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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间舞狮
长沙县梨江中学 李海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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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炉而坐，达旦不寐，谓之守岁”，围炉夜话言往事，家家户户喜团圆，是不少人心中难以忘怀的春节记忆。这个春节，本报

联合新湖南·湘学频道共同推出《围炉夜话》栏目，湖湘教育人纷纷撰稿，讲述记忆中的年味，共享新时代下的团圆“新样子”。

现辑录部分文稿，以飨读者。

话习俗

夜幕即将降临，黑黝黝的山间总有

红红的灯光从屋角弥漫开来，星星点

点，温暖着薄雪覆盖的枝丫。突然“咚”

地一声，大锣打破了山村的寂静，敲开

了新年的钟声。

舞狮队来拜年了。小时候几乎年

年都可以看到，不管多晚，不管什么天

气，我们还跟着队伍看他们各处表演。

队伍越来越壮大，走在乡间的小路上，

所持的马灯，照亮着蜿蜒的小路，宛如

黑夜中一条欢快的龙。

舞狮的人通常会先送帖子，如果愿

意接，这一行浩大的队伍才会来到主

家。舞者的狮衣一般是用梧桐皮划成

条泡制，一根根地编织好，并划出绒毛，

涂上红黄绿三色，闪闪发光，那是一种

经过岁月磨砺后的光泽。

未进门，先表演。只见长约四尺的

红黄绿三色狮衣下，猫腰着两个人，前

面的人举着狮头，后面的人一手抓着狮

衣，一手抓着狮子尾巴，两个人的脚随

着鼓点的快慢轻重，左纵右横。

踏步上台阶，乐曲声响起，舞者先

对主家堂屋拜三拜，以示对主人的尊

重;又对着东西南北拜四方，以示对天

地的敬畏。

鞭炮声响起，那是主家在接吉祥狮

子纳福。接着正式进入主家堂屋，屋内

有方桌一张，那是舞狮的表演之地。

奏乐者敲“添丁锣”，舞者从左侧碎

步而入，绕桌一周，或跳跃，或搔首，或

洗耳，或匍匐于地；又突地一跃，跳上方

桌，或舔毛，或擦脚，或叩首，或朝拜，形

神皆备。此时只见慢锣先响起，持狮头

的舞者，马步低头，两手向下，手持狮头

和着节奏轻抖，摇头晃脑着。当锣的节

奏越来越快的时候，持狮尾的舞者，单

腿一跃，竟然跪在持狮头舞者的后背

上。此时，狮头舞者的身子，轻轻向下

一沉，狮尾的舞者稳稳当当地立着。此

时快锣响起，后者持狮尾，和着节奏，由

慢到快，和狮头一起摇动，寓意为”摇钱

树”，祝愿主家财源广进，幸福吉祥。只

听见短暂而有力的铿锵声“咚咚咚”，有

人高声唱和“恭贺新禧”“吉祥如意”，话

音刚落，狮子又恢复了方桌上搔首、瞪

眼、扭屁股的可爱模样。

表演完毕，主家的红包也不失时机

地送了过来。

多年以后，乡间舞狮渐渐地淡出了

人们的视线，但这一切都留在我的记忆

里，挥之不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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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夜里的火，十五晚上的

