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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了腊月节日的气氛渐渐浓起来，尤
其过了小年，忙年的节奏明显加快。国人讲
究，吃穿用都要“焕然一新”，个人更要“改
头换面”。这成了约定俗成的“传统”。
先说洗澡。要过年了不能不洗澡，这不

仅是为了卫生，按老人的说法，这是洗掉一
年的坏运气。谁愿意把“晦气”带到来年？过
年正值大冬天，几十年前，除了东北有传统
的火炕火墙，大部分地区都靠生炉子，接上
几节烟筒驱寒保暖。冬天对绝大数老百姓
来说，洗澡是个大问题。
当时城市里有公共洗澡堂，虽不多但

各个城区都会有几处。也分档次，有的规模
大些，装修比较有品位，里面的设施相对比
较好，票价也高。印象中岛城最贵的要三毛
多钱，顶一顿菜钱了。便宜的一毛多，有的
五分钱，当然那是很简陋的大众浴池。
平时有些人还讲究档次，但到了过年
能洗上就谢天谢地了。小年之后，澡堂人满

为患，休息厅有床铺，原先一人一床，洗累
了可以躺在那儿要一壶好茶悠闲地喝喝，
跟旁边的人拉呱闲聊，或者独自小憩一会
儿。人一多，一床最少两人多的四个人共
用。竖向摆着衣服，一堆表示一个人。别说
躺着休息，连坐的地儿都很少，更别想喝茶
拉呱了。服务员来回巡看，见有人从澡堂里
出来就动员赶快离开，倒地方让下一个进
来。平时晚上八点下班，小年后都延长到十
点以后，有的干脆通宵营业。当时不兴拿奖
金，否则澡堂的人也能发笔小财。
与洗澡相配套的是理发。当年理发店
比澡堂多，国营的，集体的，还有极少个体
的，遍布市区繁华地段和居民集中的街道。
大理发店名气也大，自然更受青睐。这种店

平时人就不少，到了过年更成了“香饽饽”。
我的一位朋友曾是中山路一家有名理发店
的理发师，专剪女发，技术了得，颇有名气。
平时大都是电视台的播音员，或一些有脸
面的女“能人”“阔太太”光临。赶到小年前
后一大批陌生面孔拥来，也不在乎价格高
低了，只要能剪上就笑逐颜开。那些日子朋
友几乎整天都呆在店里，没有午休，吃饭简
单扒两口，两条腿站得发麻，胳膊举得放下
就痛。稍有空闲，一靠椅背就会睡过去，但
睁开眼又要打起精神忙活。甚至到了晚上
关了门还不能离开，因为一些“关系户”还
在店里等着。那阵子朋友的眼睛经常又涩
又痛，但心里充满了骄傲和自豪。
又洗又理，浑身上下犹如脱胎换骨，以

崭新姿态出现在众人视野，让许多人无形
中感觉自己魅力大增。过去兴相互串门拜
年，一些穿戴新颖的年轻人，甚至包括一些
上点年纪的老人，乐此不疲走东家串西家，
除了贺年也不排除为展现自己的“美丽”。
爱美是人之常情，也是生命意义的升

华。逢年过节人们更加注重“美”，应该是传
统习俗发酵的缘故。回看历史，从远古我们
的祖先就提倡在过年时“长幼悉正衣冠”。
穿上“吉服”，不单纯是为了大吉大利，万事
顺心，还要“卑幼盛装饰，拜尊长为寿”。
“拜”的过程就是展示的大好时机，靓丽的
外表之下蕴含着人们对新一年美好的期待
和憧憬。
如今物质条件与过去不可同日而语。

洗澡、理发不再是过年的“热点”，人们若再
提及，也只能是饭后茶语的话题。然而那些
曾经刻骨铭心的光景依旧记忆犹新，历历
在目，回想起来还是那么的亲切、温馨。

在我国，年，历来是一个充满神秘、希冀的
节日。忙年，是人们对过好这个神圣节日而忙活
的过程。在社会物质匮乏、人们精神空虚的年
代，处于对年的敬畏之情，人们都会全力以赴、
倾尽所有的忙年。腊月，便是忙年月。
一进入腊月门，各家各户便结束了短暂的

