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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逢佳节倍思亲”，春节对于中国人来
说，不仅是团聚的“仪式感”，也是将祝福和
思念兑现，是收拾行囊再出发的“一年之
计”。当“原地过年”成为疫情下的大背景，
2021的年也给我们带来了新的祝福和体验。

一个人的春节，也是试着独立成长的
机会。瑞嘉去年6月研究生毕业，来到南
京工作，从小到大，她的新年一直都是和
父母、外公外婆一起过的，今年因为老家
哈尔滨有疫情，她只能一个人在出租屋里
原地过年了。“虽然现在还没什么感觉，但
除夕当晚即使看着热热闹闹的春晚，应该
多少还是会有点孤独的。”前不久，瑞嘉梦
到爸爸妈妈来南京找她玩，意识到“我还
是想他们了”。

在原地“放飞自我”，不妨从“仪式感”
做起。瑞嘉说，一个人过年，也不能少了
年味，“在我们黑龙江那边，年夜饭一定要
有虾、鱼和排骨，我已在菜场把这些都买
好了，就准备大年三十看着菜谱大展手
艺。然后拍照上传朋友圈，告诉我的家人
和朋友们，我在原地过年，挺好的！”她还
打算大年夜在家族群里发个大红包，“我
已经工作了，可以孝敬家人了！让他们觉
得，他们的嘉嘉已能独立自主了！”

在宁开洗衣店的台州老板王永，今年
已是第二年因疫情原因，和妻子、大儿子
一起滞留在南京过年了。小儿子在老家
读高中，学校管理严，没法来南京过年。
回老家陪儿子，夫妻俩又担心一路奔波，
反而给孩子带去风险。“我们台州人在外
经商的多，最重视一年一度的春节团聚
了，两年都没能回家过年，确实有点遗
憾。好在从南京到台州，坐高铁不到4小
时，等春节过了，天气暖和一点，再回家看
老人和孩子吧。”老王说小儿子春节和爷
爷奶奶过，也挺好，再说如今有微信，有视
频，虽然不回家，和儿子在手机上聊天，说
的话反而比平时在一起时的多。

而对来自四川隆昌的饭店老板林晓
波来说，原地过年别有滋味。林晓波今年
48岁，来南京已有28年了，前年起在南京
大厂开了一家饭店，既做老板又做厨师。
没想到生意去年刚有起色，疫情来了，准
备的食材全部作废，“刚把200桌的年夜饭
食材提前备好，疫情突然加重，最后卖出
去的很少。疫情期间亏了100多万，人差
点崩溃。”好在去年五六月份起，饭店生意
慢慢复苏，“虽然一年没赚到什么钱，但亏
空慢慢补上了，今年的年夜饭也基本订满
了。”林晓波脸上露出难得的笑容。

疫情之下，即使在困境之中，林老板
想到的也不光是自己。2月1日，他在自
家酒店安排了一场特殊的“团聚”——请
附近的环卫工人们吃顿饭，他们中的多数
人和林晓波一样，都是外地人，都留在南
京过年。“环卫工人们很辛苦，我力所能及
的，就是请他们吃顿饭。都是外乡人，都
在异地打拼事业，挣钱养家，给他们提前
过个年，也是对自己的一种慰藉。”林老板
爱读书，爱写作，他想趁着牛年新春，好好
读读书，思考思考自己的转型之路，希望
转型后自己的生意能慢慢做大，招募更多
员工，继续帮助弱势群体。

而在南京市江宁区一家护理院里，护
理院院长李佳树和一大半坚守在岗位的
同事们，正为老人们的热闹春节忙得马不
停蹄：2月1日，护理院内专门举办了“年货
大街”，让老人们一起写福字、做糖画、串
糖葫芦等，老人们很高兴，过年期间活动
不断，下周还将举办护理员和老人共同的
运动会。年夜饭也早早地准备了起来。
李佳树笑着说，“主食计划准备饺子和汤
圆，我们早已开始包饺子，包了有一千多
个，为此特意买了个大冰箱。”

“今年的值班任务多派我啊！往年都
是你们本地人值班，今年你们也放个假。”
在南京铁路部门工作的吴岚豪爽地对同
事们说。吴岚家在兰州，大学毕业上班已
有四年，每年春节都要回家看爸妈。今年
她与父母商量就留在南京过年了，长辈表
示理解。吴岚早就想好了，春节自己在宿
舍烧一点菜，跟同样家在外地、也决定留
守的室友一起迎接新春，同时，建个家庭
群，视频直播，在镜头里共度佳节。吴岚
所在部门负责高铁接触网检修，春节期间
都是双岗值班，她写了值班申请，准备过
一个劳动者的春节了。

