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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六十岁左右这代人，

虽然未经历战乱之灾，却忍受

过饥荒之苦。小时候，时常吃

不饱穿不暖，固然企盼着除夕

的到来，因为只有过年时，才能

穿新衣服，吃上鱼肉，填饱饥馁

的肠胃。而且有丰富多彩的年

俗活动，让儿时的我们充满情

趣和快乐。

大年三十，除了吃之外，主

要活动有贴对联、放鞭炮与守岁

三项。一大早，村里的那位老先

生就忙得不亦乐乎，大人指派小

孩拿着红纸，纷纷前来求写对

联。老先生是晚清的秀才，饱读

诗书，满腹经纶，书法颇有功底，

对联的内容因人而异，语意贴

切。每写好一副对联，他都会自

我欣赏一番，似乎很惬意自己的

文采。村民们大多没有文化，不

懂其中意味，贴对联只是图个吉

利，写得好歹并不在乎。孩子们

拿到自家对联，冲老先生说声

“谢谢”，便急忙离开，回到家中

交由大人将对联贴上门柱。

守岁，是一家之主的任务。

以前的农村没有电灯，只能点盏

清油灯或煤油灯来照明，又无电

视可看，守岁就是干坐，很是无

聊。等到半夜子时，主人燃放一

挂鞭炮，再关上大门，守岁才算

结束。不过，孩子们倒是喜欢陪

着大人守岁，也不感觉寂寞。因

为他们的嘴没闲着，桌上的各色

糕点被他们吃了大半。

燃放鞭炮是农村过年的传

统习俗。每家至少要放三挂，年

夜饭、封门、开门时各放一挂。

那此起彼伏的“噼啪”声响彻夜

空，为原本寂静的村落增添了节

日气氛。而捡鞭炮，则是孩子们

的最爱，他们三五成群，带上手

电筒，早早地守在人家门口。当

主人“吱呀”一声打开大门，点燃

鞭炮后，他们闪在一旁，捂上耳

朵，待鞭炮响完，便冲上前去，疯

抢地上未炸响的零散鞭炮。有

些调皮的小孩，在主人将最后一

截鞭炮抛向空中时，便猫腰向

前，鞭炮刚一落地，则一脚将它

踩灭，并迅速揣进衣兜，拔腿就

跑，等主人发现，他们早已逃之

夭夭。

第二天，孩子们聚集一起，

各自炫耀自己的战果，接着便是

点放鞭炮，或抛向空中，或扔进

水里。更有甚者，将鞭炮插入路

上的牛粪中，待有人经过，悄悄

点燃，“嘭”的一声，牛粪四溅，路

人吓得一跳，身上沾了牛粪，四

处一看，却不见人，只得骂骂咧

咧地离开，孩子们则在暗处偷

笑。玩鞭炮有时也很危险，这些

捡来的零散鞭炮，大多引线很

短，刚一点火，未等扔出，却在手

心里炸响，轻则麻疼，重则炸裂

手掌。尽管如此，过年捡鞭炮、

放鞭炮的游戏，孩子们还是乐此

不疲。

正月，是农村最热闹的时

段。走亲访友，舞龙灯，唱大戏，

内容丰富多样。小孩们更是对

跳龙灯、狮子灯很感兴趣，看完

表演之后，他们喜欢模仿大人开

展游戏。虽然道具简单，可依然

乐此不疲。

还是儿时的年味十足，其乐

无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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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时候，最期盼的事情就

