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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响应国家号召，就地过
年。听说南京的各个文艺单位已经
开始变着法儿地要给留宁过年的人
们一个丰富的年、线上的年。对新
年新过法，我按捺不住期待，对从前
的年，我心中则满是怀念，尤其怀念
那门楣上的仪式。

从前，除夕当日，村庄家家户
户都要在门楣上贴门笺，大门贴五
张，祭祀东西南北中五个方位的
神，后门或内门贴三张。家里的灶
头、粮堆、窗楣、橱柜、水缸⋯⋯家
屋正对别人家的墙壁上，还贴着

“对我发财”，在新年的风中飘扬，
如一面面小锦旗。从古老岁月里
走出来的门笺，是人神对话的载
体。那些历经沧桑岁月的木门，
因为有了这些红色的点缀，也吱
吱呀呀地唱起了歌。

门笺和剪纸有些相似，不同的
是，门笺是用类似篆刻的刀具，雕刻
红纸而成，呈长方形。上方是“风调
雨顺”“国泰民安”等吉语题额，中间
大块则是五花八门的吉祥图案，两
边留有边框，最下是须穗。

年饭做得差不多了，我们开始
贴门笺和对联。爷爷和父亲履行乡
间庄严的仪式，先灶头，后正门，井
然有序。对联和门笺贴好后，家里
一滴水都不能往外泼，否则就是把
财气泼走。鞭炮放完，全家人开始
吃年夜饭。外面纷纷扬扬地下起了
雪，此时，大门上的门笺在雪光的映
照下分外鲜红。屋内灯光昏黄，满
屋的门笺，给人带来一种说不出的
安然和满足。吃一口好菜，看一眼
它们，满心欢喜。

村子里的老会计是做门笺的
一把好手。他在家里的堂屋做门
笺，燃起一炷香，一圈大人和孩子
围观——乡村里对待门笺的态度，
可谓敬畏。他拿出硬纸板做成的
模子，把一叠红纸裁成十六开大
小，模子严丝合缝地蒙上去，然后

用锋利的刀雕刻。刀刃随形而动，
发出嚓嚓的声音，似乎寓意着旧的
时光过去，新的一年又要来临。想
要把一叠纸切出齐而爽的孔洞和
花纹，严苛地考验着力道和刀感。
制笺人往往要从座位上站起来，借
助身体的力量俯压下去，锋刃与红
纸瞬间摩擦，漂亮的一刀！镂空处
齐齐整整，没有毛边或茬口。一叠
纸刻下来，大汗淋漓。此时，古朴
的香味弥漫整个屋子。他的手指
上，有厚厚的老茧。

我家西场上有位老先生，以
前教过书，写对联极为工整，贴对
联也极为虔诚。路过他门口，看
他贴对联，乡人啧啧赞叹。他总
自谦道，“我乱写的，我乱写的。”
那些端庄秀美的毛笔字，又岂是

“乱写”可得？有一个牛年，他写
了副对联：牛奔马跃行千里，凤舞
龙飞上九霄。那个“舞”字，铁画
银钩一般。那时候，我在书法课
上正习“舞”，最怕写这个字，总觉
得写得又胖又长。回家后，我便
在纸上反复模仿老先生的“舞”，
却总也写不出那个神韵。他贴对
联的时候，总要花上半天工夫，先
用温水泡门上的旧对联，然后用
小刀一点一点刮下来，绝不留下
旧年的一点痕迹。新对联小心地
贴上去，他总能贴正，不用别人给
他看“正歪”。老会计和老先生，
是村子里公认的最有文化的人。

而今，自制门笺的手艺几乎无
迹可寻，机器的打磨、统一的格式，
代替古老的叙事。无论城市还是乡
村，各家门上贴的“福”字，多是银
行、楼盘免费赠送的印刷品，让人嗟
叹一个时代的远去。