尚未消散的疫情阻断了游子的行程，
却难以阻断亲情。原地过年虽然略有遗憾，

“云团聚”同样不失温情和亲情。拿起手机
给家人发个红包，说句“新年快乐”，让祝福
替我们回家过年；放下手机，新的一年，从原
地出发，继续奔跑，待春暖花开，和家人彼此
拥抱，说一句“好久不见，都挺好的”。

新年快乐！

让祝福代我们回家
□ 姚依依

视 线

只 要 能 拥 抱 世 界 ，拥 抱 得 笨 拙 又 有 什 么 关 系 。【一周微言】

理想秩序的追求，自我实现的认可……具
象的仪式却往往能给予人抽象的感受，让人联
想、体验到自己所渴望的价值观，从而产生知
觉共鸣。追求仪式感，如同给自我一个全神贯
注的暗示，通过完成了充满仪式感的动作，将
自己与更高维度的精神进行连接。

对大学刚毕业的孟雨青来说，最近体验到
的一次仪式感，是她职场生活中一次充满意义
的出发。1月初，来自黑龙江的孟雨青在一家
新闻单位结束了半年期见习轮岗，即将走向正
式的工作岗位，内心难免有几分忐忑。让她没
想到的是，入职前，单位专门为新人开了一个
特别的入职仪式。“总编辑坐下来说的第一句
话是，‘怎么只有我们面前有茶杯，快给年轻人
也倒上！’瞬间让大家紧张的心情放松不少。”
谈独立，谈梦想，谈奋斗的勇气，整整两个小时
的“见面会”，全程气氛热烈、温馨，总编辑用
16个字寄语年轻人，“坚持理想、热爱平台、珍
惜同事、享受生活”。这样一个意料之外的入
职仪式，让孟雨青感受到融入大家庭的温暖，
更体会到所在集体对个体的托举和期望：“这
种仪式感，让一种自豪、积极磅礴的力量油然
而生，鼓励我用庄重而认真的态度去对待未来
的工作，对待生活里的每件事。”

而在去年七夕佳节，这家单位还特地为数
十对新人伴侣、数十名新生宝宝举行七夕主题
活动，两双印有报纸创刊号的银筷子，祝福新
人成双成对，一只卷报状的黄金挂坠，祝福宝
宝茁壮成长。这样的仪式和精心准备的礼物，
给员工带来的是一种企业文化的凝聚力。活
动现场，90后女孩徐丽说，“这样的仪式，让自
己有一种成长得到了见证的获得感，特别想主
动去建设、传播这样的企业文化。”

对很多人来说，仪式感还是一种对自我精
神的升华，让自己自律、反思、有敬畏、有责任，
成为一个更好的人。“健康所系，性命相托。我
志愿献身医学事业，恪守医德，救死扶伤，奉行
人道主义精神……”今年33岁的陆可仍然清
晰地记得，15年前，刚考入南京医科大学的他
在老师的带领下，和同班同学一起宣誓这段经
典的希波克拉底誓言。十多年过去了，如今他

已经是江苏省人民医院一名合格的外科医生，
但宣誓的仪式和誓词所蕴含的深厚寓意仍牢
牢镌刻在他心中。“读大五那年，我在医院实
习，一天夜里，一位术后病人某项数值突然跌
到很低。当时值班医生也没注意到这个问题，
我发现后连忙汇报上去，最后挽救了这位病
人。病人痊愈后，他的家属专门送来了锦旗，
在接过锦旗的那一刻，我脑中突然回忆起那次
宣誓，誓言声声，又在耳畔响起。”行医路上，陆
可见过许多生死关头，面临过无数次巨大压
力，每当默诵希波克拉底誓言，他愈发理解那
句简简单单的“健康所系，性命相托”所寄托的
勇气、信仰和价值观。

真切地感知生命，热忱地面对生活，仪式
感让流逝的时光切切实实有了存在感，让人生
成为一种精神的沉淀。

对今年82岁的南京市民施顺才来说，拍
照是他的家庭一个重要的仪式，每个节点的一
张张照片，让他的家庭档案走进了南京市档案
馆。“我这一辈子，最坚持做的一件事就是拍照
纪念，家庭的每一个变化、每一点进步，我都会
用相片记录下来。”1961年，施老结婚，花了一
个月工资30多元，专门去北京王府井大街的
中国照相馆拍婚纱照。“那会儿经济不富裕，拍
婚纱照和旅行结婚只能选一项，我们一合计，
拍婚纱照是人生一个重要的仪式，是必选项。”
50年后的2011年，施老金婚，在子女们的簇
拥下，他和老伴又拍了同款婚纱照，以这种仪
式纪念他们历久弥新的爱情。