灯。不仅茶陵，全国许多地方都有

这个讲究。

什么叫三十夜里的火呢？这里

的火不是指灯火，而是火塘里的

火。现在很少能看到火塘了，取而

代之以煤火、燃气、电磁炉、烤火桌、

空调……然而我最怀念的，还是那

红彤彤暖和和的火塘。大年三十

晚，火塘正旺，映着一家人红润的脸

庞。大家喝麻子茶，吃稣子、油角

仔，唠今年收成明年希望，听鼎罐的

水在勾索上滋滋低唱，半夜不眠，曰之“熬

岁”。平日里，家人早早睡了，省了柴火，三十

晚的火，则不能熄灭，须“火”到明年，寓意来年

红红火火，顺利吉祥。柴是早备下的茶柴，最

好有茶树蔸脑，周围再倒入茶壳，耐烧，味香。

第二天扒开火堆，火炭火红火红的，像刚刚烧

过似的。

正月十五晚上，则是灯的世界。

尚未入夜，许多人家已经亮灯了。神龛

上，一对大红蜡烛徐徐点燃，发出喜庆的光

芒。坪墙上，大门边，灶厨里，每一间屋子，小

红蜡烛不甘示弱，争相闪烁。就连牛栏、水

井，也有蜡烛欢快的身影。这第一个月圆之

夜，如银的月光有了烛光的加盟，似乎要与白

昼一争高低。许多地方这一夜争奇斗“灯”，

通宵不眠，美曰“灯会”。

十五的灯，不能不说到孔明灯。

午饭刚过，一干人马连成长队，热热闹

闹，走门串户，干嘛？讨油。讨油做甚？不为

吃，放灯用。脚油不好吃，用来放灯，却是上

品。不用说，这些人中十几岁的居多，一路嘻

嘻闹闹，煞是好玩。十几家下来，就已

经讨得盆满钵满，凯旋而归。至于布

条，就更加易得。讨油的同时，另一班

人去了墟上，买纸。纸以皮纸为佳，纸

薄，韧性好，制作的灯放得高，也耐

用。没有皮纸，就用普通的白纸，较

厚，易破，也飞不了多远。放两三回，

便多处破洞，不闭气，基本报废。

孔明灯的骨架用细篾丝扎成，底

部用扎丝横竖成十字架，中点就是放

油条的位置。油条放多少，是有学问

的，多了，灯飞得太远，追不回；少了，

灯可能飘不过屋场，若是落在屋上，难免会

有人不高兴。缘何？做灯的纸素色居多，而

春节里，素色是比较忌讳的，尤其是白色。

咋办？挂上两根红飘带，写几个字，诸如天

降吉祥、喜从天降、福到喜来。万一灯落在

了谁家房顶，也可以“弥补”一下，少招一些

埋怨。

放灯的乐趣在于追灯，少则几里，多则十

几里甚至更远，力气活，是后生们的“专利”。

点火，端平，挨地，闭气，放手，“膀粗腰圆”的

灯摇摇晃晃离开了地面。突然，灯像横了起

来，仿佛要被点着，惊得人直叫“哎哟”。其实

那是逗你玩，有惊无险。灯在叫喊声中越飞

越高，人随着灯跑成一线长龙，月光下增添了

一道风景。天桥，烈女岩，水库，岩内，大金

山，灯渐渐飞过人们熟悉的地方，火光由明而

暗，由暗而熄。追灯人陆陆续续掉队，气喘如

牛，愈来愈少。当看到挂在树上落在水边的

灯，追灯人的眼睛倏地亮了，像刮开中了奖的

彩票。

十五的灯，就是这般迷人！

贫困户家过大年
湖南省作协会员 曾令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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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跟你商量个事。”文哥说。

“什么事？”我从书里抬起头

来。

“这不，快过年了，我打算带你

一起去近毛家。”

我家和近毛的渊源得从二十

年前说起。

那时，文哥还在教育局上班，

经常下乡的原因，他结识了一班子

乡下老哥们。近毛，是挂牌的贫困

村里最贫困的一家。他出生时患

小儿麻痹症，走路一瘸一拐。父亲

去世得早，他还有个残疾的大哥，

全家住在村里一个废弃的破烂平

房里。那年，文哥从汨罗进了批肉

兔种，免费分发给近毛等村民，他

常常下去提供养兔技术，甚至吃住

都在村里，我笑他成了典型的“兔

儿爷”。也因此，他跟近毛等成了

老哥们。

这么多年过去了，近毛过得怎

样？我也很想知道。

车子行驶在一坦平阳的油渣

路上，才十多分钟就到了近毛家。

“文哥，嫂子，你们来啦!”近毛从一

幢崭新的平房里一瘸一拐地走出

来，热情地把我们迎进屋。

近毛带我们参观他的新家，两

室两厅，白色的瓷砖铺地，红色的

石棉盖瓦。卫生间、厨房，干净明

亮。厨房里，一个三四十岁的女子

正在忙活着，“这是我老婆兰香。”

近毛说，“村里家家挖了沼气池，卫

生又经济!”

村子里的鞭炮声密集了，近毛

家的年饭也熟了。“客气话我不会

说，来!为我们的好日子，干一杯!”

谷酒看似不烈，后劲不小，近毛的

话匣子也打开了。“都是托政府的

福！二十年前，这样的日子想都不

敢想！年年吃救济，年年照样穷！”

近毛说起往事，感慨万千。“别说娶

媳妇，就是想吃顿肉，都是奢望。

我还记得那年年底，你和嫂子做了

一桌好菜，请我和三爷等几个在你

家喝酒，哎!一晃二十年了!”文哥拍

了拍近毛的肩膀，“这么能干的媳

妇，怎么让你娶到手了？说说你们

的故事吧!”原来，中央精准扶贫的

政策下达后，村里也行动起来了，

近毛家成了扶贫对象，他脑子好

使，就被送到县城免费学习汽车修

理，这样，就认识了厂里做饭的兰

香……

屋内，菜香缭绕，酒醇醉人；窗

外，烟花绽放，妇孺皆欢。这样的

年，过得真欢畅!

