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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新春走基层 东西南北品年味

我印象中上次回老家过年，
大约还是1985年。此后虽回去
过多次，但再未在老家过年。

“今年过年，咱们回老家陪
陪大哥吧。”腊月的一天，妻子的
一句话，提醒了我。

大哥比我大 15岁，从小过
继给了在部队工作的二伯，在武
汉生活10年，后因部队政策，全
家迁回原籍，便一直生活在山西
夏县老家。今年，是大嫂去世后
的第一个春节。去年5月，她在
与肺癌抗争半年之后，带着对可
爱的孙女和这个家的恋恋不舍，
离开人世。正奋战在北京至雄
安新区高铁工地上的侄子，为赶
工期，今年春节一天假都不休。
侄媳又有事带着孩子回了娘家，
今年过年，家里就剩大哥和侄女
两个人了。

说走就走。提前备好各样
年货，初一一大早，一家三口驾
车出发。

记忆中，老家的年味，是每
家每户招待亲朋客人，炸得酥脆
不一的麻糖（麻花）；是大嫂边拉
风箱边用红薯面炸的焦黄香甜
的软饺饺；是正月十三到十五连
续3天的“热闹”（各村队的锣鼓
旱船社火表演）。如今，大嫂不
在了，老家的年味也渐渐淡出了
我的记忆……

“哎呀，这里的年味，跟西安
也有一拼啊。”一下高速，第一次
回老家过年的女儿，就发出感
叹。可不是嘛，从高速出口到县
城，沿途10余公里，宽阔的道路
两侧，树上、灯杆上都挂上了彩
灯和大红灯笼；县城四个方向路
口，都竖起了上书“华夏第一都”
的高大彩门……

“走到哪了？下高速了吗？”
一路上，大哥为我掐着时间，提
前三四十分钟就下楼守在小区
门口；一进家门，曾开过饭馆的
他亲自下厨，张罗了一桌好饭；

晚上，又带着我们上街赏景散
步。五光十色的彩灯、灯笼、彩
门，将县城装扮得流光溢彩、火
树银花。商场内人头攒动，买卖
兴隆；街道上车流涌动，川流不
息；夜市摊前情侣扎堆，你侬我
侬；公园广场也热闹非凡，人声
鼎沸。令我惊讶的是，这里成对
男女跳的不是常见的广场舞，而
是交谊舞。

回到家中，侄女翻出影
集。一张张发黄的老照片，勾
起了我们对往事的回忆，也打
开了大哥记忆的闸门……这几
年虽时常见面，但我从未见过
大哥像那晚那样，说了那么多
话，从童年的武汉生活，到回
村劳动；从参加工作，到下岗
开饭馆；从与大嫂相识结婚，
到几十年的相亲相爱，儿女成
长……直到凌晨两点躺到床
上，已经 64 岁的他，仍兴奋得
像个孩子。

随后的几天，回村探访老
宅，游览周边景点……大哥的心
情越来越好，脸上的笑容也越来
越多。尤其初四临别的时候，侄
媳也带孩子赶了回来。看到多
日未见的孙女，大哥更是开心地
笑了。我们一家也笑了。

返程的路上，一家三口聊
到“年味”时，我问到底什么是

“年味”？女儿率先抢答：“年味
就是一桌喷香的家宴，就是一
副火红的春联，就是……”一连
五六个排比。妻子补充道：“它
更是亲情的回归，家庭的团聚，
是深深的文化印记，浓浓的家
国情怀。”

文/图 本报记者范为民

陪大哥过年

腊月二十八，我和丈夫开车
匆匆从西安赶回甘肃定西通渭
的婆家。公婆年纪大了，因此年
货、新衣、春联我们都从西安购
置妥当，装了满满一后备厢。下
了高速从县城到镇上的途中，看
到街上人群熙攘地采买置办、张
灯结彩，感受到了扑面而来的浓
郁年味。

定西的年味有什么？贴春
联、挂年画、赶年集、办年货、蒸
年馍、舞龙狮、踩高跷、耍社火、
唱大戏……返程的路上，说起年
味，突然冲进脑海的是当地本家
男子逐家逐户上门跪拜祭祖的
习俗，这定格成为我对婆家春节
最浓烈的新年记忆。

回家已是傍晚，婆婆正在蒸
年馍、炸油馃子。听她说，这是

当地大部分人家农历腊月二十
八最具仪式感的年俗。麻花下
入油锅，翻腾至金黄，发面中调
制的黑糖和白糖，带给麻花不同
的颜色。而“花果果”，和麻花的
用料一样，只是在形状上做了变
化，它多用在大年三十，是祭祀
祖先的食品。因形状可爱，是孩
子们最喜欢的吃食。