“我家有一个照片档案，里头有几千张家
庭照。前两年，南京征集‘最美家庭档案’，我
拍的一组照片入选了，那组照片里是我的家
庭交通工具的变迁，从堂子街买的二手自行
车到助力车、小轿车，见证了改革开放后越来
越美好的生活。”在施顺才看来，照相作为一
种家庭仪式，是一种无声的记录，个人的成
长、家庭的变迁、时代的脚步，不经意间就能
鲜活地映射出国家和时代的风貌。“和儿孙们
翻看这些相片，回忆过去的历史，谈谈今天美
好的生活，是一个家庭最好的文化传承和精
神连接。”施老说。

还有7天就要过年了。贴春联，看春晚，吃团圆饭，是中国人过年最盛大的仪

式。今年因为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政府提倡原地过年，云拜年、云团圆将成为新的

过年仪式。仪式感，源于传统遗风和民俗文化的传承，出于我们对生活的尊重和热

爱，更是人们与现实世界深度连接的一种精神追求。当采访完这个选题，村上春树

的一句话始终萦绕在我们耳边：仪式感让生活成为生活，而不是简单的生存。

让平凡岁月
拥有意义

仪
式
感

□ 本报记者 傅秋源 吴雨阳

放寒假回到家，泰州姑娘郭婷婷不出意
外地看到一盆鲜丽的水仙花，亭亭玉立于家
中的八仙桌上。每年临近过年，母亲就会早
早地挑选出最茁壮的水仙花球，摆在干净的
老瓷缸里，每天换一遍清水。“有了水仙，才叫
过年！”母亲说。母亲还常对小郭说，四季不
同的蔬果、花卉，什么季节吃什么、摆什么都
有讲究，有仪式感才代表着这个家日子过得
红火。“瓶里插红梅、盘中养水仙，这叫‘岁朝
清供’。春节一过，菖蒲艾草、粽子五毒是‘端
午清供’，月饼柿子、老藕老菱用来敬中秋月
亮。古书上还说，以前的文人雅客，把砚屏、
琴、石刻、古画等器物，当作‘文房清供’。”郭
婷婷对节气最初的印象就来自于这些潜移默
化的习俗，仪式的隆重感和暖融融的亲情紧
紧联系在了一起。“俗话说，八节有常春之景，
四时有不谢之花，这种家庭的仪式感代表着
对生活的尊重和敬畏，重视仪式感，其实是对
传统节日的认可和期盼。”

“春节、端午、中秋这些传统节日是中国人
的一种精神坐标，它的仪式感，传达出人们对
传统文化的信仰，营造这些仪式感，也是普通
百姓自我犒赏的机会。”在南京机关干部高民
凯记忆中，过年是乡村最重要的仪式。腊八一
过，家家户户就开始忙过年了，准备年货、添置
新衣、洒扫庭除，一直要忙到除夕当天。“在我
的故乡，正式拉开过年序幕是腊月二十三送
灶，就是把长年驻守人间灶房的灶王爷礼送天
庭。家家户户在灶上贴一副千年不换的对联：
上天言好事，下界保平安。头天送完灶，第二
天是小年。一件大事就是把列祖列宗接回来
过年。先是在屋外燃放一挂长长的鞭炮，合族
男女老少齐声吆喝：列祖列宗回家过年啰。年

三十的仪式最多，贴对联，打香石、拜菩萨、祭
祖宗，接下来才可以吃年夜饭。”

高民凯说，过年是农耕文明的集体记忆，
是乡土中国的一次集体狂欢。中国人的年味
从仪式中来，点缀曾经清贫的生活，期待漫长
的美好未来。

正如南京农业大学民俗学研究所季中扬
教授所指出的那样，中国人正是通过种种仪式
感，来表达对自然、神明的敬意，对历史和传统
的珍视。

位于南京夫子庙的江南贡院，每年都会为
“小书生”们举行庄严的开笔礼仪式。“老师们
笔染朱砂为孩子们‘点聪明’，孩子们一撇一捺
写下第一个工整的‘人’字。有时是为满十周
岁的孩子举办‘成童礼’，他们身着汉服，通过
击鼓鸣志和诵读《弟子规》，品味国学经典，了
解传统文化。”南京市游府西街小学教师陈荣
荣认为，这样的“启蒙”仪式是对传统文化最好
的回望守护，“循环往复中，传统与当下生活相
互勾连，将仪式感带回日常，让文化记忆变得
愈加厚重，也激活了传统文化原有的生命力。”

