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距离年三十还有好几天，母亲的几通
电话总会把话题绕到什么时候回家上来，
在电话里，听着母亲细数着准备的年货和
提前做的年夜饭“硬菜”（酥鸡、丸子、红烧
肉），总会感受到越来越浓郁的年味和越来
越近的年关。儿时，最喜欢过年，因为过年
不光有新衣服穿有压岁钱花，还能吃到父
母亲手做的年夜饭，没有多么丰盛，但却香
甜可口，每年年三十吃团圆饭是我们家打
我记事起的传统。己亥春节，由于工作原
因，我成了家里团圆饭的缺席人员。

正月初一，带着思乡情结和记忆中的年
味，我携妻带女踏上了回家的路程。故乡榆
林市子洲县马蹄沟镇吴家沟村，一个算不上
贫瘠，却因大量青壮年外出务工而徒生荒凉
的地方，虽然因春节增添了许多烟火气息，但
还是有空巢老人和留守儿童独自过年的现
象。小村距我上班的地方锦界有200多公里
远，在两个多小时的回家路上，四岁的女儿一个劲问我，爸爸何
时到家？妻子一直帮我解答，快了……

临近家门，远远地望见了站在硷畔上守望的母亲，依旧
是熟悉的家门，依旧是亲切的问候。到家后两个哥哥帮忙
提东西，三个侄子侄女翘首以盼三爸给他们带回来的好吃
的，拉着四岁的女儿去一边分享食物。刚进家门坐上桌子，
父亲便端上了热腾腾的饺子，两个嫂子帮忙拿碟端碗，香气
弥漫的饺子和家人的热情化解了我缺席年夜饭的愧疚心理。

和父母亲的攀谈中，知道了去年家乡的变化：乘着新农
村建设的东风，村里先辈们用脚走出来的土路，成为了平整
的水泥路；道路两旁的荒草被太阳能路灯取代，改变了村里
天黑摸路走的习惯；随着宽带网络进家门，人们天黑看电视
睡觉的习惯也有了延缓，关注国家大事的人渐渐多了起来；
先进的娱乐设施和村广场文化也替代了小赌怡情的情调；
大量的三农政策挽留住了不少进城务工的青年，缓解了“空
巢老人”和“留守儿童”的问题。总之，老家的生活正在渐渐
向着全面小康迈进。

吃过饺子，不见了母亲，只听见厨房传来了叮当声，还
有熟悉的香味弥漫，深吸一口气，依旧是年的滋味。傍晚，
父亲燃放了年三十存留的花炮，看着母亲亲手做的酥鸡、丸
子、红烧肉，父亲做的拿手碟子，有童年的菜色，也有新奇的
特色，但每一口饭菜里，都包含的是父母最真挚的爱。父亲
拿出了珍藏的美酒，喝团圆酒的时候，上小学的侄女说：“今
年的年过得真好，吃了两顿年夜饭。”童稚的话语却令我感
受到了更深的暖意。

高中毕业便离开了小镇村庄，而过年便成为我以及许
许多多像我一样在外漂泊的年轻人情系故土的纽带。每次
回家感受小镇村庄的年味，似乎也成为了弥补父母家人爱
的方式。年味里有家人、有团圆、有童年的记忆，有永远无
法割舍的牵挂。社会在变化，时代在变迁，生活在变好，记
忆中牵连故土的年味乡愁依旧没有改变。

返程时，带着父母准备的村里最上等的年货酥鸡、丸
子、红烧肉和提前在镇子上买的果馅、千层饼，看着依旧在
硷畔随着每次守望与送行而渐渐老去的父母，心中有种莫
名的沉重，手中拎着的东西也变得有了分量，像是带走了父
母的牵挂和整个小村的年味。 （神木煤化工公司）