是过年。因为过年不仅有新

衣服穿，有饺子吃，还可以收

到一些压岁钱。

在我的记忆里，每年的大

年初一天没亮我就和哥哥早

早起床，穿上新衣服，洗洗脸

梳梳头，然后和父母一起先去

给爷爷奶奶拜年。

我们一家人到了爷爷奶

奶家，爷爷奶奶已经端坐在客

厅的大方桌两边。于是父母

在前，我和三个哥哥在后，一

家人站成两排，一起跪下给爷

爷奶奶磕头拜年。等我们站

起来后，爷爷就给我们兄妹四

人每人两角钱的压岁钱。

那些压岁钱是我爷爷提

前专门找人换的新钱，平平整

整光光滑滑的。我的记忆里

那时的两角钱是草绿色的图

案。我们兄妹把收到的压岁

钱像宝贝一样小心翼翼装进

新衣服兜里，用手按住，唯恐

弄丢了。

从爷爷奶奶家出来，我们

赶紧回家吃大年初一的早饺

子，是素馅的。村里有个说

法，大年初一早上吃素饺子，

寓意新的一年里，日子过得素

素净净平平安安。

吃过初一早晨的饺子，父

母嘱咐我们兄妹四人一起去

邻居的长辈家拜年。

到了邻居家，邻居们第一

件事情是端着自家炸的麻叶

子给我们吃，条件好的家庭还

会拿几颗糖果给我们。

那时每家都很穷，给压岁

钱的很少，除非是自家亲戚，

一般邻居小孩去拜年，除了吃

点麻叶子和糖果，根本就收不

到压岁钱。因为麻叶子和糖

果平时是吃不到的，所以过年

能吃到麻叶子和糖果也是不

错的味蕾体验。

我小时候的压岁钱大都

来自爷爷奶奶、姥姥、小姨和

两个舅舅。他们给的压岁钱

加在一起大约有两三块钱。

两三块钱在六十年代末对于

一个农村孩子来说，已经是数

目不少的收入了。

在我的记忆里，我的压岁

钱大都被母亲要走了。母亲

的理由是我们家要和姨家舅

家礼尚往来，她也要给我那几

个表弟表妹压岁钱。我当然

不愿意把压岁钱给我母亲，母

亲就留下一块钱让我自由支

配，其他的钱她就强制要走。

因为平时没有零花钱，母

亲能给我留下一块钱，我已经很

知足。我手里握着几张一角两

角的纸票，心里有说不出的高

兴。一块钱的压岁钱，我大都是

留着，等拨浪鼓货郎来我们那里

卖东西时，我爱买那种蜡染的纸

花戴在头上，那时自我感觉特别

漂亮，现在回想那时的模样简直

就是傻大姐一个！

记得有一次，我花五分钱

给母亲买了一个黄色的铁皮

顶针。送给母亲时，母亲直夸

我长大懂事了，知道买有用的

东西了。得到母亲的夸奖，当

时我的心里美滋滋的。

时光匆匆，如今几十年过

去，我已为人母，是我给孩子

们发压岁钱的时候了。每当

我给孩子们压岁钱时，我就想

起我小时候的压岁钱，此时我

的心里总是不自觉地漾起难

忘的幸福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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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了腊八，年的脚步越来越近，

