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终于熬到了年除夕，这天下午，女人
们带着女孩子在家包饺子， 男人们带着
男孩子去给祖先上坟 。 而这上坟 ，其实
就是去邀请祖先回家过年。 上坟回来，
家里的堂屋墙上 ， 已经挂起了家堂轴
子 。 轴子上还用墨线起好了许多的格
子，里边填写着祖宗的名讳。 轴子前摆
着香炉和蜡烛，还有几样供品。 不可缺
少 的 是 要 供 上 一 把 斧 头 ， 取 其 谐 音
“福”字。 院子里已经撒满了干草，大门
口放一根棍子 ，据说是拦门棍 ，拦住祖
宗的骡马不要跑出去。

那时候， 不但没有电视， 连电都没
有，吃过晚饭就睡觉。 睡到三星正晌时，
被母亲悄悄地叫起来。 起来穿上新衣，感
觉到特别神秘，特别寒冷，牙齿得得地颤
抖。 家堂轴子前的蜡烛已经点燃，火苗颤
抖不止， 照耀得轴子上的古人面孔闪闪
发光，好像活了一样。 院子里黑得伸手不
见五指， 仿佛有许多的高头大马在黑暗
中咀嚼谷草。 如此黑暗的夜再也见不到

了， 现在的夜不如过去黑了———这是真
正地开始过年了。

这时候绝对不许高声说话， 即便是
平日里脾气不好的家长， 此时也是柔声
细语。 至于孩子，头天晚上母亲已经反复
地叮嘱过了，过年时最好不说话，非得说
时，也得斟酌词语，千万不能说出不吉利
的词，因为过年的这一刻，关系到一家人
来年的运道。 做年夜饭不能拉风箱———
“呱嗒呱嗒”的风箱声会破坏神秘感———
因此要烧最好的草，棉花柴或者豆秸。 我
母亲说，年夜里烧花柴，出刀才。 烧豆秸，
出秀才。

因为草好，灶膛里火光熊熊，把半个
院子都照亮了。 锅里的蒸汽从门里汹涌
地扑出来。 白白胖胖的饺子下到锅里去
了。 饺子熟了，父亲端起盘子，盘子上盛
了两碗饺子，往大门外走去。 男孩子举着
早就绑好了鞭炮的杆子，紧紧地跟随着。
父亲在大门外的空地上放下盘子， 点燃
了烧纸后，就跪下向四面八方磕头。 男孩

子把鞭炮点燃，高高地举起来。 在震耳欲
聋的鞭炮声中， 父亲完成了他的祭祀天
地神灵的工作。

回到屋子里，母亲、祖母们已经欢声
笑语了。 神秘的仪式已经结束，接下来就
是活人的庆典了。 吃饺子之前，晚辈们要
给长辈磕头， 而长辈们早已坐在炕上等
待着了。 我们在家堂轴子前一边磕头一
边大声地报告长辈：给爷爷磕头，给奶奶
磕头，给爹磕头，给娘磕头……长辈们在
炕上响亮地说着：不用磕了，上炕吃饺子
吧！ 晚辈们磕了头，长辈们照例要给一点
儿磕头钱，一毛或是两毛，这已经让孩子
们兴奋雀跃了。

年夜里的饺子是包进了钱的， 我家
原来一直包清朝时的铜钱， 但包了铜钱
的饺子有一股浓烈的铜锈气，无法下咽，
等于浪费了一个珍贵的饺子， 后来就改
用硬币了。 现在想起来，那硬币也脏得厉
害，当时，我们根本想不到这样奢侈的问
题。 我们盼望着能从饺子里吃出一个硬

币，这是归自己所有的财产啊，至于吃到
带钱饺子的吉利，孩子们并不在意。 有一
些孝顺儿媳白天包饺子时就在饺子皮上
做了记号，夜里盛饺子时，就给公公婆婆
的碗里盛上带钱的， 借以博得老人家的
欢喜。 有一年，我为了吃到带钱的饺子，
一口气吃了三碗，钱没吃到，结果把胃撑
坏了，差点儿要了小命。