过去正月里，我喜欢在村子里
看各家各户的门笺。有一年，一户
人家，黄色的门笺在寒风里飘拂。
家有逝去的老者，门笺须制黄，黄色
的门笺，声声悲歌。

门楣上的仪式
□ 关立蓉

又要过我们的中国年了。今年的
年注定是让大家纠结的一个年：是原地
过年，还是继续履行和家乡的约定？但
不管怎样，年都会如期而至。

“年年难过年年过”，这句老话我第
一次是从爷爷那儿听到的。小时候，每
年过年对爷爷来说都是一件难事。我
老家在苏中高沙土地区，远谈不上物阜
民丰，甚至可以说非常贫穷，逢到过年
家家愁，但再怎么愁，年总是要过的，而
且要过得喜庆祥和。于是幼年的我心
里留下了对年的矛盾印象：一方面，左
邻右舍都在叹苦经，可大家又欢声笑
语、披红挂绿。爷爷是这样说的：越是
穷，越是要把年过好，年不是为今年过
的，是为明年过的，五谷是否丰登，六畜
是否兴旺，就看你这年是否过得吉祥。
爷爷说，穷年一定富过，而且要从心里
觉得富，要从心里透着喜庆和虔诚。

这对孩子们来说实在是一个过高
的要求。到了过年，大人们对孩子的要
求非常高，一方面“严防死守”，尽量让
孩子们少开口，免得说出不吉利的话，
一方面则是在物质上尽量满足孩子们
愿望，穿好衣、吃好饭，特别是买玩具和
零嘴，尽量把平时不能满足的愿望悉数
兑现。孩子们是很好“哄骗”的，一点点
糖果就能让他们快活到天上去，这真是
惠而不费的事情。

也就在这一年又一年的回环往复
中，我渐渐明白了过年的本质。说白

了，过年是中国人的“宗教”，是他们最
隆重的祈福。只是与真正的宗教不同，
中国的年是日常的，生活的，是以物质
的盛典来表达心中的愿望。

严格意义上来说，中国人的年是从
腊八这一天开始的。腊八节的标志是
喝腊八粥，这腊八粥由八样农产品熬煮
而成，要放八样，各地都一样，但具体哪
八样，不同的地方又不一样，这“同中有
异”包含了文化的秘密。八是中国人的
吉祥数字，喻示着兴旺发达；具体选用
哪八种食材则是根据不同地区的特产
决定的，这就是文化。文化是什么？文
化源于自然。在生产力不发达的远古，
人们的生活与生产方式完全依赖于他
所处的自然环境，所谓靠山吃山，靠水
吃水。别小看了这八个字，文化的要义
它说得最清楚。

因此，过年的习俗过去是以空间
来决定其样态的。为什么要除尘？那
是人们对洁净与健康的向往。为什么
要祭祖？那是为了慎终追远。为什么
要回家团聚？那是对血缘宗亲的维
系。为什么一定要有美食？那是对民
以食为天的肯定和追求。别小看了过
年时的每道饭菜，夸张一点说，它里面
的每样食材都是格言，都是诗，都蕴含
了无穷的语义，都表达了人们对美好
生活的无限向往。你看《白毛女》里
边，哪怕喜儿过年时只能扯上一尺红
头绳，那也是幸福的红头绳。那一刻，
父女俩是多么欢乐啊，欢快的音乐是
他们的心声，一直响到现在。

说到这儿，我们也就理解现在的
年味为什么越来越淡了，为什么现在
的孩子们难以体会到我们当年的快

乐，以及那些充满仪式感的年俗为何
渐渐湮没于时光。某种意义上来说，
它们与当下的生活产生了脱节。且不
说以大油、高糖、风腊为标志的年味已
不符合现代人的健康养生的追求，从
文化形态上来看，一过年便是铺天盖
地的怀旧，便是对旧日过年习俗的科
普，过年演变成一种知识，一种纸上的
文字和文人的抒情，它与日常生活的
关系日渐稀薄。

而年本质上就是生活，是日常生活
的浓缩，是日常生活的精华，是日常生
活的辉煌与高光，是典型，是榜样。它
不是一天两天的节日，它是意义，是理
想，是设计。这年的方向是要贯穿三百
六十五天，是要统领一辈子乃至世世代
代的。为什么它几千年没变？因为农
耕文化太悠久了，生活方式与生产方式
都没变，真所谓天不变，年亦不变。