大年初一早上6点半，我收
到了婆婆给的666元压岁钱，而
此时丈夫已打开院门和堂屋大
门，本家的年轻人已陆续前来拜
年。拜年的仪式特别简单，对公
婆道一声“大爸、大妈过年好”！
而后对着堂屋正桌上的祖先牌
位上香、下跪、祭拜。丈夫或公
公也跟着回礼。回礼完毕，丈夫
都会对我介绍，这是本家的某某

堂哥。大部分时候，前来跪拜的
人们只停留两三分钟，不吃水果
也不会留下喝茶、喝酒，因为他
们还要去下一家跪拜。

丈夫说：“多少年来，本家男
子逐家逐户上门跪拜祭祖，从正
月初一一直要持续到初三。因
为爸年纪大，所以大多是他们先
来，等第二天我要挨家去还礼。
同时，初二开始去叔伯舅姨家，
是带着礼物举家去拜年的。每
年长辈们都说要免了逐家逐户
上门跪拜祭祖的习俗，但每年小
辈们依旧坚持。这种仪式既是
旧俗，更是年轻人难得回来，要
挨家挨户走动一下，让老人家都
见见面，都高兴高兴。它既是年
味，更是一份朴实的、不必言说
的孝心。” 本报记者李佳

在西府人眼里，讲究正月初五
前女婿给岳父、外甥侄子给舅舅姨
姑拜年，初六之后则轮到舅舅给外
甥送灯笼。而每年每家仅完成“拜
年、送灯笼”这一个“回合”的仪式，
通常需要七八天。然而今年，这一
复杂的仪式感在悄然改变。

90 后小伙魏龙对此感受最
深。他告诉记者，自己有3个舅，两
个住在农村老家，一个住在凤翔县
城，每年给舅拜年，都需要分两趟
去，通常要花两天时间。另外还有
一个姑和一个姨，给姨拜年需要一
天，给姑姑家的小孩送灯笼需要一
天，春节6天假期4天都已经没了。
而在此期间，家里还必须抽出至少两
天来招待亲戚，一天招待爸爸的亲
友，一天留给舅舅和姨过来送灯笼。

上了班，假期少了，他开始觉
得这样过节有些“累”。于是，今年

他跟舅舅们建议，将这种你来我往
的仪式“简化”一下，大家轮流做
东，每年就在一家人的家里聚一
次。让他没想到的是，提议得到所
有人一致赞同。今年，一家人就在
他的小舅家聚了一次。

魏龙的小舅称，拜年是西府年
俗活动中必不可少的一项，亲友之
间彼此看望问候，表达祝福，凝聚
着血脉亲情。春节期间送的一个
灯笼，更是甥舅之间的情意传达。
但这种情感，不应该非得靠仪式来
体现。

正月初三，记者到凤翔县城的
一处灯笼集上走访，这一改变在此
处也有所体现。不少前来买灯笼
的人都称，今年把拜年和送灯笼合
并在一起进行，“提前把灯笼买好，
外甥来拜年就让捎回去，省事。”

文/图首席记者张晴悦

作为一座有着2200多年历史
的“千年商都”，广州更是“千年花
城”——一年四季繁花似锦，每年
一度的传统迎春花市，更是中国独
一无二的民俗文化景观。

和北方的寒冬大雪纷飞不
同，春节 28℃的广州街头姹紫嫣
红，鲜花围城，年味十足。越来越
多的人选择趁着假期，接家人来
南方感受艳阳天，感受“花开闹新
春”的广州年。

大年初一，记者来到广州市
中心的白云山，这里集合了烟台
花园30万株郁金香花海和桃花涧
5.5 万平方米桃花花海。记者看
到，三色堇、天竺葵、金鱼草等 20
多种当季花材，铺泻在沿道花带

中，整个园区五彩缤纷，大量广州
市民和游客漫步花海中，气氛热
烈。一年一度的花市，既有老广
州的市井气息，也充满浓浓的仪
式感，会让人心安、喜悦，并对未
来充满希冀。

今年春节期间，在广州以花为
主轴开展的节庆活动多种多样，不
止于传统的“逛花街”，更有一系列
民俗表演、花展灯会、广府庙会等
迎春花市活动，吸引了大量游客。

除了白天逛花市，在从化天适
樱花悠乐园，最为亮眼的，是今年第
一次举办的夜樱灯光节。每当夜幕
降临之时，园区亮起璀璨灯光，夜色
花海更别有韵味。

文/图本报记者宋雨

年味是孝心

到花城看花

拜年的变化

大年初一晚上的夏县莲湖公园张灯结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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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新春走基层 东西南北品年味

