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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刊

◀06▶
品读

“小女人”的锦心绣口
与人文情怀

岁月岁月
如歌如歌

欢迎乐山本土作者赐稿
电子邮箱：

313487468@qq.com

◀07▶
诗歌

“我为春天写首诗”（二）

◀05▶
市井

趣谈古代“春运”

年味浓浓是腊月
刘治军

时间进入腊月，故乡的人便不约而同地忙碌
起来，像蚁群从早到晚忙个不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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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悠长，像泥土的气
息一样迷漫着我们，迷漫着家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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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燃
放的鞭炮声里，让我们亲切地感觉到年就要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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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种讲究和年俗依然体现在我们的生活中。

每年我们都能及早地看到新年的新景象，各种
各样的生肖装饰，早早地占据了市场，让我们不得
不购买属于自己的生肖属相。更多的还是新一年
的属相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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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丝毫感觉不到冬
天的寒冷，我们感受到的是浓浓的年味和美好的时

光。红红的灯笼像一排排整齐的队伍排列在街道的
两旁，灯笼的下面更是五花八门，各种各样的年货展
现在眼前，就像梦一样袒露在面前，但它不是梦，是
现实，是生活。

春节前一个月里，各家各户几乎每天都要到
街道上转上几圈，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想为家里置
办更多、更新颖的年货。每一家买不够成千上万元
的年货都不会善罢甘休，因为日子好了，生活幸福
了，我们需要这样的物质生活，需要这样的消费。

置办好年货后，年就一天天地靠近，浓密的炊
烟里散发着浓浓的年味，那种年味我们稍稍用心就
能领会，满含幸福，满含一年的收获、一年的勤奋。

随着春节的脚步临近，我们能够深刻地体会
到一年的收成，我们能感觉到新的气息和新的景
象。年味像一坛陈酿的酒，散发着醉人的气息、迷
人的香味。相信，新的一年，我们会有新的愿望和
追求，所有的幸福都会与人分享，泪水和忧伤从此
消失。

◀08▶
书画

践行十爱 德耀嘉州

说到腊肉，年的味道便一下浮现出来。每年
刚进腊月的门，母亲就会准备腊肉这个年货了。
在母亲的心中，腊肉是过年的一种文化符号，是不
可或缺的。在我们四川，每到过年前，家家户户的
窗前檐下都会挂上腊肉，那一条条黄亮亮、香喷喷
的腊肉，带着岁月独有的烟火气，成为民间一种原
生态景观，充满了生活的气息。

翻开尘封了很久的往事，记忆里的腊味历历
在目。记得我小时候，母亲买回来一对猪仔，让
我们兄弟喂养。那时候还没有饲料，也没有农村
喂养猪仔的玉米面、谷糠。看着猪仔可怜的样
子，我们偶尔会从家中弄把米喂它。但在物资极
度匮乏的年代，我家条件也不好，人都没有多余
的吃食，所以不敢多喂，害怕母亲发现，只好任猪
仔自生自灭。

有一次我去街上购买早餐，猪仔便屁颠屁颠
地跟在我的后面。街上的这家早餐店叫红苕食
堂，却不卖红苕，只卖包子、馒头、稀饭之类的东
西，而且只卖早晨，十点之后就关门大吉。客人有
吃不完的东西便倒在一个废弃的瓦缸里。

猪仔像发现了新大陆似的，往缸里一扑，就痛
快地吃了起来，很快吃了个一干二净。从此以后，
瓦缸里的混合物仿佛成了猪仔的专属福利。每天
早晨，天不见亮，猪仔便早早地出门，去红苕食堂
自己觅食，吃饱之后，就慢吞吞地走回家。

用这样的混合物喂养的猪，虽然生长缓慢，但
这种养殖方式使猪肉紧致细嫩，肥瘦均匀。大概8
个月之后，猪仔已长得膘肥体壮。母亲说，可以杀
了，过年就有肉吃了。听说要杀猪，我们兄弟却有
些舍不得。我说，过年还早，再喂养一段时间吧。

母亲说，我们要把它做成腊肉。
腊肉是一种相当久远、最早可以回溯到南宋

的食物，可使肉在冰箱还没发明的年代长久保存，
既延长了食物的保质期，又创造出了一种全新的
味道。

母亲把猪肉晾在屋檐下风干，然后把盐和花
椒倒入炒锅里中火加热，待花椒出香味、盐色微黄
时离火放置，不烫手后，再均匀地抹在肉上，然后
放入腌制容器，淋上高度白酒并压上重物，放置在
远离热源的阴凉处。

