切实实来到了。父亲上过私塾，能写得一手好毛笔字，古
文诗词也有些了解，因而来请父亲写春联的邻居络绎不
绝。父亲是个热心肠的人，每每邻居上门请写春联，都热
情地招呼他们，邻居们带来的红纸他也不肯要，父亲认为
邻居们请他写春联是他的荣耀，是对读书人的尊重。每当
这时，他就非常开心，在桌子上郑重摆上用温水浸泡好的
几支毛笔，在砚台里倒上一些清水，用黑墨进行研磨，不
一会儿屋里就充满了墨汁的香味了。随后，父亲从口袋里
掏出一张写满春联的纸，放在桌上供邻居们挑选。有时还
根据邻居们的不同要求现场构思意义不同的春联。

除夕的下午，家家户户的门上都贴上了大红的春联，
充满着美好寓意的春联无疑是春天的第一道灿烂风景，象
征着吉祥象征着对来年的美好希望！

除夕夜，家家户户都团聚在一起，享受着一年里最美
味丰盛的晚餐。那时，我最爱吃的一道菜便是母亲的烧风
肉，这也是我们这里的一道传统风味菜。记得只要母亲将
风肉一下锅，我就像只小馋猫似地围着锅台团团转，一当
锅里风肉飘出那特有的腊香时，我便悄悄揭开锅盖，用两
只手指拎出一块风肉解馋。疼我的母亲发觉后总嗔怪我不
要烫了手，然后避开我的妹妹们，偷偷地从锅里夹出两块
风肉塞进我的嘴里，让我躲到一旁去细嚼慢咽。

母亲烧的风燻肉，又酥又甜，吃在嘴里，腊香满口，
回味无穷。一碗风燻肉上桌顷刻便见了碗底。要想再添是
不可能的，因为母亲留下的一碗风燻肉还要大年初二招待
来拜年的姐姐和姐夫哩。

年夜饭后便开始守岁，以把一切邪瘟病疫照跑驱走，
期待新的一年吉祥如意。父母疼爱我们，照例不让我们坐
着受寒守岁，而是让我们钻在被窝里，只是嘱咐我们不到
零点钟响不能睡觉。临近半夜，炮仗声此起彼伏，我和妹
妹们忍不住爬出温暖的被窝，不畏严寒地跑到屋外看焰
火、放炮仗，时而欢呼雀跃，时而难抵寒冷缩回屋内。午
夜的钟声终于敲响，自己又长大一岁了。

大年初一，父亲照例带着我去给长辈们拜年。这也
是我最高兴的时候，因为每到一户长辈家，我口袋里就
多一把炒货和糖果，碰上慷慨的长辈还能得到两毛钱的
包喜。炒货和糖果，不仅可让我解馋，而且还能让我的
两个妹妹分享。包喜我是不敢用的，因为要留着新学期
买学习用具。这以后就是我们一年中最快乐的日子，天
天穿着新衣裳，吃着炒货溜到街上去看舞龙灯、舞狮
子、踩高跷……

曾几何时，人们的生活条件愈来愈好了，鸡鸭鱼肉
不再是过年才有的大菜，衣服也愈来愈名贵愈来愈时
尚，愈来愈多的人买起了小车，住进了公寓、别墅，过
年时走你家、逛我家的热闹场面已经消失，取而代之的
是紧闭的防盗门。家家户户贴春联的习俗虽然没变，但
基本上都是从市场上买来的印刷体，字体、内容千篇一
律，以前自己写的那种充满了墨香充满了韵味的特色春
联几乎绝迹。而所有的年货也都是从超市采购成品或是
半成品，很少有人家自己灌香肠、腌鸡鱼、风猪肉……
年夜饭也从家宴迁到了各大饭店。拜年，这个传统礼
俗，也渐渐地被电话、短信、网络所替代，人们无不感
叹年味变淡了。

然而，老百姓心里最在意的那种“年味”并没有变
淡，而且日益浓厚。每年春运期间，数千万在外的游子为
了赶回家过年，不惜冒着严寒连夜排队争购一张火车票，
有些买不到票的民工甚至不远千里骑着摩托携带家小往家
赶……每当我从电视上看到这些画面，心里头就禁不住涌
起一种莫名的感动，过年的年味莫过于与亲人团圆啊！年
味始终是亲情的召唤、故乡情的翘首啊！