然而历史的车轮已经滚滚驶入了
信息时代。过去的年是祖先们从他们
的生活出发设计的，现在生活变了，我
们也应该有适应于我们当下生活的年
的过法。聪明的祖先们用年概括了他
们的幸福生活、他们对美好生活的向
往，现在轮到我们了。可尴尬的是，如
今我们拥有了新的生活，可过年的年
味却越来越淡了。我们不能只有知识
层面的年而没有日常生活的年，我们
既要保存传统，也要创造新的文化、新

的 习 俗 。 我 们
理 应 有 这 样 的
文化担当。

让我们创造
新的年！

每到年底总感慨：时间过得真快
啊！又忙活了一年，父母又老了一
岁，孩童又蹿了一截，很多人离家一
年了，很多父母空巢一年了。几亿人
的买买买与大挪移，车站、机场、公
路，到处是大包小包的旅人⋯⋯这些

“标配”预示着：大团圆的时光要来
了。

疫情背景下，过了几千年的中
国春节，被强大的现实之力改变
了。周末出门，南京的所有商场、
公园都要刷健康码，很多地方如医
院、养老院，都严格管控进出。我
去看婆太太，只能在门口视频，医
护人员推着婆太太在玻璃门里，她
隔老远也戴着口罩，聊一下，接过
我送去的鱼汤，不忘要酒精消毒那
密封盒。医护人员说，接到上级通
知，医养机构是重点防疫保护单
位，他们连买菜、去超市都被社区
志愿者承包了。我连连点头：“这
个措施可以、可以。”

低风险区都拿出了这样的阵
势，疫情稍有一点儿起伏的地区更
是严阵以待。我在铁路工作，得知
铁路部门今年公布的春运火车票
购买数量比往年下降了好几成。
很多人买了回家的票，又退了，铁
路部门制定了“免手续费退票”的
政策，也算给那些“就地过年”的旅
客一点真切的安慰。

不少年轻人说不定松了口气：
终于不用回去面对七大姑八大姨，
回答他们千奇百怪让人尴尬的问
题了！终于可以随心所欲放飞自
我过春节了！家在兰州的小同事
蓝蓝已经想好了，春节自己在宿舍
烧一点菜，跟同样留守南京的室友
一起迎接新春；同时，建个家庭群，
视频连线，在镜头里共度佳节。她
还喜滋滋跟我说，“每年为了回家
过春节，我这边抢回家的票，父母
那边帮我抢回单位的票，忙得头
疼。今年可好，不用为了一张票烦
神了！”小姑娘还豪爽地对办公室
同事说，“今年的值班任务我包了
啊！往年都是你们本地人值班，今
年你们也放个假。”我提议她去我
家里过除夕，蓝蓝很体贴地说，“心
意领了，我们各自就在原地吧，在
群里云过年！”

蓝蓝的室友小李是一名高铁消
毒员，这个岗位是铁路部门因为疫
情防控而增设的岗位，一般从晚上
7 点工作到第二天早上 6 点。为了
让旅客的回家之路更加安全，铁路
部门做足了功课：从“无接触”进出
站，到车厢里的“不聚集”服务，再到
动车回到检修所时“防疫小分队”们
的彻底消毒行动。小李自豪地说：
我们列车是最安全的了。她和蓝蓝
计划好了，年三十吃完两人的年夜
饭，就去上岗。人家干脆报名自大
年三十连续上岗，好让本地常年在
岗的同事们休息几天。她对即将度
过的“高铁上的春节”，还有几分期
待。父母知道她春节不回家，寄来
好多好吃的。她也跟父母商量好
了，春节过后再回家。