我印象中上次回老家过年，
大约还是1985年。此后虽回去
过多次，但再未在老家过年。

“今年过年，咱们回老家陪
陪大哥吧。”腊月的一天，妻子的
一句话，提醒了我。

大哥比我大 15岁，从小过
继给了在部队工作的二伯，在武
汉生活10年，后因部队政策，全
家迁回原籍，便一直生活在山西
夏县老家。今年，是大嫂去世后
的第一个春节。去年5月，她在
与肺癌抗争半年之后，带着对可
爱的孙女和这个家的恋恋不舍，
离开人世。正奋战在北京至雄
安新区高铁工地上的侄子，为赶
工期，今年春节一天假都不休。
侄媳又有事带着孩子回了娘家，
今年过年，家里就剩大哥和侄女
两个人了。

说走就走。提前备好各样
年货，初一一大早，一家三口驾
车出发。

记忆中，老家的年味，是每
家每户招待亲朋客人，炸得酥脆
不一的麻糖（麻花）；是大嫂边拉
风箱边用红薯面炸的焦黄香甜
的软饺饺；是正月十三到十五连
续3天的“热闹”（各村队的锣鼓
旱船社火表演）。如今，大嫂不
在了，老家的年味也渐渐淡出了
我的记忆……

“哎呀，这里的年味，跟西安
也有一拼啊。”一下高速，第一次
回老家过年的女儿，就发出感
叹。可不是嘛，从高速出口到县
城，沿途10余公里，宽阔的道路
两侧，树上、灯杆上都挂上了彩
灯和大红灯笼；县城四个方向路
口，都竖起了上书“华夏第一都”
的高大彩门……

“走到哪了？下高速了吗？”
一路上，大哥为我掐着时间，提
前三四十分钟就下楼守在小区
门口；一进家门，曾开过饭馆的
他亲自下厨，张罗了一桌好饭；

晚上，又带着我们上街赏景散
步。五光十色的彩灯、灯笼、彩
门，将县城装扮得流光溢彩、火
树银花。商场内人头攒动，买卖
兴隆；街道上车流涌动，川流不
息；夜市摊前情侣扎堆，你侬我
侬；公园广场也热闹非凡，人声
鼎沸。令我惊讶的是，这里成对
男女跳的不是常见的广场舞，而
是交谊舞。

回到家中，侄女翻出影
集。一张张发黄的老照片，勾
起了我们对往事的回忆，也打
开了大哥记忆的闸门……这几
年虽时常见面，但我从未见过
大哥像那晚那样，说了那么多
话，从童年的武汉生活，到回
村劳动；从参加工作，到下岗
开饭馆；从与大嫂相识结婚，
到几十年的相亲相爱，儿女成
长……直到凌晨两点躺到床
上，已经 64 岁的他，仍兴奋得
像个孩子。

随后的几天，回村探访老
宅，游览周边景点……大哥的心
情越来越好，脸上的笑容也越来
越多。尤其初四临别的时候，侄
媳也带孩子赶了回来。看到多
日未见的孙女，大哥更是开心地
笑了。我们一家也笑了。

返程的路上，一家三口聊
到“年味”时，我问到底什么是

“年味”？女儿率先抢答：“年味
就是一桌喷香的家宴，就是一
副火红的春联，就是……”一连
五六个排比。妻子补充道：“它
更是亲情的回归，家庭的团聚，
是深深的文化印记，浓浓的家
国情怀。”

文/图 本报记者范为民

陪大哥过年

腊月二十八，我和丈夫开车
匆匆从西安赶回甘肃定西通渭
的婆家。公婆年纪大了，因此年
货、新衣、春联我们都从西安购
置妥当，装了满满一后备厢。下
了高速从县城到镇上的途中，看
到街上人群熙攘地采买置办、张
灯结彩，感受到了扑面而来的浓
郁年味。

定西的年味有什么？贴春
联、挂年画、赶年集、办年货、蒸
年馍、舞龙狮、踩高跷、耍社火、
唱大戏……返程的路上，说起年
味，突然冲进脑海的是当地本家
男子逐家逐户上门跪拜祭祖的
习俗，这定格成为我对婆家春节
最浓烈的新年记忆。

回家已是傍晚，婆婆正在蒸
年馍、炸油馃子。听她说，这是

当地大部分人家农历腊月二十
八最具仪式感的年俗。麻花下
入油锅，翻腾至金黄，发面中调
制的黑糖和白糖，带给麻花不同
的颜色。而“花果果”，和麻花的
用料一样，只是在形状上做了变
化，它多用在大年三十，是祭祀
祖先的食品。因形状可爱，是孩
子们最喜欢的吃食。