而在日常生活中，“抓周”也是孩子成长一
个重要的仪式。南京媒体人姚洋洋家刚满周
岁的儿子刚刚经历了“抓周”。当牙牙学语的
小宝宝张开小手毫不犹豫抓了一支毛笔，把爷
爷奶奶、外公外婆乐得合不拢嘴。“作为80后，
我和老公本来认为这是封建迷信，是家里长辈
强烈要求，好像不做这个仪式就少了什么似
的，我才上淘宝买了这个‘抓周套餐’。”看着喜
不自禁的长辈们，姚洋洋心里涌动着阵阵温
暖：“听我妈说，我小时候也办过‘抓周’，这个
仪式体现的其实是长辈对孩子的祝福和期望，
希望这份祝福有一天能成为美好的现实。”

现代社会，不再根据农历时间来安排生产生
活，传统节日的仪式感渐渐式微。然而人们发现，
时光流转，人们仍然需要用仪式感来满足内心的
情感需求，点亮平凡的生活。

在苏州一家互联网企业工作的李玉玲，四年
来每周都要抽出一整天时间去郊外写生。写生原
是她学生时期的爱好，毕业后，虽然工作压力大，
她仍然把这一兴趣坚持下来，将一成不变的日子
点缀得与众不同。“以前看电影，《走出非洲》的女
主角即使身处荒蛮之地，也会带上一套精致的餐
具；《花样年华》里面的苏丽珍，出去买菜都要换一
身和昨天不一样的旗袍。在我看来，这些都是仪
式感。仪式感出于对自我的认可和热爱，在能力
允许的范围内，主动让自己发生惊喜的改变，让平
凡的生活有一束光照耀。”不易保留的雪景、转瞬
即逝的彩虹，十多本厚厚的画册上，李玉玲描摹下
那些美好的景象，也获得身体和精神的双重愉悦。

用积极乐观的心态去面对生活，认真过好生
活中的每一个时刻，也是一种仪式感。在南京一
家国企担任部门主管的齐峰以前总觉得，生活应
该简单点，随意些。但认识妻子吴娅后才发现，生
活中有点仪式感，能更好地表达内心，增进和所爱
的人之间的感情。作为时尚女性，吴娅绝对是精
致主义者，每天早晨会精心准备早餐，当齐峰起床
后，看到阳光洒在布置得一丝不苟的餐桌上，玻璃
瓶里插着鲜花，白瓷盘里是精致的早点，下面垫着
蓝白格子餐垫，让齐峰在惊喜之余十分感动。渐
渐地，齐峰也有了改变。去年冬天，他在家里鼓捣
了半天，做成一面“照片墙”，上面贴满了他专程去
打印出来的照片，记录了两人相识相知后的美好
回忆；今年吴娅生日，齐峰抽出时间，在一家酒店布
置好场地，安排好庆祝流程才通知吴娅去现场。
看着气球、彩带、浪漫晚餐，吴娅的眼中满是“小心
心”：“心态决定状态。完美爱情在现实中几乎是不
存在的，但通过仪式感，我们感受到平淡生活中小
小的浪漫，能让彼此变得更好，让人生有所回味。”

有时，仪式感则是一种对自我的确认，对人生的
重新启动。2021年元旦，南京媒体人王伟已是连续
第五次参加“跨年看日出”活动。为了争先看到清晨
的第一缕阳光，凌晨五点多，南京紫金山顶就被登山
爱好者挤得满满当当。能在新年伊始观看一场盛大
的日出，王伟对此十分迷恋。“此时拥抱日出，亲眼目
睹一座城市的苏醒，见证新一年的喷薄而出，是一件
多么有意义的事。删除上一年那些并不太美好的记
忆，一切都重新开始，重新出发，人生充满了新的希望
和无限可能。”在王伟看来，经历这种仪式感好比一次
充电，让人充满正能量，能用一种全新至净的眼光看
待人生，欣赏生活，让自己有了更高的精神追求。

有时候，仪式感就像一束光，照亮我们平凡简
单的生活，让我们看见眼前的自己，更有诗和远方。

仪式感满满的亲子活动上，一个个新生宝
宝在书法作品上按下手印或脚印，成就独一无
二的《心灵“手”巧》《“脚”踏实地》。

万程鹏 摄（视觉江苏网供图）

认真生活，
平凡的日子需要一束光

礼仪大方，传统文化的精神坐标

知觉共鸣，链接更高维度的世界

2020年9月29日，
苏州大学第二实验学
校一年级新生在入学
礼仪式上行净手之礼。

王建康 摄
（视觉江苏网供图）

1961年，施顺才和妻子的婚纱照。

2011年，施顺才和妻子的婚纱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