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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越来越近，可对我来
说，心里却泛不起一点儿年的
气息。想起来不免有种莫名
的惆怅。心想，现在的年味怎
么这么淡？

年味淡了，是因为疫情？
好像又不是。细思静想，似乎
找到了答案，年味属于过去，
藏于民间，处于乡野。

城里和乡下的年味是不
一样的。城里有城里的年味，
乡下有乡下的年味。可同样
的一群人，怎么进了城，连年
味都不一样了？

城里的年味和乡下的年
味有着质的不同。城里的年
味好像就是挂挂对联、贴贴福
字、逛逛公园、猜猜谜语、喝
酒打牌、开车出游……

除此之外，还有什么呢？
真的想不起来。

我想，真正的年味还是在
乡村，在过去的岁月里，更在老
一代人的记忆里。

年味是一种乡愁，是一种
怎么也忘不掉的光景。一想到
年味，我的心一下子回到了生
我养我的地方。那里有我熟悉的村道、熟
悉的乡村、屋顶的炊烟、院落的小鸟，有我
熟悉的村民，还有我喜爱的庄稼和一草一
木，更有很多讲究的过年仪式……

过年从本质上来讲是一种交替，意味
着旧年的结束，新年的到来。

年味是一种庄重的仪式，内涵十分
丰富。

腊月二十三，灶火爷升天后，不再管
理民间事务，每天都是好日子，婚嫁不用
算日子；月底前必须剃头，因为正月里不
剃头，传说正月剃头死舅舅，因此民间有

“有钱没钱，剃头过年”的说法；除夕夜讲
究守岁，家里的男丁彻夜不睡觉，坐在堂
屋里一直到天明。

家族祭祖是正月初一的重头戏，一个
大家族在族长的带领下，凡年满十二岁以
上的男丁按辈分大小列队到祠堂里，向列
祖列宗叩头祭拜；初三是老鼠嫁女的日子，
大人们总是早早地告诉孩子们，一定要早

早睡觉，不能出声，天刚黑就得
睡下，以免打扰了老鼠嫁女，

“你让老鼠一日不安，老鼠会折
腾你一年”；初五破五，早早起
来要响鞭炮，从后院一直响到
前院，从里屋一直响到外屋，爆
竹声中一下消除了屋里的晦
气；初六开始送灯，外婆给外

孙、舅舅给外甥要送去各种形状的灯笼，期
盼外孙、外甥后辈家丁兴旺；正月十三至十
五晚上点灯笼，手里拿着点着的灯笼，怀里
抱着外婆送来的追巴馍游街串巷，好不快
活，“灯笼会，灯笼会，灯笼灭了回家睡”；正
月二十填仓节，家家吃饼子，早上起来，在
麦场或庭院用草木灰画上圆圈寓意麦囤，
里面撒上一把麦粒，寓意今年麦子满囤，有
个好的收成。正月一个月都是狂欢的日
子。狂欢过后，才开始了新一年的劳作。

年味是一种文化，这种文化带有明显
的农耕文化色彩，只有在乡村才能有更好
的体验。随着社会进步，城镇化加速发
展，这种年俗文化的式微乃是不可避免
的。真不敢想象，随着人口城市化，有多
少人还能记得曾经的年俗文化，那些流淌
在民族血脉中的年味？

但是，社会要发展，民俗要进步，文化
要更新，这是历史的必然。年关时节话年
味，真不知是啥滋味！

我家过的每个年节，吃得好赖，穿得贵
贱，多已淡忘。唯独十六岁那年除夕，让我
铭记于心。

那年腊月二十九，老家闽西山村，天阴
欲雨，寒气逼人。广播通知：要求全大队人
员和家属在年三十这天，每家砍 500斤干硬
柴，送到大队部，以便来年开春搞农田基
建。广播从早到晚连播几遍，每听一遍，我
们心里就发怵：雨雪路滑咋办？

第二天，果然下起了雪，雪粒打在瓦屋
上，叮叮乱响。不似北方轻扬飘絮般的雪
花，而是像鱼蛋那么小的冰晶颗粒。看我兄
弟俩畏寒怕冷的样子，母亲安慰我们说：“咱
一起进山砍柴，下点雪受点冷怕什么。”

