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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杨凌讯（孙建恒尚遥
记者薛保华）近日，揉谷镇权家
寨村村委会广场，1000多人聚集
在一起，由村民自编自导自演，
一场接地气、贴人心、生活化的
乡村春节联欢晚会，让猪年春节
充满了浓浓的暖暖的年味。

乡村美，幸福年。除夕之
夜，一家人吃着年夜饭看中央
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是不少
中国家庭过年的传统。如今在
杨凌，村民们不仅看春晚还要

演春晚，老百姓自编自导自演
“村晚”为春节增添了喜庆祥和
的节日气氛。这些节目朴实，
具有浓郁的乡土气息，更有新
年的味道。歌曲、舞蹈、小品、
秦腔轮番登场，节目通俗风
趣。亲切的乡音唱出了心中喜
悦，欢快的舞蹈跳出了美好向
往，每一个节目表演完毕，熙熙
攘攘的人群中都会爆发出热烈
地掌声。

“其实大伙很愿意参与集体

活动、上台展示自己，乡村春晚
提供了这个机会。”一位村民说，
以前缺少文化娱乐活动，过年村
里冷冷清清，许多人便奔向酒桌
和麻将桌，而乡村春晚给人们搭
建了展示文艺才能的舞台，男女
老少唱歌跳舞，年味一下子变浓
了。村党支部书记潘建辉说，通
过村办春晚，丰富春节群众文化
生活，用健康有益文化占领农村
文化主阵地，弘扬正能量，推动
乡村文明建设。

正月初一一大早，震天的锣
鼓声夹杂着噼里啪啦的鞭炮声，
从村子的西边传了过来，将许多
还没有起床的人吵醒。

在董家村村头的丁字路口，
二十几位群众围成一个圈，欢快
地敲打面前的锣鼓，震耳欲聋的
锣鼓声响彻整个村庄。平日田
间地头的庄稼汉，忽然好像变了
一个人似的，粗糙的双手瞬间变
得灵巧起来，挥舞着的鼓槌，犹
如农忙时在庄稼地里把持的镢
头，每一次敲击，都是那么的刚
劲有力。

虎虎生威的鼓点声响起不
久，四周便围拢了好多街坊邻
居。小孩骑在大人的脖子上，
一手揪着大人的头发，一手吃
着肉包子，包子馅沾满了冻得
红彤彤的脸蛋。年轻的媳妇一
边往脸蛋上抹粉，一边眼瞅着
正在敲鼓的老公。看到高兴
处，还不时呲牙大笑，在她眼
里，现在老公抡起鼓槌的样子，
比在夏收扬场时更帅。村东头
年过七旬的张大爷，听见锣鼓
声后，甩开孙子搀扶的手，一路

小跑地挤到了人群前面蹲了下
来，从棉袄里拿出烟锅，边吸边
用手跟着鼓点声打起节拍……
在一片欢声笑语中，大家以不
同的方式尽情地宣泄着内心的
愉悦，整个村子由于锣鼓声的
响起，年味也变得更浓,村民心
情也变得更好。

距离上次村子在过年时敲
锣打鼓有多少年，似乎没有一个
人能说的清楚。对门的大伯说，
至少有十多年了吧。“上一次村
子在过年时打鼓，你哥还没有结
婚，现在娃都上初中了。”

在关中一带的农村，过年
不敲锣打鼓，就好像过年不给
大人吃肉，不给小孩发压岁钱
一样无趣。我的家乡位于武功
县南面，是一个有着 2000余人
的普通农村。虽然不时有村民
提起，在过年时村子也敲锣打
鼓热闹一下，但一算组建起一
个锣鼓队的花费至少也得近万
元，村领导看着预算，头摇得跟
拨浪鼓一样。“没钱呀，组建一
个锣鼓队，几头猪就算是白养
了，村子承担不起。”

每到过年，邻村的义乐寺、
史家等村子，只要一响起锣鼓
声，街坊邻居便只有眼红的份。
别人村子敲锣打鼓过新年，而我
们村子村民听着人家的鼓声打
麻将已经是多年的习俗。村子
能有自己的锣鼓队，过年时能走
街串巷热闹一番，成为众多村民
的一个梦想。

多年来，受农村传统思维的
影响，村民过着日出而耕、日落
而息的生活。街坊邻居起早贪
黑的在地里劳作，看起来非常的
辛苦，但汗水却没有换来幸福的
日子，村民们日子普遍过的紧巴
巴，组建自己的锣鼓队始终只停
留在梦想当中。

