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奉永成

40多岁的湖南女子学院的冯
祥斌， 即便已在长沙工作了近20
年，如今还是会像小孩子一样，盼
望着回老家过年， 除了家人团聚
外， 老家浓浓的年味也是他盼望
回家过年的因素之一。

冯祥斌的老家位于永州市金
洞管理区白果市乡，是一个瑶、汉
两族合居的偏僻山区。“在我们老
家过春节，最讲究的是拜年。”1月
15日上午， 冯祥斌饶有兴趣地向
记者说起了老家的拜年趣事。

“赶早、拱手、作揖、四杯酒，
拜年时这四个礼节是必须做的。 ”
冯祥斌介绍，在大年初一的那天，
晚辈要赶早给家族的长辈拜年。
拜年时，晚辈要打拱手，向长辈作
揖，然后说一些祝福的话，祝福的
话语里说得最多的是祝福对方身
体健康，幸福平安，然后才会附带
着祝福对方新年发大财。 在冯祥
斌小时候， 拜年时晚辈还要向长
辈下跪、作揖，后来慢慢改成了成
年人作揖，年幼的孩子下跪，而现
在，已经全部改为拱手、作揖了。

除了这些礼节， 在拜年的礼
品往来中， 也有别于其他地方。

“拜年时要带上一块形状四方的
腊肉和一包长条形的红糖。 ”冯祥
斌介绍， 由于地处偏僻， 物资匮
乏， 以前腊肉是过年时最好的美
食， 红糖在早期也是当地的珍贵
物品， 寓意着日子红火， 生活甜
蜜。

在给亲友拜年时， 首先要到
对方家的正堂屋放鞭炮， 这时主
人家会全家出来迎接， 在祝福的
话语说完后，进入第一个仪式：喝
甜酒。

甜酒是当地人自家酿的米酒
胚子，甘甜可口，每个成年人都要
喝四碗甜酒才能落座。 有一年过
年冯祥斌回家时间紧， 一天中去
给四位长辈拜年， 结果那天他就
被甜酒醉倒了。 当地喝甜酒的风
俗，其实也是寓意新年生活甜美，
四碗代表一年四季。

喝完甜酒，主、客开始入座喝
茶， 这时客人会把带来的礼品交
到主妇手上，而主人家也会回礼，
主要是给小孩子回礼， 礼物是清
一色的“红鸡蛋”。 将普通的鸡蛋
煮熟，将蛋壳染成红色，15岁以下
的孩子每人两个， 寓意着主人的
祝福， 祝福孩子们在新年里圆圆
滚滚地健康成长。

跟冯祥斌同乡的张娟告诉记
者， 小时候这些红鸡蛋一般都不
舍得吃，放在口袋里带回家，然后
跟村子里的同伴比谁的鸡蛋多，
谁的更圆、更大，这也是过年时的
一大乐趣，往往鸡蛋壳都玩碎了，
仍然放在口袋里。

“现在生活方式有了很大的
变化，物资也不再匮乏，但拜年的
习俗一直保留了下来。 ”冯祥斌告
诉记者，当然，近几年也有点小变
化， 比如给小孩子的回礼中多数
会加个红包等。

拜年四礼节：
赶早、拱手、作揖、四杯酒

本报记者 彭业忠

1月21日，地处湘渝交界
处的龙山县里耶镇， 又是一
个逢场天。 八面山下的里耶
镇半坡村土家族青年农民彭
老军， 与住在公路对面的苗
族中年农民胡老马， 邀约一
起去赶场买过年用的鞭炮、
苹果和甘蔗， 回来后一起在
彭老军家打糍粑。

彭老军和胡老马， 像往
常一样，各自在外打工，都是
最近才回到村里。 一见面，就
分别邀请对方在自己家里过
年———彭老军请胡老马在自
己家里过土家族的“赶年”，
胡老马请彭老军在自己家里
过苗年。

半坡村是一个拥有1000
人的土家族、苗族、汉族相互
杂居的村子。 3个民族各自形
成一个大的自然寨子。 他们
保持着各自过年的风俗习
惯———土家族人过腊月二十
九，汉族人过腊月三十，苗族
人则过正月初一。 长年住在
一个村子里， 大家或是连亲
带戚，或是很要好的朋友。 于
是， 便有了过年时大家相互
请客的风俗，好不热闹。

土家族人把过年叫做过
“赶年”，土语为“起老嘎卡”。
据传，明朝嘉靖33年冬（公元

1554年），皇帝诏征湘西土家
兵火速前往东南沿海抗倭。
圣旨到时，恰是腊月二十九。
若过了年再出征， 则有违圣
旨，罪不可赦。 土司便决定，
提前一天过年———即过“赶
年”。 土家族子弟兵杀敌英
勇，被皇帝亲赐为“东南第一
战功”。 土家族人也就将过

“赶年”的习惯保留了下来。
而苗年的习俗， 则因为

当年苗族同胞为了躲避土匪
的抢劫与骚扰， 只好正月初
一这天才吃年饭。

中午12时刚过， 彭老军
和胡老马各自骑着自己的摩
托车，一同回到了村里。 而彭
老军家里的粑槽、粑捶、案板
等工具已准备好， 糯米饭也
刚好蒸熟，于是在堂屋里，彭
老军和胡老马就围着一个巨
大的岩粑槽，转着圈子，打起
了糍粑。

打糍粑， 对湘西的土家
族苗族同胞来说， 具有很强
的仪式感———糍粑打得越
多，证明当年的年成好，也期
盼着来年也是丰收年。 且男
人负责打糍粑， 而妇女和小
孩们，则负责编糍粑，几家人
一起，有说有笑，其乐融融。