大年初一早上6点半，我收
到了婆婆给的666元压岁钱，而
此时丈夫已打开院门和堂屋大
门，本家的年轻人已陆续前来拜
年。拜年的仪式特别简单，对公
婆道一声“大爸、大妈过年好”！
而后对着堂屋正桌上的祖先牌
位上香、下跪、祭拜。丈夫或公
公也跟着回礼。回礼完毕，丈夫
都会对我介绍，这是本家的某某

堂哥。大部分时候，前来跪拜的
人们只停留两三分钟，不吃水果
也不会留下喝茶、喝酒，因为他
们还要去下一家跪拜。

丈夫说：“多少年来，本家男
子逐家逐户上门跪拜祭祖，从正
月初一一直要持续到初三。因
为爸年纪大，所以大多是他们先
来，等第二天我要挨家去还礼。
同时，初二开始去叔伯舅姨家，
是带着礼物举家去拜年的。每
年长辈们都说要免了逐家逐户
上门跪拜祭祖的习俗，但每年小
辈们依旧坚持。这种仪式既是
旧俗，更是年轻人难得回来，要
挨家挨户走动一下，让老人家都
见见面，都高兴高兴。它既是年
味，更是一份朴实的、不必言说
的孝心。” 本报记者李佳

在西府人眼里，讲究正月初五
前女婿给岳父、外甥侄子给舅舅姨
姑拜年，初六之后则轮到舅舅给外
甥送灯笼。而每年每家仅完成“拜
年、送灯笼”这一个“回合”的仪式，
通常需要七八天。然而今年，这一
复杂的仪式感在悄然改变。

90 后小伙魏龙对此感受最
深。他告诉记者，自己有3个舅，两
个住在农村老家，一个住在凤翔县
城，每年给舅拜年，都需要分两趟
去，通常要花两天时间。另外还有
一个姑和一个姨，给姨拜年需要一
天，给姑姑家的小孩送灯笼需要一
天，春节6天假期4天都已经没了。
而在此期间，家里还必须抽出至少两
天来招待亲戚，一天招待爸爸的亲
友，一天留给舅舅和姨过来送灯笼。

上了班，假期少了，他开始觉
得这样过节有些“累”。于是，今年

他跟舅舅们建议，将这种你来我往
的仪式“简化”一下，大家轮流做
东，每年就在一家人的家里聚一
次。让他没想到的是，提议得到所
有人一致赞同。今年，一家人就在
他的小舅家聚了一次。

魏龙的小舅称，拜年是西府年
俗活动中必不可少的一项，亲友之
间彼此看望问候，表达祝福，凝聚
着血脉亲情。春节期间送的一个
灯笼，更是甥舅之间的情意传达。
但这种情感，不应该非得靠仪式来
体现。

正月初三，记者到凤翔县城的
一处灯笼集上走访，这一改变在此
处也有所体现。不少前来买灯笼
的人都称，今年把拜年和送灯笼合
并在一起进行，“提前把灯笼买好，
外甥来拜年就让捎回去，省事。”

文/图首席记者张晴悦

作为一座有着2200多年历史
的“千年商都”，广州更是“千年花
城”——一年四季繁花似锦，每年
一度的传统迎春花市，更是中国独
一无二的民俗文化景观。

和北方的寒冬大雪纷飞不
同，春节 28℃的广州街头姹紫嫣
红，鲜花围城，年味十足。越来越
多的人选择趁着假期，接家人来
南方感受艳阳天，感受“花开闹新
春”的广州年。

大年初一，记者来到广州市
中心的白云山，这里集合了烟台
花园30万株郁金香花海和桃花涧
5.5 万平方米桃花花海。记者看
到，三色堇、天竺葵、金鱼草等 20
多种当季花材，铺泻在沿道花带

中，整个园区五彩缤纷，大量广州
市民和游客漫步花海中，气氛热
烈。一年一度的花市，既有老广
州的市井气息，也充满浓浓的仪
式感，会让人心安、喜悦，并对未
来充满希冀。

今年春节期间，在广州以花为
主轴开展的节庆活动多种多样，不
止于传统的“逛花街”，更有一系列
民俗表演、花展灯会、广府庙会等
迎春花市活动，吸引了大量游客。

除了白天逛花市，在从化天适
樱花悠乐园，最为亮眼的，是今年第
一次举办的夜樱灯光节。每当夜幕
降临之时，园区亮起璀璨灯光，夜色
花海更别有韵味。

文/图本报记者宋雨

年味是孝心

到花城看花

拜年的变化

大年初一晚上的夏县莲湖公园张灯结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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