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年，是一种记忆
路来森

年，是一种记忆，生活的记忆，历史的记忆。
我小时候，正值大集体时代。那个年代，老百姓

的生活：一个字“穷”。 平常日子穷，过年亦是穷。 寻
常百姓家，过年似乎很少买新衣服，孩子多，若是
买，也只是给老大买；然后，老大换下的旧衣，给老
二，老二的再给老三……关键是，一定要缝缝补补，
洗得干净。 过年，总要有点新气象，“干净”，就是一
种新气象。 吃的，自然也简单，饭桌上，很少有稀罕
之物。 肉，总还是有一点的，一二斤而已，主要是以
之飨客。 我记得，那些年里，在我们家，孩子们过年
的最大享受，就是那顿“除日”的中午饭。 每年的除
日，全家人大扫除，午饭，父亲就做一道“大菜”：猪
肉炖白菜。 肉，是猪脸肉。 那时候，我父亲是大队干
部，每年年底，总会分到一只猪头的。 肉片极大，厚
厚实实，夹一块入口，咀嚼起来，满口流油，那叫一
个香。 至今思来，犹觉滋味醇香得不得了。 大人喝
酒，都用小酒盅，习惯上叫“豆皮盅”，极言其小。 喝
起来，倒是挺有“酒像”，酒盅放置唇边，一口一口地
抿着喝，慢悠悠的，好似生活过得还蛮滋润的。酒盅
小，一则是因为当时的酒，多为高度酒；但更为重要
的，还是怕别人喝得多，过年，就打那么一二斤酒，

怎经得起大杯去喝呢？
不过，那个时候过年，还是挺“热闹”的。乡间过

年，是必定得拜年的，晚辈给长辈，少的给老的。 拜
年，讲究一个“早”，天亮之前，必得把“门子”拜完。
所以，子夜之后，大街上就热闹起来，人影幢幢，熙
熙攘攘，喧闹得不得了。 那份“欢乐”的动力来自哪
儿？ 现在想来，真是有点不可思议。 不过，再想想，
“穷”也要高兴啊；“穷欢乐”，也是一种欢乐啊。

改革开放以后， 特别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物
质生活逐步提高，老百姓的日子一天比一天好，
过年，就颇有些“气象”了。最大的改变，还是体
现在物质享受上。 一进入腊月，家家户户就忙
着“备年”了。 做新衣，购年货，忙得不亦乐乎，
人人脸上都堆满了满足的笑容。 到了新年，大
人、小孩，个个都能穿上一身新衣。 那种状态下
的新年，就似乎显得特别光亮。 最大的改变，是
体现在大年初一上。 大吃大喝，成为一种风尚。
初一拜完年，中午的事情，就是聚餐喝酒。 酒桌
上，大鱼、大肉，大杯喝酒。中午喝了，常常还要
晚上接着喝，仿佛，一下子要把前世欠下的酒都喝
完。在大街上，经常看到喝得东倒西歪，走路不成样

子的人。酩酊大醉，成为了一件司空见惯的事情。醉
则醉尔，但醉出的，是一份富足，是对从前贫穷的一
种宣泄，实在也是社会物质丰富的一种表现。

相伴而生的，也有一些社会不良风气。比如，赌
博，虽说“小赌怡情”，但赌“过”了，就伤情。炫富，也
成为了一种风尚；伴随着“炫富”丛生的，就是“浮
躁”的情绪，那一段时间，在追求富足的路上，似乎
人人都显得急急躁躁，匆匆忙忙……

一年一年地过着，物质，到了极大丰富的程度；
精神文明，也得到了极大的提高。

如今的新年，过得“淡”，过得“平静”。 不是
新年不新了，而是人们的心态正了。 没有人再

“急躁”，没有人再“炫富”。过年，似乎只是给大
家提供了一个相聚的机会。 也会餐，但很少有
人喝醉，更多的是在餐桌上进行交流：谈工作、
谈生活，叙亲情、叙友情。 甚至很多人，借过年的
时间，旅旅游，做些公益的事情，或者读读书，充充
电。

如今的过年，讲究的，是一个“精致”；讲究的，
是一种“品味”；讲究的是，在新年中，事事、时时，都
彰显出一份精神的高度。

2015 年，我想做的事
乔兆军

蓦然回首， 还来不及说再见，2014 年就从指尖
滑落了。 这一年里，有喜有忧，有笑有泪，但都已属
过去，站在 2015 年的门槛上，无论多忙，我都要抽
出时间，完成以下几件事。

2015年，我要常回家多陪陪父母。
父母岁数大了，仍在乡下辛勤劳作。 这一年里，

我不会再借故琐事多， 我会推掉不必要的应酬，常
回到乡下父母那儿，我要坐在灶前的凳子上，不紧
不慢地往灶膛里添着柴，看母亲在灶后忙碌又欣喜
的样子。 或者陪父亲唠唠嗑，谈谈庄稼谈谈收成，这
是他最感兴趣的话题。 喝酒的时候，有我陪着，父亲
总是喝得很尽兴。 回家后，我会关掉手机，让这一天
真正属于父母，没有什么比这个更重要。

2015年，我要重走一回“爱情路”。
我与爱人于 2000 年结婚，到 2015 年恰是水晶

婚，水晶透明清澈光彩夺目，象征着双方爱的互
溶和爱的层层叠加。 我与爱人相识于千山之
畔的襄师 ， 那一年 ，班级组织野炊 ， 我和爱
人分配在一组“搭伙过日子 ” ， 我们 就 这 样
莫名地相恋了 。 2015 年 ， 我希望和爱人一
起，再来到襄师寻找我们初恋的记忆，那间
在一起学习了三年的 9404 班教室 ， 翠竹苑
落满花瓣的长椅，绿荫匝地的碎石小路，汉江
边的渔船……十五年来，我和爱人相携相伴，风
雨同舟，肝胆相照。这个家，每个地方都流淌着我
们彼此的理解和信任。