犹记得电视上的一档采访节
目，记者问到一位工厂的员工过年
回不回家，穿着灰蓝色工作服的中
年男子，冲着镜头难掩黯然。他说
本来年货都买好了，想了又想，还是
决定就地过年，但想到不能回家见
见老人、孩子，心头有些遗憾。厂里
给了他们高额的过年红包，他便打
算给老人、孩子多买些东西。“我们
等疫情缓解再回家！”男子说到在视
频里告诉孩子给他买了乐高玩具，
小孩乐开了花的表情，他不禁也弯
起了眉眼，呵呵呵地笑了。其实，云
过年，也团圆。

眼下，全国的医务工作者们又
一次义无反顾驰援河北疫区，“基建
狂魔”们又一次大显神威日夜不休
建隔离安置点，志愿者在天寒地冻
的北方奔忙着的身影，就地过年的
游子们有点遗憾的表情，以及他们
坚决响应号召的行动，还有“石家庄
加油”的大幅标语，人们在窗户后面
比画着“必胜”的手势⋯⋯看到这样
的新闻，我的泪点总是特别低。疫
情虽然无情，但也正是这样的特殊
时刻，考验了人类、彰显了人性。

不回家过年又何妨？春节的寓
意是团圆，好多人暂时回不了家，但
只要心在家里、家在心里，心里的家
照样会与家里的那颗心团圆。世界
祥和，国泰民安，小家庭才能花好月
圆——这是牛年来临之际，挂
在我们心头最深沉的期盼。

心在家里,家在心里
□ 周水欣中国人最重视的节日莫过于春节，

这是家庭团聚的日子。“故乡今夜思千
里，霜鬓明朝又一年”“一年将尽夜，万里
未归人”等描写独在异乡、佳节思亲的诗
句都很感人。现代交通工具朝发夕至，
即时通讯工具更是可以视频连线，这就
消解了古代诗歌中这种忧伤的诗意。不
过，传统的力量是强大的，中国人还是喜
欢回家过年。一年一度的春运是世界上
最大规模的人口迁移。

人到中年，易于怀旧。从感情上，我
怀念上世纪 80 年代乡村的春节。那是
一个物资匮乏的时代，过年的时候有好
东西吃、新衣服穿、压岁钱拿，小孩子都
是欢天喜地的。那时的农村比较封闭，
打工潮还没有到来，青壮年劳力都还守
着一亩三分地，贫富分化不严重；冬天是
农闲时候，就开始排练跳龙灯、跳马灯。
这些集体文化活动的“总管”“教练”是村
里的长者，他们具有权威性，这可以看出
传统的宗族社会、乡村自治的特点。龙
灯、马灯队伍走村串乡，带来了欢腾的节
日气氛。

每年都有人在感叹，年味变淡了。
年味为什么变淡？中国社会正经历着巨
大的转型。中国传统社会是以宗族、血
缘为纽带的，有很多聚族而居的乡村。
现在，随着城镇化建设，乡村正在解体；
没有解体的乡村，村民也大多外出务工，
许多人只有年头、年尾才能一见。也就
是说，“熟人社会”正在消逝，而民俗活动
往往是以“熟人社会”为基础的，如跳龙
灯、舞狮子等等。以前家庭也是大家庭，
现在家庭单元都已缩小了，这种大家庭
的年味也无从产生了。此外，传统的年
味是以农业社会为依托的，以前一到冬
天，家家户户就要开始自制年货、自备年
夜饭，年味渐渐酝酿；现在物质丰富、物
流发达，各种年货很容易就配备了。没
有了酝酿的过程，年味变淡也就自然而
然了。传统的过年礼仪，这也是年味的
组成部分，但随着生活节奏变化了，一些

“繁文缛节”也慢慢被舍弃了。
我觉得年味变淡是社会正常发展的

结果，我更愿意用的倒不是“变淡”一词，
而是“变化”。我们现在有了新的问候方
式，也有了一些新的民俗，这些都是“变
化”。春节除了具有家庭意义之外，更有
社会意义，也就是加强社会认同、社会归
属。旧的“熟人社会”的秩序已然消解，
我们如何重建新的秩序、新的年味呢？