听母亲说，腌制腊肉，熏是最重要的环节，用
柏树枝熏出来的腊肉，味道渗透得缓慢而充分，最
香最好吃。于是，我们兄弟就去附近的山上，砍回
柏树枝熏制腊肉。用泔水养的猪腌制出来的腊肉
口味独特，营养丰富，让人百吃不厌。

腊肉是当年过节和待客不可或缺的食物，当
熏制好的腊肉挂满屋檐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春节
快到了。除夕那天，母亲将炖好的腊肉切成薄
片，盛在盘子里，亮片亮片的，油光闪闪，让人看
到就口舌生津。终于可以开吃后，我迫不及待地
夹一片腊肉嚼在嘴里，那感觉，比神仙都神仙，口
齿生香，韵味无穷，真想天天嘴里都有腊肉吃。
看我们吃得一副陶醉样，母亲的脸上也露出了满
意的笑容。

是的，在除夕的美食中，最为难忘的，还是腊
肉，那烟熏火燎的记忆，是一种年味的传递，更是
一种美食的传承，它带来的不仅是上佳的口感，还
有一种诱人的文化体验。这活色生香的过年味
道，混合着时光、故乡、记忆等因素，永远留在我们
的脑海里，成为我们挥之不去的乡愁。

美味的腊肉 资料图片 请作者与本报联系，以奉薄酬

腊肉里腊肉里
的年味的年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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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春节来临前，春运总牵系着人
心。事实上，春运不仅古已有之，而且要比
我们如今更为艰辛劳顿。

随着春节雏形的出现，周朝就开始有
了春运。不过，那时不像我们如今多是外来
务工人员的返乡潮，古代春运的主力军则是
在异地为官的官员，他们每逢年关便会携妻
儿回乡祭祀先祖。此外，还有商人和手工业
者，以及一些在外游学的读书人。

不比我们如今春运时有飞机、火车、汽
车等多样化的出行选择，古人春运回家可要

“舟车劳顿”一番。如今数个小时可达的车
程，在古时则往往要走数天甚至近月。而且
古人春运回家的方式也颇为有限，囊中羞涩
者多是徒步，这种方法虽省钱但颇为辛苦；
官员们若距离较近会选择坐人力车，如中国

最早的人力车“辇”。而长途春运则主要靠
畜力车，如马车、驴车、骡车、牛车等，其中又
以马车为最主要的春运工具。乘车虽省力，
但古代多是泥路，所以也少不了一番颠簸。
最后一种是坐船，性价比最高，却时常会受
到气候的制约。比方在冬日若遇上河流封
冻，船便无法行驶了。

春运回家买票必不可少，如今甚至还
要提前数天抢购。古时的春运虽不抢票，
但同样也要买票，唐朝春运时不仅有全国
统一价，还设有最高和最低限价，价格要比
平日贵上些许。唐朝开元十八年（730年），
李白在长安宦游一年后准备赶回家过年，
一路不仅大经波折，而且车费的花销也足
以让人瞠目结舌。他先乘车往西走到了大
散关，再走陈仓道，翻越秦岭和大巴山后再

沿着金牛道最后才回到了四川江油，全程
足足走了1800里，时间1月有余，花了他12
贯钱车费，相当于如今人民币3万元。

不仅路途遥远和不便，古人春节回家
路上甚至还可能会有生命之危。《徐霞客游
记》中就记载了徐霞客在归途中，三次遇到
了强盗。其中在湘江上的一次最为惊险，
最后跳江才得以保全性命。此外，还有老
虎等猛兽，同样也是威胁人们平安回家的
隐患。

说完春运的历史，古人的春假也颇值
得一提。不像我们如今春节仅有七天假
期，古代因路途遥远和不便，春节假期则非
常充裕。如古代最高学府国子监，学生最
长可以请到一年的春节长假，不仅如此，学
校还会给学生们提供路上的差旅费。

每当腊月的寒风，一天天将年关吹近，
我便从故乡的山水中，寻找年的气息。那
些带着盼望的眼眸，穿过千山万水的呼唤，
从远处飘来。村口老槐树上的麻雀，在夕
阳的余晖里，忽而飞走，忽儿在枝头追逐，
叽叽喳喳的吵闹声，伴随着悠闲的时光，甭
提有多么惬意。总感觉生活在画里，其实
那就是一幅最精美的乡村图吧。

