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酿造这种叫“年”的味道
须用足365天的昼与夜、冷与暖
原料很多，春风、夏雨、秋霜、冬雪必

不可少
也可以佐以莺歌燕语、蛙鸣蜂吟
加一点人间烟火、尘世喧嚣
这让它晶莹剔透、醇厚悠远 ，像一坛

年份酒
焰火已点燃思念，等远方归来的亲人
围炉，温酒，畅饮

春 联

蓄了四季的天外之水
穿越雨雪冰霜

以五千圈年轮为砚
把一个传统节日
研磨成浓浓墨汁

左一笔瑞雪兆丰年
右一笔峥嵘岁月稠
平平仄仄间
春潮涌动 春光灿烂
质朴的字眼
让龙子龙孙读出
风调雨顺 如意吉祥

年， 住在一本叫做中国
农历的古老宫殿， 从古到今。

鲜红的春联是年的前奏。
父亲将一张写着“丰”

的年画贴起， 年就露出它醉
人的面庞。 母亲笑吟吟地端
出一盘年糕， 年就喷喷生香
了。 我们， 燃起一挂长长的
鞭炮， 年就火爆了。

初一拜父母， 初二拜丈
母， 拜年拜过十五。

当犁尖划开第一道波痕，
年就被升华了， 随着种子而
长， 丰饶的粮囤， 是它周而
复始的轮回。

年 画

一支吉庆的歌谣， 坐在那些喜庆
的岁月， 唱得大地火一样的红。

古老的乡情， 就这样春联一样爬
满岁月的门楣。

我那耕种在黄土地上的亲人啊，
是这年画的著作人。 一把锄头， 就能
将那些风雨飘摇的岁月勾勒成腊月的
粮囤； 一把冬天的火， 就将黄土地上
所有的丰饶香香地烹制！

村庄一片富足， 佳肴飘香。
而我的诗， 就成了年三十的团圆

饭里一瓣调味的佐料！

□张帮俊

每到新春佳节， 酒是宴席上少不了的主
角。 “无酒不成席”、 “桌上有酒， 越喝越
有”， 酒能助兴， 更是感情的润滑剂。

酒，从字面上看，三点水一个“酉”字。“酉”，
时辰，即下午五时到七时。古时官衙，下午五时
关衙门，门口竖一块牌子，上书“酉”字，称为“酉
牌”，意思是累了一天了，收工！该喝点什么去。
喝什么？当然是酒了！所以，酒宴多在晚上五时
到七时开始，即为“酉”意。

中国的酒文化有着几千年的历史， 每个朝
代都有各自不同的喝酒方式。 在汉代， 人们过
年时喝的是椒柏酒。 这是一种“保健酒”， 即
用椒花和柏叶浸泡的酒。 北周诗人庾信诗云：

“正旦辟恶酒， 新年长命杯。 柏叶随铭至， 椒
花逐颂来。” 反映的就是时人过年饮酒的情景。
到了魏晋时期， 酒的品种中又增加了一种中药
保健酒， 即“屠苏酒”。 屠苏酒是汉末名医华
佗创制而成的， 其配方为大黄、 白术、 桂枝、
花椒、 乌头等中药入酒中浸制而成。 孙思邈著
《备急千金要方》： “饮屠苏， 岁旦辟疫气， 不
染瘟疫及伤寒。”

除了酒的品种不断变化之外， 饮酒也有
许多规矩讲究。 汉代过年时， 饮用年酒时要
看时辰， 一般是大年初一早上东方太阳微露
时开始喝， 其时鞭炮声开始响起。 敬酒的次
序不是先敬老长者， 而是让家中年龄最小的
孩子先喝。 为什么会定这种规矩， 给出的解
释为： 年纪小的孩子， 过年了就长一岁， 值
得庆贺； 而老年人过年了意谓着减岁， 变老
了， 不值得庆贺， 所以排到最后喝。

唐代， 随着国力强大， 饮酒的规模和档
次都超过历代， 过年时， 皇宫会举行豪华酒
席， 还会有音乐歌舞、 行酒令来助兴。 不管
是皇室贵族还是普通老百姓， 过年饮酒已经
不再是防疫治病， 而增添了新的含义， 图个
热闹喜庆， 酒也变成了助兴的道具。

北宋时， 过年一般一天要喝两遍酒， 除
了晚上自家人团坐在一起喝酒守岁外， 在白
天， 邻里之间还会互相邀请对饮， 谓之“别
岁”。 除了喝酒， 邻里之间还会互相馈送酒
食， 谓“馈岁”。

宋代之后， 过年时， 不光是喝酒助兴，
还出现了许多创新的娱乐节目， 最流行的是
掷骰子。 大人坐在一起喝酒， 小孩则围在一
起放鞭炮， 放完鞭炮后， 缠着大人要压岁钱。
自清代之后， 酒又变成了传递感情的使者，
赋予了更多的社交功能， 过年时， 提着好酒
送礼拜年的风俗一直沿袭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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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星波