排门子秧歌大拜年 神南产业发展公司 李瑞 摄

乡村社火 韩城矿业公司 徐醒民 摄

新年的饺子 孟村矿 贺延琴 摄

今年的春节，由于父母在东
北大连老家，我们子女全体回老
家过年。真的是父母在哪，哪就
是家。

从小年开始，我们家的儿女
辈、孙子辈就开始从天南地北、国
内国外陆续集结，十余人分了八
批，最后一拨是身为骨科医生的
弟弟，大年三十的下午才匆匆

“飞”回来，一家人终于团聚了。
乡下的年真的是过年，放眼

望去，家家房顶上插着鲜艳的五
星红旗，房檐下悬挂着大红灯笼，
门框上贴着红红的对联，大大小
小的“福”字站在屋门上、墙壁上、
门楣上，一片喜气洋洋。出来进
去的邻里高声打着招呼，连圈养
的鸡鸭鹅猪都在“放声高
歌”，看门狗更是伸长脖子不
停地欢叫着，迎接着客人。

大年三十年夜饭的准备
是最复杂的。首先要给列祖
列宗、灶王爷上贡，先焚香、
上贡碗，煮饺子的第一碗先
给老祖宗，然后奶奶指挥着孙子
辈，提着马灯到村口小庙点柱香，
放个“二踢脚”迎接各路神仙到
家。最后放鞭炮，才开始正式的
年夜饭。一家老少围坐在热乎乎
的炕上，吃着精心烹制的菜肴，看
着中央电视台的春节联欢晚会，
熬年守岁，欢聚酣饮，共享天伦之
乐。此时，最高兴的莫过于 80多
岁的奶奶了，只见她看看这个大
孙子，看看那个外孙女，布满皱纹
的脸上乐开了花。“多好，多好哦，
大孙子都从国外赶回来了，长高
了，长大了，你们都回来，我太高
兴了。现在农村条件也很好，政
策也好，让我们都能幸福生活。”
老奶奶激动地自说自话，灿烂的

笑容一直绽放着。
大年初一大清早，大门打开，

奶奶就吩咐孙子们去给街坊邻居
拜年。东北农村拜年是一家一户
地走，从村东头走到村西头，从南
头到北头，不拿什么礼品，身穿新
衣，脚踏新鞋，进门就说“过年
好”，然后上炕坐一会，家长里短
唠会嗑，就往下一家走。早上走
不完，中午回家吃完饭，下午继续
走访，几乎每人都要把全村各家
各户拜个遍，其乐融融。两个国
外留学回家过年的孙子，认真执
行着奶奶布置的任务，走街串巷
拜年问好！可他们毕竟是孩子，
在拜年的过程中拍段抖音上传网
上，只见两个身高 1.8 米的帅小

伙，穿着黑色大氅，拉风地走在乡
间小路上，突然两人步调一致地
甩开大氅，迈步跨上手扶拖拉机，
一个造型定格，让人捧腹大笑。
新时代的天之骄子，什么时候也
不会忘记炫青春呀。

大年初二，出嫁的姐姐回门
来，这可是个励志的女青年，养海
参、办砖厂，自立自强。为了响
应国家环保政策，她开始种树养
鸡，实现富裕奔小康的目标。我
很好奇，她怎么有那么大的动
力？她拉着我来到她的樱桃园。
哇，这也是农村？近 200 亩的范
围内，有十来座现代化的鸡棚，
有桃树、梨树等经济林木，还有
一个长约 100 多米的樱桃树大

棚，已经开出白色的小花朵，喜
盈盈地迎接着我们。只见她不停
地掐着花骨朵，我着急地喊：“你
怎么掐花骨朵，那不是不结果
了？”她笑笑说：“这是棵新树，才
发芽开花，就像年纪轻轻的孩
子，不敢一下子把它累垮了，要
慢慢地生长，一点点结果，切不
可操之过急，让它早早就凋谢
了。”我不由得伸出大拇指，“给你
点个赞。你看你也没有读多少
书，这种树养鸡都跟谁学的呢？”