砍干柴，要走十几二十里山路，才能到
深山老林。专拣那些被大风压折或老死枯
残的枝丫竹筒竹尾等干柴，然后把这些枯
木烂竹顺着山坡溜下山脚，归聚一起，把大
块的破开，长条的斩断。母亲挑着柴担，我

俩各背一捆，穿毛草道，蹬石阶岭，过便道
桥，出阴暗森林，一路咯吱咯吱紧走慢赶。
所幸，前半天下鱼蛋雪，到了下午才下雨夹
雪。扛活走路倒不觉得冷，但一歇脚，寒冷
就兜头裹挟而来。

山里的日子短，山阴催暮云，天光匿无
影。走到半路天已黑，我娘仨只能沿着模糊
的山路，高一脚低一脚地往大队部走。

到了大队部门外，刚好碰上大队文书喜
来叔，他好歹是个大队干部，刚好给其他人
的干柴过罢秤，打着火把正往家走，一看我
母子仨又掉头返回，把我们的柴捆柴担一一
过秤，再一合计：“哟，还差二十多斤呢。”他
低声自语，我妈一听急得直跺脚。喜来叔扬
了扬手悄声说：“回去吧，够了够了。”他摊开
记账本让我们看，只见他麻利地把 478斤改
成518斤，然后安慰我们：“已经超了，放心回
吧。”当时我们感激得不知说什么好。

经过喜来叔家门前，他让等一等。这

时，我们才知道，今晚是大年除夕，不时闻到
邻家的饭香，诱得我直咽唾沫。喜来婶抬高
了竹篾（客家人叫竹针）火把，朝我们一照，
看我们兄弟俩蓬头垢面，补丁衣裤，赤脚烂
鞋，浑身哆嗦打颤，轻叹一声：“看你娘们
仨，多可怜呐，快进屋去，暖和了再走。”我
一听她说可怜，差点把眼泪催下来，硬把喉
头的酸涩咽下去。我妈再三道谢，转身要
走，喜来婶一把拽住我妈胳膊说：“进屋去，
可怜可怜孩子吧。”我妈不好意思推辞：“我
们是苦命人，跟他爸遭罪。”

“好我的妹子，莫说这话。你家老少都
是好端端的人啊。”她把“人”字说得很重很
亮。看我们执意要走，喜来婶将三把绑扎好
的竹篾塞进我怀里，又将一把正燃烧的半截
火把塞到我手里说：“路上小心！”

回家路上，火把燃烧着，把雨雪燎得嗞嗞
乱响。虽然焰不盈尺，光不满坡，却照亮脚下
坎坷不平的山路，也一直温暖着我的人生路。

□罗锦高

十六岁那年除夕

进入腊月，故乡的人便不约而同地忙碌
起来，像蚁群一样从早到晚忙个不停。从
那袅袅的炊烟里，我们嗅到了年的味道，感
受到了节日的气息。这种味道和气息淳朴
而悠长，在黄土高原上弥漫着。

进入腊月，故乡的年味就变得浓烈起
来。最早感受到年味的是那些无忧无虑
的孩子们，他们点燃的鞭炮声，让我们感
觉到年就要来了，我们不得不行动起来。
其实，家长们办的第一件事情不是忙着置
办年货，而是为自家的孩子购买时髦的新
衣服。尽管我们摆脱了没衣穿的时代，但
是这种讲究和习俗依然体现在我们的生
活中。

安抚完孩子们，买年货便成了年关里的
头等大事，买对联自然是第一要务。在这个

高端的社会里，对联也有了明显变化，从当
初的红纸黑字，变成了现在的电脑印刷，不
仅在质量上有所提升，更在包装上让人看得
舒心、坦荡。但街头上也不乏有人在现场龙
飞凤舞地边写边卖，更增添了节日的气氛。

每年我们都能早早看到新年的新景
象，各种各样的生肖装饰占据了市场，让
我们自由选购属于自己的生肖属相。更
多的还是新一年的属相，款式新颖、种类
繁多，看得人眼花缭乱。