年味是蒸出来的。

腊月二十六早上，我应

母亲嘱咐领着妻儿回

老家一趟，赶着帮忙蒸黄米粑粑。

妻子菊早早地起了床，特地买了三件香梨放

在车上。“一件给父母，一件给退休的陈校长，第三

件给谁呢？”我禁不住问她。

“是给‘四川’的……”她怕我添了心思，柔声

细语地解释道。

“四川”其实是一学生家长，她是从四川嫁过

来的。她的家在村级马路旁，青瓦土墙，石臼木

门，冬日里，窗户上的薄膜时常被风撕扯得哗哗作

响。菊担任村小校长后，我曾多次开车送她去

“四川”家，有时是送书本，有时是送玩具或者衣物。但每次

我都是在车上等着，只知道“四川”家是精准扶贫对象，有三

个孩子，都在念小学。

菊告诉我，“四川”感激她对孩子们的关爱，好几次提着

时蔬到学校去找她。她受不了别人对她的好，因此，总想着

机会回报别人，这不快过年了……

她俩电话约定好在107国道路边见面。我刚驻车不久，

对面一辆摩托车径直驶向我们。菊连忙下车迎了上去，把两

件香梨递给了对方，还掏出今早神神秘秘封好的三个红包塞

在那女人的手心里。“四川”也是有备而来，把一个鼓鼓的袋

子一推一拉地“回敬”给了菊。后来打开一看，有花生、红薯

干、外婆菜等。

匆匆别过，五分钟之后，菊接到一个电话，是陈校长的爱

人吴老师打来的：“小菊，你在哪里？过来坐呀，怎么招呼

都不打就走了呢？”“不坐了，感谢您二老对我的照顾和关

心……”菊甜甜地回答，笑声溢满车厢。

途经镇里的集市时，我停车也买了一件香梨，菊好奇地

问：“你这是？”

我故意变着调儿说：“只许你邓大校长送爱心，不许我李

某人表示表示呀？”

进了村，我把梨扛给了陈婶。前年，她的儿子（我孩提时

的伙伴）去世后，儿媳改嫁，一个人要拉扯两个十来岁的孙

子，怪难的。还好有国家的资助，两孩子并没有辍学，并且他

们住进了扶贫专项建造的新房子里。

刚从陈婶家出来，抬头仰望，活动中心的广场上，一面崭

新的国旗正迎风招展，在阳光下熠熠生辉……

“一路前行，感谢有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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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这里将海哥好有一比！”

“胡大姐，我的妻啊，你把我

比作什么人罗……”