“我们农村现在也与时俱进了，国
家给我们好政策，给我们补贴，让
我们因地制宜，就地取材，发展多
种经济，还给我们进行技术培训，
派技术员亲临辅导，我们还有

QQ群、微信群，在这里可以
提问题咨询，他们技术人员
也在关键时间节点来指导
我们剪枝、上肥、杀虫等等，
我们今天的农民也是现代
范儿的农民。”她自豪地说。

在这里，大年初三年就
算过完了，要送神回家，奶奶又开
始了新一轮的流程。忙忙碌碌
间，饺子包得有点晚了，奶奶一本
正经地说：“让神仙们都喝口水，
抽口烟，多唠会嗑，多交流交流，
吃完饺子再走吧。”我忍不住笑出
了声。奶奶说：“其实我也是借神
仙之名给你们说的，都是忙啊忙，
天南海北见不到人，就是近在咫
尺也是对着手机看呀看，都不能
歇歇嘛！”此时我再也笑不出来
了。是呀，凡人都说忙呀忙，可是
我们真的应该停一停，听一听父
母的心声，他们无所求，我们的快
乐就是他们的快乐啊！

常回家看看，回家看看……
（陕西美鑫公司）

万家团圆，举国欢庆，一年一度的春
节如期而至。在这个对于中国人来说最
重要的节日里，不管相隔千山万水，男女
老少总要从天涯海角各方赶来，只为阖
家团圆的那一刻。我也一样，大年三十
与爱人一道，回到了许久未回的大山里
的老家，感受难得的闲暇团聚时光，与此
同时，也亲眼目睹了时代变迁中乡村面
貌的“变”与“不变”。

变化一：路宽了，百姓的心路也宽了
路是经济发展中的“动脉血管”，离

上次回家相隔几月，但是眼前的景象却
让我颇感惊喜。以前的路，因为年久失
修不堪重负，早已坑坑洼洼，晴天一身
灰，雨天一身泥。如今赶上党的好政策，
崭新的沥青路直通每个村落，给村民们
最直接的获得感。路通了，村民们的思
想活了，腰包也鼓了起来，不再像以前靠
山吃山，中药材种植逐渐成规模，杜仲、
白术、黄芪等中药材，香菇、核桃、蜂蜜等
天然山货，大棚草莓……这几年的紧俏
货相继飞出大山，如今一条条村路连接
着外面的世界，南来北往，已然成为百姓
心中的致富之路、绿色之路和发展之路。
变化二：靓起来，美丽乡村的“颜值担当”

白墙青瓦，大红灯笼高高挂，炊烟袅
袅，小山村像一幅山水画，站在小院里我

忍不住对爱人感叹：“家里变化太大了，装了健身器材，
通了自来水，连垃圾都开始分类了。”原来美丽乡村建设
是乡村振兴战略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解决困扰农村
居民的难题——农村环境卫生差。无论房前屋后的垃
圾、河道的白色垃圾、公路沿线的垃圾杂草都在固定时
间进行集中清理、整治，建设垃圾中转站、村级垃圾亭，
学习垃圾分类处理方法，还在每家每户进行卫生评比，
督促大家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如今，走进老家的各个
村庄，以往村中“脏乱差”现象得到明显好转，村貌焕然
一新，乡亲们以实际行动描绘美丽乡村的新画卷。

不变一：除夕夜，农家小院年味浓
“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老家的年味

儿过了腊八节就慢慢浓郁了，在外的游子拎着大包小
包，风尘仆仆，抖落一身风雪回到家，等候多时的亲人早
已笑盈盈地站在村口，迎接他们的归来。养了一年的肥
猪，是时候享用了，这可是大伙的欢聚时刻，谈笑间，三
下五除二已经将杀猪菜摆上了桌，推杯换盏、谈心说笑，
慰藉一年的辛劳和期待来年的美好。大年二十九，该采
买的早已买完，家家户户扫庭除尘，煮腊汁肉、杀鸡准备
团年菜肴。贴对联、挂灯笼、祭祖先、放鞭炮，这些习俗
在年三十这天一样都不能少。整个节日里，家家户户张
灯结彩，男女老少穿戴一新，大家红光满面，喜气洋洋，
围在一起热热闹闹地吃年夜饭、看春晚，山村里欢笑声、
烟火声、祝福声一片沸腾，好一幅节日盛景，好一个吉祥
幸福中国年！