闲散，开始忙碌起来。忙年，虽然忙加累，却是一
个充满希冀和快乐的过程，真正体现了累并快
乐着。人们不惜把家里一年来省吃俭用攒下的
最好、最贵重的东西，拿出来过年。敬天祭地，祈
求风调雨顺、五谷丰登；拜祖追故，庇佑家丁兴
旺、子孙满堂。由于当时，每个家庭收入都不多，
加上整个社会物品匮乏，过年又是祭祀、团圆、
喜庆的节日，人们都会想方设法、精打细算，以
绝对虔诚的心情迎年，来不得半点的马虎和不
敬。进入年关，家里的每一位成员心里，都就有
了自己的算盘。大人们的心里根据家里的收入
情况，盘算着新年家里应该添置什么家具和生
活用品，筹备过年的必需品，孩子们则向往着能
不能做一套新衣服、买一双新鞋子，男孩子心里
更是惦念着过年的鞭炮，憧憬着“新年到，新年
到，穿新衣服戴新帽，噼噼啪啪放鞭炮，欢欢喜
喜真热闹”的时刻。
每家每户忙年的分工，都会自动约定俗

成。我们家，过了腊八节，父亲就会找个好天
气，到临近的胶州赶个集，买胶州大白菜；按照
母亲预算的数目，到马哥庄集买上油盐酱醋碟
子碗等生活用品，香纸蜡栗子枣等祭奠用品，
花生瓜子烟酒茶等招待客人用品和对联、鞭炮
等。母亲则和两个姐姐开始忙吃的，由于有正
月前几天不烧火的风俗，所以，要提前做好这
个时间段家人和来客吃的食物，按照食品保存
时间的长短先后做，先将干地瓜丝煮熟，一部
分到石碾上碾细，做萁馏，一部分加上红豆做
豆包，通常豆包做两种，一种是自己家人吃的
黑皮豆包，用地瓜面做皮，一种是用来招待客
人的白皮豆包，用小麦面粉做皮。之后，蒸米
糕，做用来招待客人、正月里走亲访友带的馒
头，最后做枣饽饽和虫鱼形状的馒头供品；大
哥则负责家里室内外卫生的扫除，墙壁的粉
刷，糊顶棚和门窗的漆刷；我呢，除了给哥哥打
打下手外，主要是将跟着父亲赶集买回的小鞭
炮，逐个拆开，捋顺芯子，整齐地摆放到纸盒
里，等到过年时和小伙伴一起玩耍时放。这种
有条不紊的忙活，一直会持续到除夕的前一天
贴完对联时才结束。进入除夕日，具有圣神感
的过年时段就来到了。
忙年，是物品匮乏、精神空虚、缺食少穿年
代特有的现象。当年曾经有俗言：越穷越忙，越
忙越穷。年前穷忙，年后忙穷。忙完了年，迎来了
春，由于过年把家里的生活物资都消费尽了，就
容易闹春荒，也就有了“好过的年，难过的春”的
谚语。虽然忙年带来的结果是贫困匮乏依旧，但
是为了求得风调雨顺、五谷丰登、万事胜意、阖
家安康的美好愿望，忙年也依旧，世世代代、年
复一年地重复着这一习俗。直到历史的车轮驶
进小康社会，社会物质富庶，人们精神富有，流
通快捷便利，人们终于实现了祖祖辈辈梦寐以
求的丰衣足食愿望。随着社会的进步，当贫穷成
为过去和历史，因匮乏和贫困而产生的忙年现
象，自然地消失尘封于历史的烟云，忙年的情景
和概念，也只能存在于经历过的人们的记忆中。
试看当下的腊月，还有谁去为了过年而东奔西
走购物忙活呢？