而海外华人思念祖国思念家乡的那种“年味”更是让
人感怀。每逢春节，世界各地的华人都尽心尽力地营造节
日气氛，处处张灯结彩，贴春联贴年画，舞龙灯舞狮子，
坐花车游街市，热闹非凡。从几年前纽约市将农历春节纳
入公共假日，到如今各国唐人街春节庆典活动中出现愈来
愈多当地居民的面孔，春节似乎已经从中国的传统佳节变
身为世界性的节日，年味也已从内地弥漫到全球。年味是
洋溢着民族文化魅力的乐章，年味是全球中华儿女的同一
首歌。

那种一般意义上的年味变淡，说到底是时代发展的
使然，是一种过年形式的转换，是人们精神需求提高的
表现，根本意义上的年味永远不会变，因为它早就流淌
在每个华人的血脉里，深深融入了中华民族的灵魂和根
基中！

欢乐团圆的春节邮票
□党玉占 文/供图

春节是农历的新年，是我们中华民族
最悠久、最隆重的传统节日。 1949 年 9
月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议
案：新中国采用公元纪年，将农历新年改
为春节。过好春节是我国人民一年开始的
头等大事，劳碌了一年四季的人们企盼着
春节亲人团聚、共享天伦之乐。 2000 年
1 月 29 日我国发行一套《春节》特种邮
票。全套 3 枚，小型张 1 枚。全套邮票
以质朴、夸张的表现手法和亮丽对比的色
彩，表达出我国人民过春节时欢乐喜悦的
场面与丰富强烈的民风民俗。

第一枚“喜迎春”，邮票表现的是两
个妇女剪窗花、贴窗花的喜庆场面。民间
过春节的迎春活动很多，打扫卫生、办年
货、写春联、剪窗花、贴年画等。这枚邮
票只用两个妇女剪、贴窗花的画面，充分
体现出喜迎春的主题。

第二枚“辞旧岁”，邮票表现的是神
情专注放鞭炮的两个小朋友。过春节最高
兴的莫过于小孩子，穿新衣，吃饺子，放
鞭炮，学校放假尽情地玩。用放鞭炮的形
式辞旧迎新是中国人的老传统，邮票画面
还辅以写有福字的灯笼，紧扣了辞旧岁的
主题。

第三枚“闹社火”，邮票表现的是打
腰鼓的两个青年男女，人物上面辅以一条
龙。春节期间，到处都可以见到载歌载舞
的热闹景象，最常见的是舞龙舞狮扭秧
歌。邮票画面虽然只有两个人物，却展现
出民间春节期间的集体庆贺活动，将春节
的欢乐气氛推向了高潮。

小型张“合家欢乐”，表现的是一家
老少三代五口人喜气洋洋共度除夕的场
面：老奶奶给小孙孙穿上新衣，小孩子乐
得手舞足蹈，老爷爷喜上眉梢，一对青年

夫妇正在包饺子。这就是中国家庭新春
团聚、天伦之乐的缩影。为了增加节日
的祝福含义，小型张的边纸上还绘有各
种剪纸图案，表达了吉祥如意、年年有
余、富贵平安之意。

我国港澳台三地邮政也相继发行了
以春节为题材的邮票： 1994 年 6 月 8
日香港发行《中国传统节日》邮票，其
中第二枚“农历新年”，图案为过春节
放鞭炮、舞狮的欢乐场面。 1994 年 4
月 6 日澳门邮政发行《春节》专题邮
票，全套 4 枚展现的是澳门居民过春
节期间各种活动的热烈场面。邮票图案
以澳门方言命名，第一枚“派利是”，
即发红包给小孩压岁钱；第二枚“游花
市”，南方流行春节逛花市，购花增添
节日气氛；第三枚“制油角”，油角是
春节期间南方流行制作的一种传统美
食；第四枚“写挥春”，与春联类似的
传统习俗，一般只有一两个字或四字词
语，以“福”字居多。台湾邮政在发行
的民俗邮票中，也出现了春节放鞭炮、