不变二：初心在，家人闲坐、灯火可亲
“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2018 年是改

革开放四十周年，40年风雨兼程里我们的过年方式发生
了许多变化，年夜饭从吃饱、吃好到吃健康；购物从粮票、
油票、超市到网购送货上门。可无论怎么变，年对于每个
人来说都是浓得化不开的温暖情谊，都是幸福团圆的真
实期许。在生活里我们总会跌跌撞撞，生活回报给我们
的亦有不尽如人意之处，但是只要一句“回家过年”，总能
让我们长舒一口气，忘记生活的不易，拉近彼此心与心的
距离，享受浓浓的中国式亲情，与万家灯火同贺中国年。

站在农历猪年的起点畅想，烟火已渐次绽放，辞旧
迎新，除去疲惫，我们感慨万千，又是一年，愿我们新的
一年不只是虚长一岁，我们都是追梦人。 （陕钢集团）

前两天看到公司转发的关于撰写《回乡见闻》的通知，
静下心来打算书写的时候，脑海中最先闪出的竟是《平凡
的世界》中路遥老师书写的“山依旧是往日的山，九层古塔
没高也没低。”也许是在铜川工作久了的原因吧。其实，细
细想来，我的家乡彬州市倒也可以套用这句，只不过需要
改改。那么便是，彬州的山依旧是往日的山，只是绿意覆
盖。彬州塔没高也没低，只是它的周边旧貌换新颜。2012
年开始实习参加工作，2018年底调回彬长，这几年春节期
间因为距离、跟值班的原因很少回家过年，今年春节算是
我在家里度过的最完整、时间最长的一个春节。也让我
不由感叹几年间这座县城改变得太多太快，于是今年过
年我干的最多的事情就是在走亲戚时打电话询问父母亲
戚家的地址，说的最多的就是：“爸，我迷路了！”

我是1994年生人，在彬州市水口镇出生成长。小时候
亲戚家大部分都是住窑洞，那时候春节走亲戚主要的交通
工具是自行车，一辆自行车驮着大包小包的行李，但是更
多的时候都是推着自行车步行。那时候塬上的路都是土
路，下雪了还好，虽说滑点但是却不泥泞，倒也好走，最怕
雪融化了之后，雪水混着泥土，再让赶路的人这么一踩，自
行车别说骑了，就算推着走，隔一会还得用树枝戳调挡泥
板中夹着的泥块，要不然寸步难行。那时候小，也贪玩，走
个亲戚哪次不把新买的衣服摔得沾满泥巴就是奇迹了。

小学时，窑洞开始消失了，基本所有的亲戚家都搬进了
砖瓦结构的房子，家庭条件差点的也住进了土房。那时
候，过年时家家都找旧报纸、旧挂历将墙壁糊起来。然后
有了村村通工程，水泥路铺到了各自的家门口，走亲戚变
得很轻松，骑个自行车不用费多大力气就到了。后来有了
居民点，房屋变成整齐划一的布局，屋内墙壁也刷了大白
粉，地面有了瓷砖，交通工具变成了摩托车、面包车。这时
候，我走亲戚地址还是基本可以找到的。

慢慢地亲戚们都开始定居到了县城，塬上只剩下些不
舍故居的老人。今年春节，因为很少在家过年，所以家里的
所有亲戚挨着都要走到，亲戚家的地址也变成了某某小区
几单元几号，父母就差给我将地址挨家挨户地写下来了，但
我有些还是找不到。没办法，小区分东西区、楼也分 AB
座。走到亲戚家中，各个家里的墙壁都是壁纸，家里的陈设
是当初我在书上也未曾见到的，家家基本都有了汽车，有的
还是好几辆，街上走亲戚的场景也变成了车水马龙。

有时候在想，现在的生活水平，父辈们住在窑洞中时
有没有幻想过？细细想来即便初中时的我也不曾幻想
过，所有的亲戚朋友都住进高楼大厦，汽车变成日常代步
工具，需要思考的从原来的怎么生活到如今如何健康生
活，即便是住在塬上的亲戚过年的餐桌上也有各种水产
海鲜。我也期待着下一次，亲戚们定居到更大的都市，我
去他们家串门时再次迷路。 （彬长矿业公司）