一
其实， 从农历冬至日开始， 在“千年

古县 ” 浏阳 ， 人们就开始筹备过年了。
“冬至大如年”， “过年猪” 多在这一天宰
杀， 一是便于贮存， 二是有的人家女婿要
送猪腿肉给岳家辞年。

杀了年猪后， 便开始熏烤腊肉。 腊肉
之所以好吃， 是因为制作精良。 首先是选
肉， 要选那种皮薄肉嫩、 肥瘦适中的鲜肉，
用刀把皮毛刮干净，切成长条，放到缸盆中，
经盐腌四五天后取出，用麻绳或棕叶穿在皮
上，挂在通风之处晾干，然后用木屑、谷糠、
橘皮、花生壳、茶籽壳等熏烤。这样熏出来的
腊肉，肥的莹然透亮，瘦的赭红诱人， 肥而
不腻， 别具风味。

腊肉又叫“冬肉”， 若保管得法， 吃个
一年半载没有问题。

二
农历十二月二十四谓之“过小年”。 家

家户户打扬尘、 洗被褥、 除邋遢， 乡下干
鱼塘、 炒“换茶” （花生、 瓜子、 黄豆、 薯
片等）、 打冻米糖、 办年货、 买布料、 做新
衣。 旧时的许多家庭还有在过小年时“祭
灶” 的习俗， 即在灶神菩萨的寿诞之日对
其进行祭祀。 “灶君诞” 是华夏诸多民族
普遍重视的传统节日。 传说灶神受命于玉
皇大帝， 职司各家的祸福， 监察人们行为
的善恶， 年底便上天汇报。 因此， 人们对
这位大神菩萨不得不格外敬重。 届时， 家
家备好祭品， 顶礼膜拜， 并将糍粑和蜂蜜
等甘甜黏性之物涂糊于灶神的嘴上， 使其
汇报时不能开口讲坏话， 而只能甜言蜜语
地为自家美言。

过小年这天， 旧时债主不讨账， 雇工
不做事， 各家筹备办年货。

三
家， 是游子心中永远的牵挂， 是父辈

终生坚守的窠巢。 农历年最后一天称“除
夕”， 又称“大年三十”。 出门在外的人儿，
不管路途多么遥远， 不管交通多么不便，
不管事情多么繁忙， 都得在这一天赶回家

来和亲人团聚。
除夕夜， 有“吃团年饭”、 “辞年”、

“守岁”、 “封财门” 等活动。 晚餐吃“团年
饭”， 家家户户大操大办酒肴。 菜肴有余有
剩， 特别是鱼不能吃光， 叫“年年有余”。
饭后， 在堂屋中设立香案和食案， 焚香鸣
炮， 拜祖先家神， 叫“辞年”。 尔后全家人
围炉烤火， 通宵达旦， 叫“守岁”。 长辈赏
钱给小孩， 叫“压岁钱”。 半夜12时正， 家
家户户都开门出户， 燃放爆竹， 辞旧迎新。
回家后， 关上大门， 叫“封财门”。

四
农历正月初一为春节。 这天拂晓， 家

庭中辈分最尊、 年龄最大的一人启前门，
即“开财门”； 鸣鞭炮， 叫“出行”。 然后
向天空及东西南北各深深一揖， 祈求一年
四季， 方方得利。 早餐取青菜、 芋头烹食，
谐音“清泰” 和好事“遇头”， 也含为人处
世“一清二白” 之意。 早饭后， 家长率先
焚香秉烛， 拜祭天地祖先， 然后晚辈向长
辈次第拜年。 初二， 女婿上岳家拜年。 俗
称“初一崽， 初二郎， 初三、 初四拜干

娘”。 邻里之间， 也互相登门拜年。 路上相
遇， 互相拱手， 口称“拜个年”。 春节期间，
狮灯、 龙灯、 茶灯、 竹马灯、 蚌壳灯等日
夜巡回登门表演， 主家赠以红包。

正月十五元宵节， 为春节活动的最后
一天。 元宵夜家人设宴团聚， 煮食糯米元
宵汤圆， 寓意团团圆圆。 浏阳是花炮之乡，
盛行玩火龙灯。 民间认为耍龙可得清吉平
安， 所以， 龙灯出动前， 要分别到龙王殿
和祖师庙祭祀龙神和花炮祖师李畋， 祈求
风调雨顺， 五谷丰登， 六畜兴旺， 国泰民
安。 凡“龙” 到之处， 皆鼓乐齐鸣， 鞭炮不
绝。 浏阳一般在正月初六、 初七即开始玩
龙灯， 至元宵夜既是高潮， 又是尾声。

五
在丰富多彩的春节活动中， 浏阳民间

极为重视“请吃春饭”。 各家各户从上年冬
天就准备次年正月请春饭的各类物资。 正
如陆游在 《游山西村》 诗中所云： “莫笑
农家腊酒浑， 丰年留客足鸡豚。” 春节一降
临， 热热闹闹、 反反复复、 客客气气的