伴随着耳熟能详的唱段，爸爸

眯缝着眼睛，跟着电视机边哼边在

腿上打着拍子，一脸的陶醉。这再

熟悉不过的曲调也勾起了我的兴

趣，坐下来认真观看。

记忆中，每到春节，一听到锣

鼓梆子响，大人们就吆喝：“哦，来

了打花鼓的！”小朋友们就呼朋引

伴、欢呼雀跃：“来了花鼓呢，看花

鼓去！”“好呢，看花鼓去。快点走！”大

伙就循着鼓声而去，几十个戏迷和好奇

者里三层外三层地将打地花鼓的人围

了个水泄不通。小孩子们总是凭着块

头小，像泥鳅一样从人群缝里挤到前

面，我也不例外。有人实在挤不进，就

搬条凳子站在凳上看，还有甚者抓着窗

户栏杆看。打地花鼓的演员一般为一

旦一丑两人，伴奏五人：一人敲锣，一人

打鼓，一人吹唢呐，两人打钹。丑角头

戴烂草帽或布帽，画着“三花脸”，黑白

脸谱，鼻翼上有白色的“小”字或“m”形

字母。滑稽的脸谱加挤眉弄眼、弯腰、

甩棍等搞笑的动作常常惹得大

伙笑声连连。旦角头戴花饰，涂

着厚厚的白粉，两颊涂满腮红，

一身粉红衣裙，手拿两把扇子，

在锣、鼓、钹等的伴奏下，演员时

而唱，时而念，时而转圈，时而甩

辫梢，时而走碎步……人们看得

如痴如醉，还有人模仿着哼唱。

唱到诙谐处，大伙热情地鼓掌，

小孩哈哈笑着起哄，新年的欢快

在具有浓郁地方特色的花鼓戏

里流淌、蔓延……

时隔三十多年，不懂音律的

我都能说出许多花鼓戏曲目，比如《讨

学钱》《补锅》《打铜锣》《打铁》《小姑贤》

等。

岁月不居，时节如流。如今年轻一

代大多喜欢摇滚、港台音乐等，乡里乡

气的花鼓戏已不大受追捧。春节里，没

有了极接地气的花鼓戏，不见了浩浩荡

荡的追戏队伍，总觉得过年的味道淡

了、少了……记忆里那有韵味的花鼓戏

呀，已经深入了许多人的骨髓里，我愿

花鼓戏艺人们不断推出好的作品，愿

花鼓戏能再度繁荣，再度唱响山村的

每个旮旯。

年来联语
新田县毛里中心校教师 张晨

近几年，每临近新年，父亲都会去参加

送春联活动。受疫情影响，今年很特殊，父

亲很“安分”。但他还是写了不少春联放在

车里，遇见相熟的人，便会送上一副。

“何不拿去卖呢？”我问父亲。

“怎么能靠这个赚钱呢？我们的祖辈们

做好事也从没收过钱呀。”父亲略有所思，跟

我谈起了祖辈们的事：

“你上祖父我也没见过，但村里的清风

亭就是他们筹建的，他们的姓名和事迹还能

在亭里的石牌上看到的。”

“你曾祖父是一名小有名气的草药医生，

我小的时候见他的房间里挂满了大大小小的

葫芦，他几乎把精力全用在采药和帮人治病

上了，对病人总是来者不拒，又分文不取。”

“你的祖父呢？因为文笔好、字写得好，

也帮村民们做过不少事情。改革开放前后，

他已经病休在家，当时办喜事，人们都喜欢

送上一幅画（印刷的）或一张大红纸去祝贺，

上面得写上‘新建华堂’‘人丁兴旺’‘百年和

好’‘福寿双全’之类的祝福语，因此每逢村

里办喜事，家里就门庭若市，你祖父写个不

停，你奶奶也在一旁招呼客人，端茶送水。

一到过年就更不用说了，来求对联的人可谓

络绎不绝，而他们总是热情相待，不取分

文。你祖父还经常帮人写书信、‘打报告’。

村里的电路也是你祖父他们办妥的。”

“至于我嘛，今天能用毛笔写春联，从根

本上说也是受你祖父的影响，从小耳濡目

染，书法的种子就在心里种下了，年轻时不

懂事，没有花功夫去练字，进入中年后才越

来越认识到书法的重要性，所以才坚持练

字，其实就是希望能为书法传统文化的传承

和发展尽点微薄的力量。”