“现在日子好多了，一年不
算外出打工赚的钱，仅是卖猕猴
桃一家一年就能收入几万元。”
和我年龄相仿的一位堂哥说，猕
猴桃已经成为村民增收致富的
有效途径。

据了解，近年来，我的家乡
武功县普集镇董家村全村近500
户村民，有多半街坊邻居都种植
了猕猴桃，成为远近闻名的猕猴
桃生产基地。良好的生态环境
造就了诱人的品质，憨厚的父老
乡亲铸就淳朴的品行。猕猴桃
挂果以来，质优价廉，童叟无欺，
深受省内外客商的青睐，2017年
成功入选第七批全国一村一品
示范村镇。

大伙白天都忙农活或者
置办年货，晚上吃完饭，就聚
在一起学习敲锣打鼓，没有工
资，但干劲比在庄稼地干活还
卖力。“据说，村子还要准备置
办一些锣鼓，把锣鼓队队伍再
扩大一下，让邻村的也眼馋一
下我们村。”父亲一边说，一边
端起茶杯，鞋都来不及穿好，
急忙追赶已经走街串巷的锣
鼓队去了。

文/图本报记者董毅

村里响起锣鼓声

2018年 10月，陈育国一家住
进了大寨街道办卜村社区，在今年
过年期间，与家人一起度过了新家
的第一个春节。近日，记者来到陈
育国家中看到，阳光透过落地窗
斜洒在客厅地面上，两室一厅的
房子里家具齐全，老伴正在给孙
子冲着奶粉，屋里欢声笑语、暖意
浓浓。

今年 62岁的陈育国，在过去
的一年里，一家人用勤劳的双手
拼出了这个新房子。“从来没想过
这辈子还能住进这么漂亮的房
子，2018 年初发的钥匙，经过装
修，当年搬进新家。”陈育国告诉
记者，他们一家 10口人大大小小
分了 6套房，领到了搬迁奖励金，
装修时还把暖气片改成了地暖，
现在与老伴、母亲在一起住着，儿
子就在对面，照看也很方便。“现
在就像是生活在城里一样，一家
人觉得非常幸福。”回想起以前住
在农村的时候，陈育国感慨道：“插
上电褥子，盖了厚被子，早上起来
整个人身上虽然暖和，脸上却十分
冰凉，想洗个脸还要专门烧热水，
很不方便。尽管现在农村也越建
越漂亮，但取暖、购物、出行还是和

城里不能比。社区就不一样了，统
一的电动车充电区域、宽敞的活动
中心、干净整齐的硬化道路、安全
舒心的人居环境。”

大寨街道办副主任刘宝森是
看着小区搬迁户一家一家搬进来
的，让他感触最深的是，随着小区
环境的改变和居民素质的提高，很
多群众开始从以前不愿意进楼，变
得主动配合、理解搬迁工作，也乐
意搬进小区。他说：“征地拆迁不
仅是为杨凌的发展，最终的落脚点
是要群众在发展中安居乐业，让他
们定有所居、居有所乐。全社区共
有 1916套房子，目前已经安置房
屋1619套，寨西、西卜、东卜等周边
1300余户群众已经入住，让农村人
实现了当个‘城里人’的梦想。”采
访中，卜村社区主任陈永刚说道，
2019年，社区还将对家宴中心进行
改造，为群众办事免费提供场所，
进一步增加小区绿化面积，提升花
草层次感，提高整体环境，同时再
为小孩提供娱乐场所，发挥“志愿
者+村文化特色”，丰富安置群众的
精神文化生活，增强他们的归属
感、幸福感和获得感。

孙建恒行波本报记者薛保华

搬进新家过大年

在春节这个万家团聚、其乐融
融的喜庆日子里，有这么一个特殊
群体——戒毒人员。他们失去自
由，渴盼亲情，渴盼关爱，“每逢佳
节倍思亲”是他们内心的真实
写照。

这个春节，戒毒所的民警们、
戒毒人员又是怎么度过的呢？

镜头一：大年初一升国旗

2月5日，正月初一，早上8点，
省眉县强制隔离戒毒所举行了庄
严的升国旗仪式，让全体戒毒人员
接受新年的第一堂爱国主义教
育课。

活动结束后，一名戒毒人员深
有感触地说：“昨晚收看了春节联
欢晚会，感受到了祖国的日益强大
和人民生活的幸福美好，而我却拖
了后腿，心里很愧疚。我相信，只
要彻底戒掉毒瘾，做一名守法公
民，幸福生活一样在等着我们。”