我的家乡位于佳县与神木交界的
一个小山沟里，偏僻落后，仍过着靠天
吃饭的生活。自参加工作以来，我就很
少回老家，即使有时间回去，也是匆匆
离开，因此我对家乡人的印象还停留在
朴实无华，对家乡的印象还停留在平淡
自然。没想到的是，春节回乡的所见所
闻大大出乎了我的意料。

餐桌多元：桌上的年夜饭变花样
往年，我们家的年夜饭都是炖猪肉、

羊肉、鸡肉，再就是蒸点米饭，一家人围
着桌子大吃一顿，年夜饭就吃好了。现
在日子好了，我就觉得爸妈爱吃肉就天
天吃肉，在单位的时候总是给钱让他们
多买点肉吃，生怕他们舍不得。

回家后的第一件事，我就赶紧去看看
爸妈过年的食材准备得怎么样，心想着去
镇上多称点肉回来。没想到，打开库房一
看，里面放了一大堆白菜、木耳、芹菜、蒜
苗、鸡蛋、花菜等各种蔬菜，肉虽不少，但
没有我想象中多。我想着蔬菜买了估计
也吃不了多少，就瞒着爸妈，又买了些肉

食回来，没成想被妈妈数落了半天。
很快就是除夕，不问餐厨的我也不

进厨房，就干点其他的活，等着吃年夜
饭。等年夜饭上桌的时候，我才惊奇地
发现，爸妈的饮食习惯已悄然改变，农村
的饮食观念正接轨时尚，满满一桌子菜
荤素搭配、色香味俱全、数量讲究，完全
颠覆我对以往以肉食为主年夜饭的记
忆。正如妈妈所说的，“养生不仅是城里
人的说辞，更是我们农村人的行动！”

电子生活：爸妈的除夕夜玩手机
很满足地吃完年夜饭，一家人高高兴

兴地围在电视机前等着看春晚。从未上
过学的妈妈拿出了二哥买给她的智能手
机，开始在微信群里抢红包、看视频、发
语音，玩得不亦乐乎，娴熟程度出乎我的

意料。我拿过妈妈的手机看了一下，手
机里微信、短视频APP、影音软件等一应
俱全。坐在旁边的爸爸正翻着快手里面
的短视频，乐得哈哈大笑。

“你三爸才比我们小两岁，他玩手机
都能挣钱呢，我们没文化也就能自己玩
玩，图个高兴，手机上挣钱是不行了。”妈
妈略带遗憾地告诉我。

我并没有觉得遗憾，而是欣喜地感
觉到，爸妈并没有被时代所抛弃，他们这
个年龄的一大批中老年人正成为追赶潮
流的新生力量。

精神充实：村里的迎新年闹秧歌
正月初一早上，还不到九点，妈妈就

做好了饭，告诉我早点吃完饭要去村里
的小广场扭秧歌。十几年没有闹过秧歌

的村里怎么突然又要闹秧歌？带着疑问
和期待，吃完饭我就兴冲冲地跟着爸妈
去一探究竟。

到了村里的小广场我才发现，我印
象里的小广场早已变了模样，原来篮球场
大小的广场已经变成了足球场那么大，水
泥地面代替了黄土地，广场边上安设了太
阳能路灯，健身器材应有尽有。此时，偌
大的广场上早已站满了人，一大群穿着秧
歌演出服装的大爷大妈正在互相交流，一
部分年轻人也融入其中，爸妈很快地加入
了行列，开始了闹秧歌迎新春。

“现在生活好了，我们不忙了也给自
己找点事干，就在这广场上健身锻炼。
年前我们已经练了很长时间秧歌了，就
是想在正月的时候，扭出来给你们年轻
人都看看，我们的生活也很丰富精彩。”
休息的时候，一位大娘告诉我。

家乡的变化让我感慨万千，家乡不再
是我印象中的山沟，陈旧的思想一扫而
空，时尚的生活风靡村庄，家乡在改变，家
乡在变好！（陕北矿业生产服务分公司）

山沟村民的时尚生活
段江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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