以新迎年 □王溱

腊月忙年 □胡义深

进入腊月，就响起了过年的节奏。童
年时的乡下，那是一年中的最幸福时光。
腌青菜和腌猪肉，是乡下女人腊月

的一桩盛事。母亲忙碌起来，我快乐地跟
随其后，像个小跟班。
薄纱般的轻雾散去，山丘上落满阳
光。早起的母亲和村里的大嫂大妈早已
在田野里忙活着。地头的青菜长得又肥
又嫩。母亲把快刀插入松软的土地，葱绿
的青菜连根拨起。太阳升到半空，青菜已
堆成小山，空气中飘逸着蔬菜的清香。我
用小背蒌，帮着母亲把青菜从地里背回
院子边的塘沿。堰塘边，一群女人说说笑
笑，打理着鲜嫩的青菜。去除黄叶，掰开嫩
叶，一片一片清洗，再一棵一棵挂在院坝
里。小半天功夫，整个村子搭起了一排排
青菜织成的帘子。然后，任太阳慢条斯里
地抚摸。晒上几天，等青菜从一掐就会出

水的鲜嫩，变得有些蔫的时候，母亲把它
们搬回家，屋檐下一个大大的瓦缸。她把
青菜捏在手里，一棵接一棵地抹上盐，再
细心地叠放进瓦缸。之后，在瓦缸上面仔
细地盖上塑料薄膜和蓑衣。十来天后，从
密封严实的瓦缸里，挤出一丝丝酸酸的滋
味。母亲把蓑衣和塑料薄膜拿开，里面的
青菜已经腌熟，紧缩成小小的一团。足够
一年食用的腌青菜到此大功告成。
待我家的年猪那天，父亲把猪肉庖
丁解牛般分割成三五斤不等的条状。接
着，母亲把它们搬到屋子里的另一只瓦
缸前。一把把的盐抹在还滴着血水的猪
肉，再交叉放进瓦缸里。四五天左右，她把
猪肉从瓦缸里取出来，一块块挂在灶台
前的房梁上，让一日三餐的人间烟火不
停地熏烤。要不了多久，猪肉变成了黄褐
色。腊肉，就是这样腌熏出来的。

乡间腊月，这还只是序曲。腊月二十
三，是小年，得祭灶神。这一天，每家每户
都要“打阳尘”，母亲把干净的扫把捆绑在
一个长长的竹竿或棍子上，掸扫房梁、墙
角高处一年来沉积的蜘蛛网和灰尘，我
也会搭着板凳在一边帮忙，一家人忙得
热火朝天。年前，女人们要趁着好天气，把
床上所有的铺盖进行翻洗，这是要干干
净净过大年。年前最后一个赶集日，是精
打细算的母亲最奢侈的日子，她会给家
里每个人添制一件新衣。腊月二十八九，
开始炒瓜子、花生，炸酥肉。三十上午做圆
子、蒸馍馍，家家都极力把年夜饭准备得
丰盛一点。
当一切准备妥当，年，就来了。乡间腊

月，被三十晚的团年饭桌上的美味佳肴
和欢声笑语推向高潮。而母亲，总是这场
大戏的总导演……

母亲的腊月 □施崇伟

苏轼在《渔家傲·临水纵横回晚鞚》中
写道：“……美酒一杯谁与共。尊前舞雪狂
歌送。腰跨金鱼旌旆拥。将何用，只堪妆点
浮生梦。”荣华富贵不过是如梦人生的一
个装饰，唯有与知我懂我的人共饮一杯美
酒，才是实实在在的幸福。
酒逢知己饮。饮的是沉淀飘香的友情
和肝胆相照的气氛。
五年前的秋天，我和同事建国出差去
成都，慕名前往玉林路上的小酒馆，点了
两碟小菜、一扎啤酒，漫无边际地喝着。两
人完全融入特定地域文化氛围，沉默如同
一个人。我们看着小酒馆里的人散漫地喝
酒聊天，又望着门外的车水马龙、人来人
往，时空好像静止一样。
开富是我很早结识的文友。我们共
饮，他总要提醒“花看半开，酒喝微醺”。花
半开，绽放灿烂仍可预期；酒微醺，一半清
醒一半醉。清醒看得意，醉眼看失意。开富