舞龙、踩高跷等热烈场面； 2012 年 6
月 20 日台湾发行《传统节日》邮票，
其中第一枚“春来福到”，图案中绽放

的烟花寓意喜悦与丰收，两侧的中国结
上的斗方一个“春”字和一个倒“福”
字，象征“春来了，福到了”。

河灯是年节的眼睛
□彭忠富

年前岁尾，是穿城而过的母亲河最忙
碌的时候。五六年前，河床上修起了几处
梯级橡胶坝，就连冬天也可以将上游来水
拦蓄起来。河里只要常年有不低的水位，
整个河道一下子变得妖娆起来：垂钓的老
人多了，虽说只是钓些小鱼虾，也足以让
他们打发一些闲散时间；栖息的白鹭多
了，它们或者涉水觅食，或者振翅盘旋，
河道一下子变得生机盎然；最重要的是，
每年的春节灯会在河道上绵延三四公里。
火树银花不夜天，夜晚河道两岸闪烁的霓
虹，给我们平淡的生活抹上了不少亮色。

而我们最喜欢的却是在河里放河灯，
这也是八岁女儿最喜欢参与的游戏。放河
灯前当然要制作河灯，这是一项启迪智慧
的亲子活动。制作河灯的工艺和原材料都
特别简单，一般都是用各色的蜡光纸糊成

的，把一张正方形的蜡光纸的四角粘起
来。在灯碗里用泥捏成泥盘，在阳光下暴
晒晾干后，泥盘里加一些油。灯芯一般都
是用麻绳做的，这样的灯芯，燃烧时间
长，抗风性也强。在放河灯前，将河灯底
部浸入蜡烛油中，然后趁蜡油没有凝固时
放在沙子上，这样有些沙子就粘在了河灯
底部，增加了河灯的重量，不容易被吹
翻。嫌麻烦的，也可以直接在莲花形的厚
纸上固定一截小蜡烛，这样更加方便。

我们家每年都会放河灯，这是我家进
入腊月底的例行公事。三个人三盏灯，每
个人亲自点燃自己的河灯，然后送上自己
的祝福。我和妻的祝福大同小异，每年都
差不多，不外乎祝福家人身体健康，工作
顺利，孩子学习进步。而女儿就不一样
了，她的祝福年年都在变：上幼儿园时，

祈祷我们带她到省城去逛动物园，看看
熊猫或者要我们买什么玩具；上小学
了，就祝福自己成绩进步，年年都考满
分，当第一名。看着自己的河灯泛着红
莹莹的微光，慢慢消失在我们的视线
里，心里就会升起一股满足感。盏盏河
灯，盛满了人们的祝福和祈祷。红灯盏
盏，就像是满天星子落入河中，又好像
万朵红莲在太液池碧波之上争芳吐艳，
让人觉得特别温暖。

放河灯在我国源远流长，不过时间
多在中元节，而现在放河灯只是一种形
式，时间点已经不再重要，大家看重的
不过是河灯祈福的功能罢了。神州各地
都有江河，因此燃放河灯的习俗也遍布
长城内外。北方一般称为“放河灯”，
广东叫“放火灯”，南京则称“斋和

孤”。《金陵岁时记》中记载：“金陵
人家延伸舟次诵经，剪五色纸为荷花
灯，沿水放之，俗称斋和孤。”广东人
则把放河灯与求子习俗联系在一起。清
人屈大均在《广东新语》卷九中写道：
“海丰之俗，元夕于江干放水灯，竟拾
之，得白者喜为男兆，得红者谓为女
兆。或有诗云：元夕浮灯海水南，红灯
女子白灯男。白灯多甚红灯少，拾取繁
星满竹篮。”可见广东人在元宵节燃放
河灯，已经跟现在过春节放河灯的习俗
差不多了。