镜头二：奖励探视回家

2月 3日，大年二十九。省渭
南强制隔离戒毒所5名享受奖励性
探视的戒毒人员，踏上了回家过年
的路。

当听到可以回家过年的消息，
四大队戒毒人员秦某心情久久不
能平静。带着忐忑，他递上了探视
申请，几天的焦急等待，所里批准
了他的申请。

秦某迈入家门，瞬间跪倒在
母亲面前，“妈，儿错了！”一句忏
悔，全家相拥而泣。当得知母亲
不小心摔断了腿骨，秦某很难受，
惭愧、内疚、悔恨一时间涌上心
头。回家的几天时间，秦某始终
陪伴着父母，和妻子一道做饭，和
儿子聊天，一家人享受着难得的
团聚。

2月8日12时前，离所探视的
5名戒毒人员顺利回所，尿检全部
正常。

镜头三：“中国风”才艺大比拼

正月初三下午，省汉中强制隔
离戒毒所戒毒人员管理区里不时
传出歌声、笑声和热烈的掌声。原
来，戒毒所举办了一场精彩纷呈的

“中国风”才艺比赛。
陕北籍戒毒人员王某用原生

态唱法演唱的民歌《赶牲灵》，戒毒
人员张某演唱的黄梅戏《女驸马》，
唱腔淳朴流畅，表现力丰富，曾在
陕西省青歌大赛中取得优异成绩
的戒毒人员徐某一张口，扎实的唱
功就赢得了大家的喝彩声；身兼主
持人的戒毒人员王某多才多艺，除
了调动现场气氛，他还表演了脱口
秀节目《谈恋爱》，惹得在场人员捧
腹大笑。

民警们也纷纷展示才艺，与戒
毒人员齐声歌唱，共度佳节。

本报记者石喻涵

镜头里的别样春节

锣鼓声响彻整个村庄

“乡村春晚”年味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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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杨凌讯（孙建恒尚遥
记者薛保华）近日，揉谷镇权家
寨村村委会广场，1000多人聚集
在一起，由村民自编自导自演，
一场接地气、贴人心、生活化的
乡村春节联欢晚会，让猪年春节
充满了浓浓的暖暖的年味。

乡村美，幸福年。除夕之
夜，一家人吃着年夜饭看中央
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是不少
中国家庭过年的传统。如今在
杨凌，村民们不仅看春晚还要

演春晚，老百姓自编自导自演
“村晚”为春节增添了喜庆祥和
的节日气氛。这些节目朴实，
具有浓郁的乡土气息，更有新
年的味道。歌曲、舞蹈、小品、
秦腔轮番登场，节目通俗风
趣。亲切的乡音唱出了心中喜
悦，欢快的舞蹈跳出了美好向
往，每一个节目表演完毕，熙熙
攘攘的人群中都会爆发出热烈
地掌声。

“其实大伙很愿意参与集体

活动、上台展示自己，乡村春晚
提供了这个机会。”一位村民说，
以前缺少文化娱乐活动，过年村
里冷冷清清，许多人便奔向酒桌
和麻将桌，而乡村春晚给人们搭
建了展示文艺才能的舞台，男女
老少唱歌跳舞，年味一下子变浓
了。村党支部书记潘建辉说，通
过村办春晚，丰富春节群众文化
生活，用健康有益文化占领农村
文化主阵地，弘扬正能量，推动
乡村文明建设。

正月初一一大早，震天的锣
鼓声夹杂着噼里啪啦的鞭炮声，
从村子的西边传了过来，将许多
还没有起床的人吵醒。

在董家村村头的丁字路口，
二十几位群众围成一个圈，欢快
地敲打面前的锣鼓，震耳欲聋的
锣鼓声响彻整个村庄。平日田
间地头的庄稼汉，忽然好像变了
一个人似的，粗糙的双手瞬间变
得灵巧起来，挥舞着的鼓槌，犹
如农忙时在庄稼地里把持的镢
头，每一次敲击，都是那么的刚
劲有力。