“传家有道唯存厚，处世无奇但率真，

家里虽然没有明文的家风，但正如曾国荃

的对联所言，祖先们一直奉行忠厚待人、从

善为乐、耕读传家的传统。今后，也希望你

们晚辈能有所传承与发展。”听完父亲的

话，我对新年、对春联、对祖先，又有了新的

感悟……

有人说，想要留住一个人的

心，要先留住他的胃。大山深处的

农村老家，留住我的，除了白发的

父母、孩时的回忆，更有味蕾上那

抹之不去原生态的各种美味。家

乡的酸、家乡的辣、家乡的软糯棉

甜……

其中，最记挂的莫过于母亲做

的那一碗喷香的红薯粉粑粑。我坐

在火坛边，父母各拾一条小凳坐在

我身旁，笑眯眯看着我大快朵颐。

老家的自留山上，父母年年都

会种好几块地的红薯，每到年关，

勤劳的母亲会自制一些红薯淀粉，

自家食用或招待来访的亲戚朋友，

最常见的吃法就是红薯粉粑粑炒

辣椒了。母亲做得有汤，却又不能

叫汤，像勾过芡，但又没勾芡，那浓

浓的“汤”带着油花，包裹在表面，

像老抽的颜色，更像是母亲浓浓的

爱，切上几块薄得透明的五花肉

片，末了再撒入香菜葱花，在氤氲

的热气下，香气扑面的红薯粉粑粑

炒辣椒就做好了。

红薯淀粉制作还是不简单的，

择冷天挑光鲜的红薯，去皮洗净打

磨成浆，加清水用干净的纱布多次

过滤置安静处 12 至 24 小时，沉淀

下来的白色物质就是红薯淀粉，倒

掉上层清水后铲成 5 公分见方的

小块，再用无烟的小火烘干备用。

食用时，取烘干的红薯淀粉块

敲碎成粉倒入锅中，加入等碗大小

的四碗清水并均匀搅拌使之融化

（喜欢有嚼劲一点的可以少加一碗

水），大火继续搅拌让红薯淀粉化

开，再改中火边熬边搅拌待出现少

许的块状，然后按同一方向搅拌至

冒泡，最终成粘稠透明的状态，然

后准备一个“模具”抹上一点猪油，

把煮好的淀粉糊倒在模具中并晃

动一下震掉空气，静置一个小时倒

扣在案板上就可。

母亲的做法多将定型后的红

薯粉粑粑切片与辣椒同时下锅，待

炒至外表生一层焦黄便可起锅，吃

起来外焦里嫩带着爽滑。在物质

条件极为贫乏的小时候，炒上一盘

红薯粉粑粑，堪称人间之美味。

斗转星移，现在那种单纯的红

薯粉粑粑炒辣椒早已成过往，杂混

之间又多了一些五花肉、甚至是透

着亮光的腊肉片，让人看一眼都会

忍不住流出哈濑子。

母亲做的红薯粉粑粑这样好

吃，但我从来没有学会也不曾学

过，因为我固执地认为只有母亲做

的才能那样好吃，这很像一种仪

式，需要合适的时间、合适的地点

及合适的人，缺一不可。这么多

年，过年时母亲的这盘菜从来不曾

缺席。

土家族有“忙年”的习俗，在腊月二十九煮猪

头，为三十的年饭做准备——我们过“赶年”，年饭

是在腊月三十凌晨吃的。

火坑里的柴火烧得正旺，红色的火苗升腾着

年的温度。父亲从火坑屋的梁上，取下熏腊的猪

头猪尾，“啪”地一声扔在火坑边。火炕里，几把烧

红的火钳静候多时。滚烫的火钳烙在猪头上，“滋

滋”作响，腾起一阵阵油烟，猪头上的毛被烙得一

干二净。

母亲把猪头猪尾洗净，摆上桌，放鞭炮敬天

地敬祖先，感恩于这一年的收获，也祈求来年的

好运。各家各户的鞭炮声陆续响起，远远近近

一片热闹。猪头被放进一大锅烧得滚烫的水

中，和猪头猪尾一起煮下的，还有腊猪蹄、腊豆

腐、香肠……母亲给灶堂里添柴加火，油星点点在

水面翻动，腊肉浓重又带着丝丝香腻的味道飘在

空气中。年味，就这样浓郁火热起来。

孩子们在灶边等待多时，猪头熟了，母亲将猪

头捞起放在盆中，开始分拆。拆下的猪脸、猪耳、

口条等分类切好装盘。拆猪头时，母亲将“核桃肉

(猪脸内的精肉)”分给家里人吃，“核桃肉”是猪头

中最好吃的，色泽鲜，口感绵，味道香。我们吃得

眉开眼笑，嘴角沾油。吃完了，眼巴巴等着吃猪尾

巴。按照习俗，猪尾巴是要给小孩的。小时候，我

和妹妹争着要吃猪尾巴，母亲将猪尾分成几段，一

人一半。吃猪尾巴对于童年的我们来说，是印象

最深刻的事，也是最幸福的事，毕竟一年之中只有

过年时才能吃上一条猪尾巴。“小孩盼过年”，盼的

就有猪尾巴的味道!正月拜年时，亲戚们逗我们：

“吃了猪尾巴了，成绩可不要耍尾(落后)啊!”

今年，我和家人一起“忙年”，腊月二十九“煮

猪头”依然是我们这里最隆重的年俗。以前，物质

匮乏，一年到头省吃俭用，煮了猪头过大年，既是

改善生活，也寄托了美好的心愿——愿好日子有

头有尾，越过越圆满。现在，想吃什么就买什么，

煮猪头是老习俗的传承，母亲常说，前传后教，前

人怎么做，后人也那样做，年的味道，就在这样的

传承里，幸福也在这样的传承里。

好日子好日子““有头有尾有头有尾””
慈利县芙蓉学校慈利县芙蓉学校 李文丽李文丽

夏家洞的红薯粉粑粑夏家洞的红薯粉粑粑
双牌县教育局仪电站副站长双牌县教育局仪电站副站长 夏旭明夏旭明 话美食

话传承

话喜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