还有一件趣事不能不提， 那就是装
财神和接财神。 往往是一家人刚刚围桌
吃饺子时 ， 大门外就起了响亮的歌唱
声 ：“财神到 ，财神到 ，过新年 ，放鞭炮 。
快答复 ，快答复 ，你家年年盖瓦屋 。 快
点拿 ，快点拿 ，金子银子往家爬……”
听到门外财神的歌唱声 ， 母亲就盛上
半碗饺子 ，让男孩送出去 。 扮财神的 ，
都是叫花子。 他们提着瓦罐，有的提着
竹篮 ， 站在寒风里 ， 等待着人们的施
舍。 这是叫花子们的黄金时刻，无论多
么吝啬的人家 ， 这时候也不会舍不出
那半碗饺子。

抒怀

忆纸包
□ 易美文

快过年了，人们争相挑选各色年礼。
这让我想起了小时候的年礼———纸包。

过年前夕， 妈妈会叫我去供销社的
南杂店购买送亲友的礼品， 因用纸作包
装物，所以我们习惯称之为“纸包”，都是
包些兰花豆、麻花、桔饼、红枣和蛋糕等
之类的副食品，一般是一斤装。

营业员站在长长的柜台内， 将一张
正方形的灰白色食品包装纸铺在柜台
上，用杆秤称好食品，小心翼翼地倒在纸
上。 不一会儿工夫，她就像玩魔术似地将
食品包成不同的式样， 有长方体、 正方
体，也有锥体的，然后从柜台下扯出一根
大概是席草类的专用带子熟练地扎好。

到走亲戚时，人们就会提着各种“纸
包”相互赠送，一般是每家两包，根据亲
疏程度，内装食品的价格会有所区别。

我家有个大柜子， 一到过年就会摆
满各种“纸包”，多数是亲戚送的。 妈妈会
将奶奶爱吃的“纸包”留下，然后将其它
的“纸包”进行调换、搭配，以便给人还礼
或转送给别的亲戚。 当时也没有塑料袋，
路近的一般就用手提着， 路远的会用布
袋子装起来。

“初一崽初二郎，初三初四拜地方，
拜年拜到初七八，洗了锅子腾了坛。 ” 这
句谚语的意思是： 大年初一和初二分别
是自家儿孙和女儿女婿来拜年， 之后就
是亲戚和地方客了，到了初七初八以后，
亲戚朋友基本都来过了， 装食品的器皿
也空了，可以洗了。 十五过后，年就彻底
过完了，纸包从张家转到李家，又从李家
转到朱家，被不断转来送去，最终尘埃落
定，终于有了归属，于是被留下来慢慢吃
掉。

当时农村的防潮工具大多用石灰
缸，奶奶就有一个专门用来放“纸包”的
石灰缸，就是在陶缸底部铺上一层石灰，
将食品放在里面，密封住缸口，防潮效果
一流。 但里面的吃食宝贝得很，不是随便
什么人都吃得到的。

现在， 人们的送礼方式更加简便直
白。 这些年来，那带着浓浓年味的“纸包”
时代总是让我难以忘怀。

回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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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童年是在湘北农村度过
的。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每每迫近
年关， 农户都会请屠夫杀猪准备
过年。 因“杀”字含有凶意，农户图
吉利 ，便都不叫 “杀 ”年猪 ，而叫
“洗”年猪，寓意“喜”。 那时候家家
户户都养猪， 但村子里只一个杀
猪匠。 所以，春节前十几天，杀猪
匠就开始忙碌起来了。