走在寒风凛冽的街道上，丝毫感觉不到
冬天的寒冷，感受到的只是浓浓的年味和
美好的时光。红灯笼像一排排整齐的队伍
排列在街道两旁，灯笼下面更是五花八门、
各种各样的年货展现在眼前，就像梦一样，
但它不是梦，是现实，更是生活。

年关将近的一个月里，各家各户几乎
每天都要上街转转，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想
为家里置办更多更新颖的年货。在超市，
会看到许多人都把自己的购物小推车堆
满，因为日子好了，生活幸福了，大家这样
的消费也是很普遍的。

年一天天近了，空气里都散发着浓浓
的年味，那种年味只有我们用心才能领会，
才能感觉到。那种感觉满含幸福，满含一
年的收获，一年的得与失、成与败。

进入腊月，我们能够深刻体会到一年的
收成，我们能感觉到新的气息和新的景象；
进入腊月，我们会有新的愿望和追求，所有
的幸福都会与人分享，泪水和忧伤会消
失。年味像一坛陈酿的酒，散发着醉人的
气息、迷人的芳香。

□刘治军

忙碌的腊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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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你看到最多的颜色是什么？是不
是脱口而出“红色”？被春节的红色包围，
你会想到什么事物呢？

红色会让人想到旗帜，想到红旗随风
飘扬，“那是从旭日上采下的虹，没有人不
爱你的色彩”。红色是旗帜最常见的颜色
之一，为什么很多旗帜都钟爱红色呢？

这是因为旗帜一般会暴露在阳光中，
特别需要具备抗晒能力。而早期的染料
中，胭脂红和西洋茜草红是比较耐光的，于
是红色便成了受欢迎的旗帜颜色。

除了红色的旗帜，红色在人们心中，还
有一个更偏隐晦的含义。“我会送你红色玫
瑰”“红是朱砂痣烙印心口”，在两性关系
中，红色往往与爱情、浪漫相联系，我们熟
知的与爱情相关的事物，包括但不限于红
色桃心、红玫瑰、大红喜服。

红色会影响异性交往。一些心理学研
究者发现，人们倾向于评价身处红色背景或
身着红色上衣（相比白色、灰色、绿色和蓝
色）的异性更具吸引力；男性更愿意与穿红
色衣服（相比绿色和蓝色）的女性靠得更
近，谈论更亲密的话题。近几年还有一些
研究发现，穿红衣服或者使用口红的女服
务员会得到更多小费，穿红衣服的女性更
易搭上男性司机的顺风车。

“红色效应”在自然界中广泛存在。有
不少动物的体表有红色皮肤或毛发，研究
者发现这会影响动物的择偶行为。繁殖期
的雄性三刺鱼通体红色，越鲜艳求偶成功
率越高；红头七彩文鸟比黑头和黄头鸟更
受“相亲对象”欢迎，红头鸟之间的竞争，颜
色更鲜艳的红头鸟容易胜出；面部颜色更
红的雄性恒河猴更受雌性青睐。这表明在

关系情境中，红色是一种生物信号。
为什么红色会让异性显得更有魅力

呢？从生理视角看，红色是血液的颜色，脸
色红润代表高血氧水平，反映心血管功能
健康；从文化视角看，红色在民俗传统和日
常生活中的运用由来已久，蕴涵深邃的文
化基础，比如女性从公元前1万年就会使用
口红装饰自己。

红色还有情绪方面的含义。如果要用
一种颜色代表充满活力和激情的状态，你
会选择什么颜色呢？

红色不仅具有上述几种跨文化的含
义，还具有特殊的内涵。中国的“红”常常
与积极事物联系，如红榜、红娘、红军等，在
中国，“红”象征正义、革命与胜利。

春节期间，家家户户张灯结彩，大红
灯笼高高挂，这岂不就是很妙的红色背

景？在红色背景中的你，会让异性约会对
象感觉更有魅力。但研究都是在控制了
其他变化因素之后进行的，色彩只是视觉
信息的一部分，所以不要以为穿戴红色服
饰就可以了，也要注重整体搭配，才能让
人对你青睐有加。