记忆中的老屋，是一家挨着一家的，虽
然挤挤的，却总让人感到温暖。在没有起风
的时候，站在西边的山坡上，你便能看到各家
各户的烟囱，那一缕缕的炊烟，直直地飘向蔚
蓝的天空，那是家家户户在忙活着打年糕。
蒸熟的年糕细腻柔软，松糯可口，人人爱吃。
新鲜的年糕可以炒着吃，也可以炸着吃，还可
以烫火锅，也是春节流行的一道美味佳肴。

紧接着就是做芝麻糖，每年做芝麻糖
母亲都叫父亲大清早去街上排队买糖稀。
糖稀有两种，有山芋糖稀和大米熬的糖稀，
我最喜欢吃山芋熬的糖稀了。每次糖稀打
回来，我们兄弟几个总是用手蘸着往嘴里
舔，一副馋相。那时父亲总是说不能吃了，
否则芝麻糖就做不出来了。最期待的还是
做芝麻糖的那一刻，母亲把糖稀倒进锅里
小火煎熬，直到成块状，再将米、芝麻，放少
许油在一块搅拌，然后揉成一个大圆球放
到糖箱里压平，切成规则的长方体，然后又

切成片，酥脆香甜的芝麻糖就成了，这也是
过年招待客人的上等点心。

到了腊月二十这天，大部分人家都开始
做豆腐。父亲把黄豆提前浸泡6个小时，待
发泡了打成浆，把浆烧开后舀到缸里冷却，
放入一定比例的石膏，待它们化学反应之
后，包扎沥水压结就成了白花花的豆腐。豆
腐的用途很多，小炒离不开豆腐，火锅离不
开豆腐，炸圆子离不开豆腐。豆腐不仅好吃
而且营养丰富，老少皆宜。

最开心的莫过于孩子们，能跟着大人
们一起赶集置办年货，那简直是最高兴的
事情。到了集市后，男孩子可以买自己喜
欢的鞭炮，女孩子可以插一头漂亮的绢
花。每到置办年货的日子，我总寸步不离
地紧跟着父亲，生怕他不给我买喜欢的礼
物。父亲去赶集时，会把我放在自行车的
大梁上，一路颠颠簸簸地带我去置办年
货。且不说一路上的人来人往，就是集市
上的热闹足以让我眼花缭乱。什么卖冰糖
葫芦的、炸油条的、卖豆沙包的，叫卖声此
起彼伏。特别是卖鞭炮的地方，更是引人
注目，为了尽快吸引购买的人群，卖鞭炮的
商贩相互比赛，看谁的鞭炮响，看谁的鞭炮
还带电光，那噼噼啪啪的鞭炮声，简直震耳
欲聋，吸引很多凑热闹的身影，我便拉着父
亲的衣角，挤到卖鞭炮的摊子上，选出自己

喜欢的一盒盒鞭炮。
父亲除了买年货，还会买我们平时很

少吃到的食品。比如小麻花、柿饼、苹果
等，等过年那天，除了供我们自己吃，也招
待来拜年的亲朋好友。最不能忘的，莫过
于选年画，买写春联用的红纸。等大年三
十那天，开始忙活着写春联贴春联、“年年
有余”“六畜兴旺”“吉星高照”等，预示着新
的一年，红红火火，吉庆有余。

厨房里，母亲那出出进进的脚步，不时
停留在锅灶旁，忙活着烹制各种美味佳肴，
惹得我口水直流。

我们一群小伙伴，嗅着厨房里飘出的香
气，便在巷子口高兴地放鞭炮了，弄个铁皮空
罐，凿一个窟窿用来点火，把一个鞭炮竖着放
进去，在窟窿处点着，赶紧捂着耳朵找个地方
藏好，看鞭炮能把铁盒子炸起多高，一个一个
的比，当看到一个炸得最高的，总要手舞足蹈
地在原地乱蹦，有时候还会被大人们指责顽
皮。记得有一年玩鞭炮，不小心炸伤了我的
小手，父亲是又气又心疼，但天性好动的我
们，还是喜欢那噼噼啪啪的鞭炮声。

年味，就这么从孩子们顽皮的鞭炮声
里涌出来，从春联的色彩中飘起来，飘过岁
月的长河，落在人们的心窝，也落在我们童
年的回忆里。当然，如今国泰民安，老百姓
的日子越过越甜，年味也越来越浓。

恭喜发财
田志仁 作

漫画漫画

儿时年味最难忘
叶文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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趣谈古代“春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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