杀猪那天 ，屠夫和农家男子
汉先拿出两副长凳 ，上面加个木
板拼成台面。 在台面下放好一个
专门用于洗猪用的特大木盆作
为屠宰场 。 与此同时 ，支上一个
大铁锅烧开水 。 全部准备就绪
后 ， 屠夫开始给帮工布置 “工
作”。随着他一声令下，两个帮工
拿着铁钩 ， 一个帮工拿着木棒 ，
大步走到猪圈旁。 一个人开始扔
钩子勾住了猪的后腿 ，拿木棒的
人瞅住机会把猪挤到角落 ，另一
人用铁钩顺势就勾住了猪的嘴
巴 。 猪动弹不得 ，只是大声地嘶
叫 。 其他人一拥而上 ，把猪的前
腿和后腿捆住 ，从猪圈里面抬到

了台面上。
猪被 “点红 ”后 ，一会就慢慢

地停止了嘶叫与挣扎。 之后，大家
一起将年猪放入特大木盆中 ，再
倒入滚烫的水将猪很快烫透后剔
光猪毛。 最后，将猪吊到木梯上，
由屠夫开膛破肚，取出“下水”。 至
此，一头猪就“洗”完了。

那时候， 用猪油炸出来的丸
子总觉得那么香， 用猪骨头汤下
的面条总觉得吃起来顺口， 腌出
来的腊肉吃起来总那么有筋道 ，
更是百吃不厌的下酒菜。

童年的我总觉得过年和吃肉
是联系在一起的。 当然，现在肉的
意义不仅仅是蛋白质与脂肪 ，更
是过年的一种象征 。 对于农家 ，
“洗”年猪是对过去一年辛劳的总
结与奖赏。

离开故乡多年后， 我很少回
乡。 但据我了解，湘北地区农家现
在过年依然“洗”年猪。 随着人们
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洗” 年猪
的技术先进多了， 而给予杀猪匠
的酬劳也大不一样了。

舞
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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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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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洗”年猪
□ 吕建

我对过年的记忆大多来自小
时候的舞龙。

从大年初一开始， 我便跟着
父亲舞龙的队伍走村串户。 说起
舞龙，父亲一脸自豪。 他告诉我，
龙由龙头、龙身和龙尾构成。 龙头
用竹条扎成架子，糊上白色的纸，
再涂上各种颜色，有嘴、有眼、有
胡须，形态逼真。 龙的节数以单数
为吉利，多见九节龙、十一节龙。

舞龙是有讲究的。其一，必须下帖子。将
一张写着“恭喜发财”的红色纸送到别人家
里，如若接了帖子便接了龙，到时候舞龙的
队伍必定会来到你家。帖子一般都会送达到
每家，不论贫富贵贱。其二，有固定的乐器班
子，一面锣、一面鼓、两个唢呐、两个钹，一共
六人，其中唢呐是主唱。其三，舞龙者必须是从
上游舞至下游。

舞龙最有趣。 有原地抡舞的，一般是舞
左半圈走一小碎步， 舞右半圈走一小碎步，
龙在原地上下盘旋， 左右逶迤， 这叫神龙发
威，气壮山河。只是最辛苦的要数第一把和最后
一把，第一把龙头最重，舞龙者必须是背阔腰圆
者才能胜任。 龙尾最轻，龙头向左时，龙尾除了
迎合前面的舞龙者外， 还必须碎步快跑到左边
前面让龙头咬尾， 接着又要快步回到队伍的最
后，从右边碎步快速跑到龙头位置。

也有追着红色的龙珠飞腾跳跃，忽而高
耸似飞入云端，忽而低俯如入海破浪。 也有
手持龙珠的人， 指挥舞龙者摆好几个字，绕
场一周后，锣开鼓响，舞龙者有序地散开，回
到自己的位置，又开始抡舞，此时主家必须
燃放鞭炮，以示感谢，乐队各司其职，齐鸣奏
乐，一派欢乐祥和。

现在，年味越来越薄，虽然很难再见到
舞龙，但根植于内心的温暖却一直都在。 我
何其有幸，父亲在我童年里留给我的不仅仅
是温暖，更是传统的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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