比如，我们如何让滞留城市的外
来务工人员感受普天同庆、人情
温暖？再比如，我们虽然已经有

小区、社区，但还尚未有成熟的“社区文
化”，如何在社区中也显现春节年味呢？
年味是一种“观念形态”，其所折射的是

“社会关系的总和”。所以，年味根本上
是一个社会问题。

谈谈我自己的过年吧！我离开家
乡，到南京求学、工作、生活已经 32 年
了。学生时期、单身阶段，春节回家与
父母团聚是天经地义。结婚之后，我有
了“小家庭”了，问题就来了：回哪个“大
家庭”过年？我只有姐妹，没有兄弟，如
果我不回家，家里就只有老人，未免冷
清。按照中国人的习俗，也是回男方家
居多。然而，我妻子是独生女，如她不
回家，家中也只有老人。为了避免纷
争 ，我 们 就 商 定“ 各 回 各 家 ，各 找 各
妈”。我们绝少在一起过年。2007 年
我女儿出生，新问题又出现了：女儿回
哪里过年？幼小的时候，她的生活是由
外婆照料的，依赖性极强，所以她跟着
外婆走。稍微大一点，有自主权了，就
由她选择：是跟爸爸还是跟妈妈？所以
迄今为止，我从来没在南京度过春节，
我 的 小 家 庭 也 从 来 没 在 南 京 度 过 春
节。这样的好处是免于年货采购之烦
以及种种琐事，“两肩担一口”“饭来张
口”。双方父母也接受我们的过年方
式，也乐于操劳。

不过，夫妻“各找各妈”的过年方式，
弊端在于没有独立性，似乎长不大。而
且一去一回都是在耗费短促宝贵的假日
时光。综合考虑，我已经老大不小了，我
们也该留守南京过年了！不过，这话总
是怯怯难于向父母出口。

今年防疫形势严峻，国家提倡“原地
过年”，避免大规模人口流动、增加风
险。我半个月前就给我妈打了一次电
话，弱弱地委婉地说春节“可能”“也许”

“恐怕”“大概”不能回家过年了。两位老
人家每天晚上端坐着看新闻联播，深
明大义。我想，他们内心应该是
有点失落的。我终于可以实现
在南京过年的“夙愿”，可又何
尝没有一点失落？一方面，
想不到机会是在这样一种
大形势下降临的；一方面，
父母年事已高，我却不能
让他们享受天伦之乐。
惟愿春暖花开，一切无
恙，我一定择日挈妇将
雏归家一趟。

接下来呢，我就要手
忙脚乱地准备年货了，有点
小小的憧憬、激动呢！

春好日，挈妇将雏归家
□ 俞香顺

不觉然间，时光晃荡一下，春节款
款而至。每遇熟人，总免不了问一句：

“回家过年吗?”问罢，别有一番滋味上
心头。

过年，已然成了一种情结、一种隐
喻、一种信仰。

过年图个啥？吃喝、玩乐？春晚、
红包？欢聚、团圆？情感、寄托？总
结、展望？⋯⋯每个人各有答案。其
实，古人自数千年前开始过年至今，历
经演变和更迭，在我看来，过年的一
切，都兼具形而下和形而上。

过年的形而下，是指由备年货、扫
屋子、贴春联、贴门神、贴福字、穿新
衣、燃爆竹、守岁、祭灶、祭祖、拜年等
一个个仪式组成的年俗；过年的形而
上，是指一个个年俗所彰显的过年的

“核心价值”。
为何扫屋子？天寒地冻、草木枯

萎的恶劣气候，成了先民生命中的一
道坎，给人以不可预知的死亡恐惧。
先民便在年关来临时，效仿皇宫中举
行的“大傩”仪式，扫屋子、掸灰尘，旨
在驱逐疫病冻馁之鬼，称为“逐除”。

为何燃爆竹？据《荆楚岁时记》
载：“正月一日，鸡鸣而起，先于庭前爆
竹，以避山臊恶鬼。”由此可见，燃爆竹
并非单纯为了娱乐，目的也是驱瘟逐
邪。此创意，恐怕与古人点篝火、防野
兽的做法有关。