打着糍粑，扯着闲谈，湘
西过年的年味， 越发浓烈了
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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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电视、 网络、 手机的普及，
随着生活的节奏加快， 他现在即使
是在乡下， 过年的仪式也逐渐式微，
年味也淡了。 想想过去的年俗仪式，
年纪大一点的， 恐怕都别有一番滋
味。

因此， 我呼吁， 要延续我们的
年俗仪式， 这是我们的历史记忆和
生活体验， 也是凝聚心与心的纽带。

腊月二十四，掸尘扫房子。 扫尘
的年俗，意味着扫除陈年霉气。 这一
习俗寄托着人们辞旧迎新的愿景。
每逢春节来临， 家家户户打扫卫生，
清洗各种器具，拆洗被褥窗帘，洒扫
前庭后院，掸拂尘垢蛛网，疏浚明渠
暗沟，到处洋溢着干干净净迎新春的
欢乐气氛。

第二是贴春联。 我记得，以前每
逢春节，因为我爱好写毛笔字，又担
任过当地小学校长，方圆几里的村民
都会在腊月二十六左右来我家，我就
免费为大家写春联。 我会根据每家的
特点写，如家里有孩子读书的，对联
中就会有“跳龙门、文昌盛”等字句，
如家里有做手艺的，我也结合手艺来
写，记得有个理发的，我就写“虽然简
单手艺，确实顶上功夫”。

第三是忌口、 吃年饭、 守岁、
拜年。 腊月二十左右， 我家要自己
做年糕、 酿甜酒、 腌制腊鱼腊肉，
买好糕点备用待客。 忌口时效为腊
月半到正月元宵节， 我的父母及我
都要家人不能说“鬼、 怪、 死” 等
不吉利的字眼， 要多说祝福吉祥的
话。 年饭其实是团圆节， 一家人不
管多远， 都是一定要赶回老家吃年
饭， 只有一家人都聚齐了， 才吃团
年饭。 而守岁， 是大人孩子围坐火
炉旁谈心， 我们全家会各自谈去年
的成绩、 新年的打算， 我会对家里
人提出希望， 一直要守到新年钟声
敲响， 我带着家人用准备好的供品
祭拜天地、 祭拜祖宗先人， 然后一
家人互相拜年， 给孩子压岁包， 大
家才去睡觉。

正月初一至初八， 我就带孩子
一起给乡邻、 亲戚、 朋友拜年， 祝
福大家新年新气象， 孩子们也在这
些习俗中养成尊敬长辈、 友爱乡邻
的好习惯。

华容县退休教师 徐金海

“团年饭，只能摆一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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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西年俗：
过了“赶年”过苗年

本报记者 刘银艳 通讯员 杨颖
小年一到， 家住湘潭市的郝月长老先

生忙活开了。 别看老人80多岁了，很多事情
仍喜欢亲力亲为，包括买年货。

“过年了，散在四面八方的儿孙们都要
赶回来， 我得把年三十最重要的那顿团年
饭备好了。 ”郝老对记者说。 如今，对于很多
家庭来说，如果家里人口太多，则必上餐馆
酒楼预订团年饭， 打个电话交上定金就搞
定了，省心省力。 可在这个四世同堂的大家
庭里，郝老是绝对的主心骨，他定了个春节
家规，那就是团年饭一定要在家里吃，几十
年了，从来没有变过。“在外面过，气氛不一

样，在家里氛围好，一家人高高兴兴，欢欢乐
乐，不管吃好吃歹，图的就是热闹。 ”

这个大家庭的确很热闹， 郝老育有5个
子女，而后儿女又生孙，孙又有了3个重孙，
一到过年，儿孙们从北京、长沙、深圳、重庆、
成都等地聚拢到湘潭。而郝老定的春节家规
还挺多，除了只在家里吃团年饭， 而且只能
摆一桌， 在他家那不太大的客厅里， 一个
大圆桌是坐不下这么多人的， “大家就坐
的坐， 站的站， 吵的吵， 闹的闹， 这个场
面让我很开心。 传统佳节嘛， 一家人围在
一块， 那才叫团圆。”

1945年7月， 家境贫困的郝月长在县

农会主席的举荐下， 在老家山西平遥参军
进了贺龙率领的部队， 解放后， 郝月长作
为南下干部来到了湖南， 在这里娶妻生子，
从此扎下了根。 “老伴是醴陵人， 孩子们
也都生在湖南， 团年饭的十几道大菜都是
按湖南的习惯和风俗做的。” 郝老说， 到了
天气特别寒冷的年三十， 他会亲自下厨，
加做一道猪头肉炖猪脚， 那是地道的北方
菜。

团年宴后的饺子宴， 也是这个大家庭
特有的规矩。 “看完春晚后， 一家人就聚
在一起包饺子， 包到凌晨两点多钟， 估摸
着全家20多个人够吃了， 大家才歇息。 等

到早晨6点多钟， 听到外面鞭炮响了， 就开
始煮饺子， 吃饺子。” 郝老说， 不管是困难
时期也好， 生活条件改善了也好， 这顿饺
子宴坚持几十年了， 算是北方人的传统没
有丢。

“最开始都是我负责做， 现在徒弟带
出了好几个， 和面、 擀皮、 剁肉这些活都
不需要我动手了， 但有一道工序必须由我
把关， 那就是饺子馅得我亲手调， 饺子好
吃不好吃， 这是最关键的。” 在郝老看来，
在他这个南北合璧的大家庭里， 不管是尊
重北方的传统还是南方的习俗， 他们在坚
守一次团圆， 坚守一种氛围。

1月19日， 花垣县排料乡金龙村， 苗族姑娘请客人喝 “拦门
酒”。 当天， 该村举办 “过苗年” 活动， 村民载歌载舞， 共同庆
祝丰收， 一起祈求美好。 张耀成 摄

腊味飘香年味浓。 桂志强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