虎虎生威的鼓点声响起不
久，四周便围拢了好多街坊邻
居。小孩骑在大人的脖子上，
一手揪着大人的头发，一手吃
着肉包子，包子馅沾满了冻得
红彤彤的脸蛋。年轻的媳妇一
边往脸蛋上抹粉，一边眼瞅着
正在敲鼓的老公。看到高兴
处，还不时呲牙大笑，在她眼
里，现在老公抡起鼓槌的样子，
比在夏收扬场时更帅。村东头
年过七旬的张大爷，听见锣鼓
声后，甩开孙子搀扶的手，一路

小跑地挤到了人群前面蹲了下
来，从棉袄里拿出烟锅，边吸边
用手跟着鼓点声打起节拍……
在一片欢声笑语中，大家以不
同的方式尽情地宣泄着内心的
愉悦，整个村子由于锣鼓声的
响起，年味也变得更浓,村民心
情也变得更好。

距离上次村子在过年时敲
锣打鼓有多少年，似乎没有一个
人能说的清楚。对门的大伯说，
至少有十多年了吧。“上一次村
子在过年时打鼓，你哥还没有结
婚，现在娃都上初中了。”

在关中一带的农村，过年
不敲锣打鼓，就好像过年不给
大人吃肉，不给小孩发压岁钱
一样无趣。我的家乡位于武功
县南面，是一个有着 2000余人
的普通农村。虽然不时有村民
提起，在过年时村子也敲锣打
鼓热闹一下，但一算组建起一
个锣鼓队的花费至少也得近万
元，村领导看着预算，头摇得跟
拨浪鼓一样。“没钱呀，组建一
个锣鼓队，几头猪就算是白养
了，村子承担不起。”

每到过年，邻村的义乐寺、
史家等村子，只要一响起锣鼓
声，街坊邻居便只有眼红的份。
别人村子敲锣打鼓过新年，而我
们村子村民听着人家的鼓声打
麻将已经是多年的习俗。村子
能有自己的锣鼓队，过年时能走
街串巷热闹一番，成为众多村民
的一个梦想。

多年来，受农村传统思维的
影响，村民过着日出而耕、日落
而息的生活。街坊邻居起早贪
黑的在地里劳作，看起来非常的
辛苦，但汗水却没有换来幸福的
日子，村民们日子普遍过的紧巴
巴，组建自己的锣鼓队始终只停
留在梦想当中。

“现在日子好多了，一年不
算外出打工赚的钱，仅是卖猕猴
桃一家一年就能收入几万元。”
和我年龄相仿的一位堂哥说，猕
猴桃已经成为村民增收致富的
有效途径。

据了解，近年来，我的家乡
武功县普集镇董家村全村近500
户村民，有多半街坊邻居都种植
了猕猴桃，成为远近闻名的猕猴
桃生产基地。良好的生态环境
造就了诱人的品质，憨厚的父老
乡亲铸就淳朴的品行。猕猴桃
挂果以来，质优价廉，童叟无欺，
深受省内外客商的青睐，2017年
成功入选第七批全国一村一品
示范村镇。

大伙白天都忙农活或者
置办年货，晚上吃完饭，就聚
在一起学习敲锣打鼓，没有工
资，但干劲比在庄稼地干活还
卖力。“据说，村子还要准备置
办一些锣鼓，把锣鼓队队伍再
扩大一下，让邻村的也眼馋一
下我们村。”父亲一边说，一边
端起茶杯，鞋都来不及穿好，
急忙追赶已经走街串巷的锣
鼓队去了。

文/图本报记者董毅

村里响起锣鼓声

2018年 10月，陈育国一家住
进了大寨街道办卜村社区，在今年
过年期间，与家人一起度过了新家
的第一个春节。近日，记者来到陈
育国家中看到，阳光透过落地窗
斜洒在客厅地面上，两室一厅的
房子里家具齐全，老伴正在给孙
子冲着奶粉，屋里欢声笑语、暖意
浓浓。

今年 62岁的陈育国，在过去
的一年里，一家人用勤劳的双手
拼出了这个新房子。“从来没想过
这辈子还能住进这么漂亮的房
子，2018 年初发的钥匙，经过装
修，当年搬进新家。”陈育国告诉
记者，他们一家 10口人大大小小
分了 6套房，领到了搬迁奖励金，
装修时还把暖气片改成了地暖，
现在与老伴、母亲在一起住着，儿
子就在对面，照看也很方便。“现
在就像是生活在城里一样，一家
人觉得非常幸福。”回想起以前住
在农村的时候，陈育国感慨道：“插
上电褥子，盖了厚被子，早上起来
整个人身上虽然暖和，脸上却十分
冰凉，想洗个脸还要专门烧热水，
很不方便。尽管现在农村也越建
越漂亮，但取暖、购物、出行还是和