大年三十，乃“月穷岁尽之日”。
先民为度过草木不生、食物匮乏的岁
末，必须提前储备食物。于是，便有了
蒸年糕、蒸馒头、备年货的习俗。

《周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
《孝经》也有“天地之性，人为贵”的
说法。可见，备年货、扫屋子、贴门
神、燃爆竹、守岁等年俗，体现了古
人 对 生 存 的 渴 求 ，对 生 命 的 珍 视 。
古人这一原始朴素的生命观启示我

们 ：生 命 诚 可 贵 ，活 着 最 重 要 。
用孟子的话说，便是“知命者
不立乎岩墙之下”。

年 节 来 临 ，出 于 对 生
命的珍视、对神灵的敬畏
和对先祖的感恩，古人找
到 了 一 种 既 直 接 又 物 化
的 情 感 表 达 方 式 —— 祭
灶和祭祖。

祭灶，也称“媚灶”，有
讨好灶神的意味。灶神俗称

灶王爷，负责监察人间的日常
善恶，并在每年腊月二十三（小

年）那天上天，向玉帝报告监察结

果。“功多者，三年过后，天必降之福
寿；过多者，三年过后，天必降之灾
殃。”担心灶王爷打小报告，人们呈上
糖果等贡品，敬香祭拜，求灶王爷“上
天言好事，下界保平安”。这一做法，
看似假意虚情，实则出于敬畏。

祭祖是年俗中最隆重、最具仪式
感的关键环节，不但祭品丰盛，而且过
程繁杂。小辈们须怀着虔诚之心向先
祖跪拜叩头，祈求福佑。祭祖之外，便
是给长辈拜年，为长辈祈福。古人云，
君子立身，孝字为本。祭祖和拜年的
年俗，很好地诠释了“孝”字。从“孝”
的字形看，“孝”由“土”、“一撇”和“子”
组成。“土”代表大地，“一撇”代表天
降，“子”代表小辈，寓意上下传承，有
了上辈才有小辈，上辈是小辈的天。
祭祖、拜年具有形而上的严肃意义。
小辈们正是在祭祖、拜年的精神洗礼
中，成熟成长，从而担负起代际延续、
文明传承的重任。

在“一元复始，万象更新”的时间
节点，如今，过年早已演变、升华为人
们聆听生命回响、细数旧年点滴、祈望
来年美好的情感寄托和归宿，其象征
意义远大于实际意义。于是，贴春联、
贴福字、穿新衣等年俗，成了人们营造
年味、编织梦想的有效形式。原本为
度过年荒而储备的年货——年糕、馒
头，已背离了吃的初衷，仅存“高——
年年高”“发——年年发”的寓意；那些
平常随便吃、过年依然吃的吃食，被赋
予了喜庆的雅号：“赚头”（猪舌头）、

“如意”（豆芽）、“元宝”（蛋饺）、“连年
有鱼”（鲢鱼）、“尊贵”（鳜鱼）、“凤爪”

（鸡爪）、“百财”（白菜）、“聚财”（荠
菜）、“团圆”（汤圆）、“金瓜”（南瓜）、

“节节甜”（甘蔗）⋯⋯
“故乡今夜思千里，霜鬓明朝又一

年。”（高适《除夜作》）现如今，人们总
感叹过年的氛围不浓，甚至称“春节”
为“春劫”，那是物质富有、精神贫乏的
缘故。试问，当过年都成为麻烦或鸡
肋的时候，那我们生活的意义和目的
究竟是什么？

著名作家冯骥才曾说，用生活追
求愿望，用愿望点燃生活。人生，在任
何时候都不能少了形而上。过年，不
仅仅是简单过节，其本质是精神的、理
想的，蕴藏着巨大的亲和力和凝聚
力。它既是中华民族文化传承的重要
载体、生命追求的精神支柱，更是华夏
儿女情感释放的饕餮盛宴、心灵净化
的世外桃源。

过年的形而上
□ 丁 东

让我们创造新的年
□ 汪 政

◀《金牛聚福》
陈耀剪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