2015年，读几本书暖心。
《罗马假日》里有这样一句话：“要么旅行，要么

读书，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 ”我想说，
2015年，我要让心和身体一起上路。 计划读几本想

读一直都没抽出时间读的书。 找一个僻静的地方，
最好是在宁静的乡下，远离喧嚣，行走在文字中，那
些慕爱的或是感动的，都会给我满满的温暖，让我
淡化功利，颐养灵性，在书中忘却自己也收获自己。

2015年，写一封信寄给远方的朋友。
我会试着给远方的朋友写信 。“朋友走

着走着，就散了，回忆都淡了。 ”我要用一封信
搭起记忆的桥梁，无论路有多远，山有多高，这
封柔软的书信带去的“真情实感”，如香醇的美
酒，一定会让朋友美美地回味许多日子。

当然，2015年还有好多事儿要做， 比如存一点
小钱，做一次短途旅游；寻一家老字号餐馆和亲爱
的人去品尝风味小吃；看一场老电影；在一个向阳
的山坡上，暖暖的阳光照着，干净的风吹着，闭上眼
睛美美地睡上一觉……

久别重逢醉乡音
刘志三

三爷年轻时远离沙河老家外出经商， 起初回来
过几次，后来年事渐高就再没回来。日前来信说要
回老家看看，闻讯一家人无不喜出望外。 这不，
天刚亮，二爷就赶来车站等候了。跟来接站的还
有大儿子天喜，二爷让他来，除了开车和照顾老
人外，还有一个想法就是让他当“翻译”，年轻人
脑子灵便，三爷在外多年，家乡的土话万一听不懂，
就顺便传传话儿。

亲人在站台相见，无不流下激动的热泪。三爷拉
着二爷的手动情地说：“二哥的身子骨挺好么！”二爷
指着自己皱巴巴的老脸说：“不沾了， 光剩一身枯搐
皮了，毛以掉光了，牙也全是假的了。 全指得孩子
们支应得好，才能赖不唧地活着。 ”天喜在一旁
给三爷翻译说：“毛以是指头发，支应就是伺候，
赖不唧是凑合的意思。”三爷听后说：“不用你翻
译，懂得的，懂得的。我说不成家乡话了，但能听
到家乡话也觉得亲切，在外边想听还听不到呢。 ”然
后转向二爷，也学着家乡话说：“都这么大年纪了，不
赖吗！ ”

进了家门，一阵寒暄后，天喜带三爷去洗手间，

并递去一个盒子说：“胰子！”洗罢，回到客厅坐下，有
人端来一筐新炒的花生， 三爷挑了一个仨仁儿的，
说：“咱老家叫长果，这模样的叫老头，对吧？”大家都
欣慰地笑了。早饭来了，天喜对三爷说：“三爷坐了一
路的车，该饿了，趁热吃饭吧！”三爷一边吃一边回忆
说：“还有一种带一层糖皮的，叫麻糖，是吧？”天喜回
三爷：“那时有，这时不常见了。 ”

吃过早饭，一凡儿十几口子来看望三爷，屋子里
顿时热闹起来。 三爷给每人发了一份小礼品， 二爷
说：“三步没有两步近， 三爷在外边结记着家里人
嘞！ ”不大会儿，从院里跑来一个三四岁的小孩
儿，一头扑进一个女人的怀里。女人对孩子小声
格囔（注：嘟囔）：“消停点儿，再寒贱，不待见你
了。 ”三爷看着那女人问天喜：“她是谁？ ”天喜
告诉三爷是俺老大屋里的。怕三爷听不懂，马上
改说老大媳妇。 三爷说：“晓得咱老家都把媳妇
说成屋里的。 ”那女人笑了笑，然后念叨自己的
孩子：“这孩子可费气 (注：淘气 )的嘞，烧包鬼，
咋降也不沾。不知咋，一见生人，就搐扭，可不出
莽嘞。 ”三爷开导说：“孩子还小，行以（注：习惯）

就好了。”说完，见满屋子的人都盯着他看，这才意识
到自己刚才竟然生生冒出了一句地道的家乡话，不
由得也笑了，笑得那么自然，那么开心，像个做了好
事的孩子。

都晌午边儿了，来人大都散去了。二爷领三爷到
各院走走，天喜跟着。 在老院，大家看到了当年的
营生筐、蒲墩、煤池的、火镩、取灯儿、瓦缸 ，还
有墙窑里的香炉。两位老人触景生情，忆起了许
多往事。 三爷说：“咱弟儿仨都是在这间屋子长
大的。 ”这时一只麻雀落在了门槛上，三爷感慨
地说：“咱这地方叫它小虫儿， 我还掏过小虫儿
窝呢。”二爷说：“多赞咱老弟儿俩再搬梯子掏一
回？”两人相对开怀大笑。之后，他们又看了各处
的新房，三爷说：“很时尚。 ”

从外面回来， 有人告诉三爷晌午吃扁食，一
种杏仁菜馅，一种韭菜馅。 三爷说：“杏仁菜好，
齐（注：自）打出去，再没吃过。 ”饭后二爷问三
爷：“喝水还是喝汤？ ” 三爷说：“老家人兴原汤
化原食，就喝汤吧。 ”二爷就向灶上喊：“端碗煮
扁食汤给三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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