河灯是年节的眼睛，亲情的使者。
盏盏河灯声声祝福，为自己更多是为亲
人，当祝福充盈在天地之间，我们会时
刻感知到那份温馨，那份期盼。

春节前，我去拜访一位老师，他从后
院摘下一枝梅花送给我。我拿回来，插于
案上的瓷瓶中，立即暗香浮动，满室温
馨。

“山家除夕无他事，插了梅花便过
年。”这是汪曾祺笔下的“岁朝清供
图”，一幅旧画上，一间茅屋，一个老者
手捧一个瓦罐，内插梅花一枝，正要放到
案上。岁末岁朝，清供梅花，是一件雅
事，也是一种传统文化。梅是花卉中的佼
佼者，她开百花之先，独天下而春，有
“花魁”之誉，其冰清玉洁、卓尔不群、
凌寒留香的品性被世人所敬重，还被民间
作为迎春纳福的吉祥象征。每当群芳凋
零，寒凝大地，梅花却独妍怒放，云蒸霞
蔚，一朵一朵摇曳在风中，与千姿百态的
黑色枝干形成的曲线，交织成一幅抽象的
画面，让人领略宋人林逋《山园小梅》诗
中的“群芳摇落独暄妍，占尽风情向小
园。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

的意境。
梅花以格高以韵胜，实是雅室清供上

品。古代文人爱梅花，更视插梅为一件雅
事。仇远有诗云：“偶得数枝梅，插向陶
瓶里。置之曲密房，注以清冷水。肌肤若
冰雪，寒极粟不起，岁晏且闻香，春深看
结子。”张耒诗曰：“疏梅插书瓶，洁白
滋媚好。微香悠然起，鼻观默自了。秀色
定可怜，仙姿宁解老。禅翁心土木，对此
成磨恼。”杨万里也有诗说：“胆样银瓶
玉样梅，北枝折得未全开。为怜落寞空山
里，唤入诗人几案来。”摘数枝梅花摆放
在书斋中，红花绿萼与素雅小瓶交相映
衬，幽香袭人，倍增喜气。

《红楼梦》第五十回写道：“李纨
一面命丫环拿来一个美女耸肩瓶，盛上
水准备插梅，又说待宝玉回来该吟梅花
诗了。一语未了，只见宝玉笑嘻嘻的手
举一枝红梅回来。丫环们忙接过插入瓶
中，众人围着赏玩。原来这枝梅花只有

二尺来高，旁有一横枝纵横而出，约
有五六尺长，其间小枝分歧，或如蟠
螭，或如僵蚓，或孤削如笔，或密聚
如林，花吐胭脂，香欺兰蕙，各各称
赏。”就这一枝红梅，曹雪芹写得如
此精彩，一是说明梅花非常适合瓶插
欣赏，二是对所用的瓶等器具也是很
有讲究的。高濂在《遵生八笺》中总
结说，堂中插梅，应该用汉代的铜
壶、古尊或体积较大的古瓷器，摆放
在高架两旁或几案之上，折花选取较
大的花枝；书斋中插梅花，则选用胆
瓶、鹅颈瓶、花觚等体量较小的精致
瓷器，折取痩巧之花，作为案头清
供。

见过齐白石老人的一幅《岁朝清供
图》，花青的细颈长脖花瓶中，一束折
枝于梅树的红梅，开得格外精神。他
93 岁时画的《新喜》中，白瓷圆腰长
花瓶中，插上两枝艳红而繁盛的梅花，

配以游龙纹饰的大茶壶、白瓷小茶杯、
五个红柿、一挂黄橘红纸鞭炮，色彩艳
丽，气氛热烈，喜气洋洋，宛若一曲抒
情的欢乐小调。

我喜欢一种名为绿萼的梅花，花色
洁白，香味极浓，远望如瑞雪压枝，近
瞧则如同繁星点点。摘一朵嗅嗅，馥郁
的花香潜入鼻来；用手捻开，有五片花
瓣，蜡质、透明，如绫罗绸缎般的润滑
柔软。记得外祖母在世时，一遇严寒的
冬天，她会折几枝绿萼，插入清水瓶
中，水养一段时间，看它缓缓绽放，琼
枝疏影，梅香缕缕，春意幽幽，给斗室
增添无穷意趣。

“寻常一样窗前月，才有梅花便不
同。”春节前后，梅花开得正绚烂。随
意在小小的梅瓶中插上一束梅花，供养
在案前，看它疏花点点，俏开枝头，会
使我们的生活多一些诗意，带给我们温
馨和快乐。

插了梅花便过年
□钟芳

▲《春节）特种邮票


︽
春
节
︶
特
种
邮
票
·
小
型
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