红色会与爱情、激情相联系，所以于外
出约会而言，红色是加分项。但如果你是
准备完成需要发挥智力或才能的任务时，
要尽量避免在装饰满红色的空间内进行，
因为红色会触发回避、失败的感受。

此外，红色有不同的色调、亮度与饱和
度，明亮的红色显得活泼，深红色则更显安
宁，但不同属性的红色对人有何影响的研
究还很少，所以精细化的红色影响尚不明
确。大家可以根据所处环境的色彩与个人
特点运用红色，帮助提升个人魅力值。

过年了
红色的魅力究竟在哪儿

“金牛摇尾辞旧岁，吉虎昂头迎新春；
祥牛扫尾驱恶魔，虎虎生威吞新冠。”年越
来越近了，安康的年味也越来越浓了。

大街小巷、桥头河畔，一树树火树银
花盛开怒放、闪烁耀眼；一副副红红的春
联成堆成排、迎风招展；一个个大红灯笼
各式各样、红红火火……处处让人感受到
年味越来越浓。

20世纪 70年代出生的我，回想小时候
过年的情景，那时我们天天盼望着过

年，因为只有过年，才可以吃到
平日里不舍得吃的鸡蛋、

肉、白米饭、饺子。
那时的理

想就是天天能过上过年的日子……和过去
相比，我们现在每天最平常的日子都胜过
小时候的过年。时代在进步，老百姓享受
到了实实在在的幸福生活。

现在购物十分方便，超市过年也不打
烊。各家各户的食品、物品准备丰盈，储存
足够，过去是攒足了一年的食品物品，现在
是攒足了一年的节日喜庆！

近几年，人们不再疯狂囤积菜品食品，
而是随吃随买，新鲜简单。在我们现在这
个不再为温饱发愁的年代，这的确是年味
的一种进步。

过去串门拜年都提着四色礼品，大约
是烟一条、酒一瓶、糖一包，有的提着一布

兜蒸好的花馍。你提给他家，他家也不舍
得吃，又换个搭配再提给别家。一个正月，
物品提来提去，很多食品就放坏了。现在
人们过年走亲戚带个手机，轻轻松松就出
门了。朋友一起坐一坐，聊聊天，怎么高兴
怎么玩。细致的带个红包，或者手机发个
红包，亲友相聚，热闹开心就行。这也不失
为年味的又一种进步。

童年的除夕夜，一家人酒足饭饱后，母
亲开始包初一吃的饺子，父亲带几个大点
的孩子去上坟，小点的孩子在家里或者村
子里疯玩。有的玩摔炮，有的磕瓜子，有
的跳沙包、打纸板儿，有的钻到邻居家吃
喝玩乐。老人们敲锣打鼓“敲家事”引来

一群乡亲围观，敲敲打打、说说唱唱，好不
热闹。屋里的灯都彻夜亮着，人们“守年
根”干脆不睡或者晚睡，一家人围坐在火
炉旁开心闲谝。火炉里火烧得红旺，疙瘩
柴、桦林板子柴架上烤火，炉子上挂着的
砂锅里炖着美味的猪肉，阵阵香味引得人
垂涎三尺，老人笑哈哈地逗孙子。新年的
钟声敲响，密集的爆竹声就一阵赶一阵地
响彻整个乡村。

住进城里后，国家提倡绿色环保不放
炮，山林防火不烧香纸。贴对联年画照旧，
年货、年夜饭比以前更丰盛，给祖先上坟送
鲜花、纸花。除夕夜一家人围坐在电炉与
空调下看春晚，比过去更热闹。没有爆竹

的夜晚温暖而静谧，年味却更加浓郁。
如今，疫情已基本散退，年味仍是人们

心中永不磨灭的人间烟火。走在街上，丰
富多彩的现代年货随处可见。人们自觉践
行就地过年，社会各界热心关怀，在哪里过
年都像在自己家过年一样温馨。不聚餐、
不聚会，视频拜年成了时尚低碳的新潮
流。大家用这种特殊方式迎来新年里的平
安健康快乐，年味在一句
句祝福与问候中
更醇香更浓
烈……

□钰铃

年年今日 岁岁不同

□黄彬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