城里不能比。社区就不一样了，统
一的电动车充电区域、宽敞的活动
中心、干净整齐的硬化道路、安全
舒心的人居环境。”

大寨街道办副主任刘宝森是
看着小区搬迁户一家一家搬进来
的，让他感触最深的是，随着小区
环境的改变和居民素质的提高，很
多群众开始从以前不愿意进楼，变
得主动配合、理解搬迁工作，也乐
意搬进小区。他说：“征地拆迁不
仅是为杨凌的发展，最终的落脚点
是要群众在发展中安居乐业，让他
们定有所居、居有所乐。全社区共
有 1916套房子，目前已经安置房
屋1619套，寨西、西卜、东卜等周边
1300余户群众已经入住，让农村人
实现了当个‘城里人’的梦想。”采
访中，卜村社区主任陈永刚说道，
2019年，社区还将对家宴中心进行
改造，为群众办事免费提供场所，
进一步增加小区绿化面积，提升花
草层次感，提高整体环境，同时再
为小孩提供娱乐场所，发挥“志愿
者+村文化特色”，丰富安置群众的
精神文化生活，增强他们的归属
感、幸福感和获得感。

孙建恒行波本报记者薛保华

搬进新家过大年

在春节这个万家团聚、其乐融
融的喜庆日子里，有这么一个特殊
群体——戒毒人员。他们失去自
由，渴盼亲情，渴盼关爱，“每逢佳
节倍思亲”是他们内心的真实
写照。

这个春节，戒毒所的民警们、
戒毒人员又是怎么度过的呢？

镜头一：大年初一升国旗

2月5日，正月初一，早上8点，
省眉县强制隔离戒毒所举行了庄
严的升国旗仪式，让全体戒毒人员
接受新年的第一堂爱国主义教
育课。

活动结束后，一名戒毒人员深
有感触地说：“昨晚收看了春节联
欢晚会，感受到了祖国的日益强大
和人民生活的幸福美好，而我却拖
了后腿，心里很愧疚。我相信，只
要彻底戒掉毒瘾，做一名守法公
民，幸福生活一样在等着我们。”

镜头二：奖励探视回家

2月 3日，大年二十九。省渭
南强制隔离戒毒所5名享受奖励性
探视的戒毒人员，踏上了回家过年
的路。

当听到可以回家过年的消息，
四大队戒毒人员秦某心情久久不
能平静。带着忐忑，他递上了探视
申请，几天的焦急等待，所里批准
了他的申请。

秦某迈入家门，瞬间跪倒在
母亲面前，“妈，儿错了！”一句忏
悔，全家相拥而泣。当得知母亲
不小心摔断了腿骨，秦某很难受，
惭愧、内疚、悔恨一时间涌上心
头。回家的几天时间，秦某始终
陪伴着父母，和妻子一道做饭，和
儿子聊天，一家人享受着难得的
团聚。

2月8日12时前，离所探视的
5名戒毒人员顺利回所，尿检全部
正常。

镜头三：“中国风”才艺大比拼

正月初三下午，省汉中强制隔
离戒毒所戒毒人员管理区里不时
传出歌声、笑声和热烈的掌声。原
来，戒毒所举办了一场精彩纷呈的

“中国风”才艺比赛。
陕北籍戒毒人员王某用原生

态唱法演唱的民歌《赶牲灵》，戒毒
人员张某演唱的黄梅戏《女驸马》，
唱腔淳朴流畅，表现力丰富，曾在
陕西省青歌大赛中取得优异成绩
的戒毒人员徐某一张口，扎实的唱
功就赢得了大家的喝彩声；身兼主
持人的戒毒人员王某多才多艺，除
了调动现场气氛，他还表演了脱口
秀节目《谈恋爱》，惹得在场人员捧
腹大笑。

民警们也纷纷展示才艺，与戒
毒人员齐声歌唱，共度佳节。

本报记者石喻涵

镜头里的别样春节

锣鼓声响彻整个村庄

“乡村春晚”年味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