过年的气氛越来越浓郁。老佛山的

春节习俗，反映出传统民俗的特征，

体现了岭南历史和时代风貌。

大约四千多年前，古百越族人已

在佛山一带生息繁衍。隋开皇十年

（公元590年），佛山属广州南海县辖，

称季华乡。唐贞观二年(公元628年)，

在塔坡岗下掘得铜佛三尊，遂改季华

乡为“佛山”。宋代，中原人南迁至佛

山定居，与百越土族人融洽共处，后

来逐渐把佛山发展成为历史名镇。

在佛山，从腊月下旬至年三十的

迎春习俗，包括开油镬、“谢灶”、打扫

屋子、行花街、上挥春、团年饭、“卖

懒”、“责年”等。

“煎堆碌碌，金银满屋”。过年前

十五天左右，老佛山人便开油锅炸煎

堆、炸油角、炸蛋散等活动，准备过年

的食品，希望新一年有“油水”，日子

像油镬似的油润、富足。

到了年廿三、四，老佛山人就进

行“谢灶”。“谢灶”时，要供奉甜食，祭

品当中有两碌长蔗、两块片糖和一对

有枝有叶的柑。两碌蔗的作用是给

灶君当天梯，返上天庭。片糖代表甜

食，柑取粤语谐音“金”，用来敬谢灶

君。传说，老百姓为了让灶君在玉帝

面前讲好话，所以要令灶君口甜；

也有另一说法就是要黏着他

的 嘴 巴 ，免 他 乱 说

话。祈求灶君

上天说好话，人间降吉祥。

“年廿八，洗邋遢”。这习俗的起

源据说一直可以追溯到商周时期“驱

除疫鬼、祈求安康”的一种仪式。传

统民俗中，在二十七、二十八两天要

集中地洗澡、洗衣，除去一年的晦气，

准备迎接新春。这习俗寄托着人们

破旧立新的愿望和辞旧迎新的祈求。

年宵花市，也称为“行花街”，往

年，佛山花市在春节前几天举行。老

佛山人常说，“年廿九行花街，行过花

街才过年”。除夕晚上是佛山花市的

高潮，老百姓买来鲜花，寓示大吉大

利、大展鸿图。

在抗疫的关键日子里，政府部

门借助多个媒体的平台力量，推动

年花“走出去”。今年，一连串云上

兴农举措开启购买年花新模式，拓

宽销售渠道，振兴乡村产业，为老百

姓、花农带来实惠。行花市、买年

花、备年货，是过年仪式感里不可少

的一环。线上新春花市活动设有

“云逛花街”“一图寻花”“云购年花”

等板块，涵盖线上购物、美景游览

等，让老百姓可以全方位感受指尖

上的“年味”。“线上迎春花市”紧跟

时代步伐，为花农打开新视野，谱写

高质量发展的新篇章。

挥春，是老佛山人过年不能忽略

的一种年味。年底，佛山的挥春街飘

满墨香。到了年廿九，家家户户开始

上挥春、贴春联，一派喜气洋洋的欢

乐景象。

年三十，小孩子们要去“卖懒”。

大人点着一炷香，让小孩子提着灯

笼，到街头巷尾去边走边唱道：“卖

懒，卖到年三十晚，人懒我唔懒！”年

三十当天除了吃团年饭外，老佛山人

还要“责年”。“责年”即压年，人们会

将办置好的年货，如猪右手、发菜等

有好意头的东西，拿出来放到米缸

上，祈求跨年好运，来年丁财两旺。

“责年”的蔬菜肉食，有葱、芹菜、大

蒜、鲮鱼等。葱，意取聪明，孩子读书

上进。芹菜，示意勤奋，做事勤力。

蒜，精打细算，善于理财。鲮鱼，年年

有余。

年初一，人们早早起床，一家人

在厅堂举行拜年礼仪。拜年礼后，人

们可以出去走亲访友，相互拜年，恭

祝新年大吉大利。

又是一年春节至，吉祥如意的对

联，各种各样的年画，到处洋溢着新

年的喜庆。在浓浓的年味里，过年的

浪漫，过年的温馨无处不在。一家人

在团聚中感受着亲情的温暖，让祝福

传递着情谊，点亮新的希望。

文明健康的习俗是社会的新风

尚，传统文化 的 和 谐 与 凝 聚 力

是 构 建 和 谐 社 会 的 重 要 内

容。过年，要求高质量

和高品位，既不丢掉

老 传 统 ，又 要 具

有新文化。

立春
◎高黎杰

立春是一封信

从古老的节气里

寄到人间

大地虔诚地启封

万物开始朗读

立春是一首歌谣

从母亲的嘴里流出

载着童年的渴望

淌过岁月的情愫

在心里驻足

立春是一束光

射进父亲的胸膛

期盼的心飞出

在田野里巡察

在土地中生根

立春是一只号角

吹响一次新的冲锋

在沉默之后

在喜悦之余

在天地之间

新桃换旧符
◎李有平

越来越温暖的风

轻轻地将旧年的尘埃一点一点擦掉

一群穿着新衣服的孩子

欢快地在刚贴上春联的大门前放鞭炮

牛年的主题

除了对疫情的些许担忧

更多的是热闹和喜庆

是关于耕耘的激情和对丰收的热烈盼望

回味梅花的幽香

翘首展望春天的容光

一串温柔的声音

把我从冬梦中喊醒

对于眼前这个阳光明媚的世界

我既心怀感激

又充满无限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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