说，花至全开，顷刻迎来凋零；酩酊大醉，
就会失态，把握不住自己，甚至酿成大错。
与朋友对饮，酒杯器具可以不拘一

格。早些年，我还在老家偏远山沟里教书。
有个周末，两个与我要好的同学奔波数十
公里，进山看我。我们自己动手，鼓捣出芹
菜炒瘦肉、西红柿炒鸡蛋、五香花生米、清
炒茄子几样小菜。单身宿舍里，一次性杯
子只有两个，我就把刷牙的杯子腾出来，
开水冲洗，当酒杯用。三人边喝酒边聊起
“恰同学少年”光景，往事如风。窗外树影
婆娑，不知不觉间，已是日薄西山。
什么时间地点饮酒最有诗情画意？春
暖花开时，雪花飘零季；凉亭，海边……
春天花开，人的内心也是一片欣欣
然。此时饮酒，精神焕发，芳华美景在眼前
次第铺展。“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晚
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大雪纷飞，温酒
一壶，野外寒气逼人，室内温暖如春。

夏日清风，凉亭把酒言欢，人生自有
清凉四面袭来。海边饮酒，看潮起潮落，千
帆过尽，何尝不是在品尝人情冷暖，生活
酸甜苦辣？
李白在《下终南山过斛斯山人宿置
酒》诗中写道：“绿竹入幽径，青萝拂行衣。
欢言得所憩，美酒聊共挥。长歌吟松风，曲
尽河星稀。我醉君复乐，陶然共忘机。”我
尤其喜欢后两句：我喝醉酒主人非常高
兴，欢乐忘了世俗奸诈心机。真诚的朋友
打开天窗说亮话，扔掉复杂的心机。朋友
之间推心置腹，才有忘情的欢乐，才可能
开怀畅饮。任世事纷纭，只要有莫逆之交
举杯共饮，即是岁月静好。
茫茫人海，我们一生要与成千上万人
擦肩而过，或者遭遇相识。能够共饮者又
有几何？推杯换盏间，共饮者比肩而坐，可
以看得见对方额头的沧桑，听得到彼此的
喃喃自语。

美酒一杯谁与共？ □涂启智

曾有孤胆孤帆仗剑走天涯的雄心，曾
有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壮志，曾有悠
游万里山河把酒凭栏的逸兴，曾有读万卷
书行万里路的豪情……最爱的日子，不过
以岁月为帷幕，以脚板丈量山河，携一本
小清新的书，随时随地出发逐梦。
走过很多地方了，依然觉得不够。世

界这么大，我们在行色匆匆中驻足，总有
季节更迭纷至沓来的景，或婉丽或奔放，
或静谧或萧寒。有多少缤纷的美景，就有
多少梦幻和柔情。远山近水，人文风情，在
四季递嬗的风景间游走，犹如在时空隧道
中穿行，历史与现实辉映成趣，水墨山水
的韵致俯拾即是，最是一种悠然的生活。
我以为这才是正常的生活。向往那种

“在路上”的“行走”人生，想把每一个节假
日、休息日过得丰盈圆满。而那四季缤纷
的美景，那山水相依、奇俊伟岸、鬼斧神工
的大自然也时时引诱着我们，跋山涉水，
攀援不息。幻想着经年之后，让这行走的
寻常积淀成最美丽的记忆，并以这记忆诠
释生活，解读岁月，也欣然写就我们梦想
与现实的人生，阅历与传奇的华章。
崇尚自然，古建村镇、名山大川的三
五日一游，最是休憩身心的好去处。在钢
筋水泥丛林之外，品味仿若渔樵耕读的乐
趣，行止都是不着痕迹的风情；崇尚人文，
于古建筑的沧桑斑驳中寻觅曾经的浮世
烟云，人在景中走，如在画中游，而思绪回
溯久远的历史，细细感悟那烟波跌宕的岁

月。“世间行乐亦如此”，夫复何言！
悠游山水的快意人生仍鲜活如昨，不

曾料想，这两年间，新冠疫情成了噩梦，旅
游一下子成了一种奢侈，我们不敢随意远
游，不敢聚堆欢愉，甚至不能回老家过年。
说好的那些想走就走的旅行，也成了难兑
现的梦。顾虑太多了，怎能、怎敢轻易离
开，让父母操心挂念劳神？马上就是2022
年的春节了，曾经想带上父母去河南或山
西旅游过年的计划再一次搁浅，真希望疫
情马上过去，一切恢复如常，如记忆中每
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
期待2022年的春天，来一场想走就走

的旅行，能自在畅游这远远近近的大千世
界，走一走这繁花锦簇的春光旅程。

期待一场想走就走的旅行 □刘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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