“请春饭” 就拉开了欢乐的序幕。 有专为师
长设宴的， 有专为亲朋好友设宴的， 有专
为乡邻设宴的。 春饭菜肴各具特色， 烹调
厨艺充分展示。 春饭桌上， 觥筹交错， 乡
情浓郁， 其喜洋洋者矣。

一顿春饭， 看似平常， 却是对上年丰
收的庆贺， 对亲友的感谢， 对新年的期盼，
也是增进友谊、 加强团结， 乃至消除芥蒂、
融洽感情的一种好形式。 无怪乎， 有人点
赞说， 浏阳的“请吃春饭” 是一种内涵丰
富、 颇有学问的乡土文化。

八骏嘶风传捷报，
五羊跳跃展新图 。 按
照中国传统干支纪年，
2015年是我国农历的
乙未年 ， 十二属相以
未 为 羊 ， 故 也 称 为
“羊年”。

羊是最早被人类
驯化的动物之一 。 古
人以 “马牛羊鸡犬豕”
为六畜， 羊位居前列，
足以说明其重要。

中国传统文化从
诞生时就与羊有着密
不可分的关系 。 可以
说 ， “羊的基因 ” 几
乎渗透进中国传统文
化的方方面面 。 在中

华文明的进程中， 羊所起的作用甚至超过了
龙。 中华人文始祖伏羲、 炎帝都与 “羊” 有
着 “血缘关系”， “三皇” 中的伏羲、 神农
最早都以 “羊” 为部落图腾。 据考， 伏羲曾
受 “羊角柱” 的启发， 发明了 “八卦”； 尧
舜时代的大法官皋陶曾借助独角神羊断案，
从而实现古代司法公平； 汉代董仲舒将儒家
文化的核心精华 “仁”、 “义”、 “礼” 赋予
到羊的身上， 赞叹羊是 “美”、 “祥” 之物；
明代将 “羊之跪乳” 编进儿童启蒙读物 《增
广贤文》 中， 将羊塑造成懂得感恩的典范。

在古代重大的祭祀活动中， 羊的地位仅
次于牛。 但羊也不能随便使用， 《礼制·王
制》 中称 “大夫无故不杀羊”， 只有必须时
才杀羊献祭。

羊代表着吉祥、 善良、 美好， 深受古人
喜爱。 在上古人眼中， 羊形象漂亮， 所以甲
骨文的 “美” 字， 以 “羊大为美”； 羊温驯
忠厚， 便有了 “羊言为善”； 羊又有跪乳之
礼义 ， 故繁写的 “义 ” 字 ， 也带有 “羊 ”
字； 羊肉鲜美可口， 可做出各种菜肴， 所以
“羊鱼为鲜”。 羊在古代一直被视为吉物， 古
人讲究一点的见面活动便用羊当礼物， 叫做
“以羊为贽”。 只有行政级别达到上大夫、 公
卿级别的人物才能使用， 普通官员用雁， 知
识分子用鸡， 普通老百姓只能用布匹。 古代
宫中还有羊车， 即 “祥车” ———“辇”， 取吉
祥如意之意， 汉代还专门给驾车之人一个官
衔， 叫 “羊车小吏”。

羊自古以来深受人喜爱， 故常出现在许
多艺术形象中。 据考， 在距今约7000年前的
浙江余姚河姆渡文化遗址中， 已经出现了陶
羊。 另外， 从商代的 “四羊方尊”， 到汉代
的 “羊型铜灯”、 东晋的 “羊首壶”、 唐代的
“三彩陶羊”， 以及剪纸、 雕刻等各种民间工
艺品， 羊的形象随处可见。

羊吃的是草， 但全身都是宝。 羊毛可制
成多种纺织品， 羊绒被称为 “软黄金”； 羊
皮是皮革制品的上乘原料； 羊肉蛋白质含量
高， 营养丰富， 李时珍在 《本草纲目》 中记
载： “羊有补虚之功， 可以壮阳益肾， 补中
益气， 丰体泽肤， 强身健体”； 羊血、 羊骨、
羊肝、 羊奶等都具有较高的药用价值。

迎新年口占
□关浚源

惯听春雷动地声， 一元复始启新程。
神州鼓角催耕急， 逐梦江湖竟日争。

羊年春祈
□赵焱森

祥风拂拂启新航， 一帜高扬九宇光。
国策井然奔富道， 民心凝聚筑铜墙。
贪奢严惩邦威振， 经济稳增人意昂。
岂负明时中国梦， 依然骏马跃康庄。

古县 味
羊年春来早。
如歌的旧岁渐行渐远， 似锦的新春愈来愈近， 浓浓

的年味便如阵阵温馨而和煦的春风扑面而来……

汉诗新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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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建如

年味 (外一首）

酒助古人过新年

□孟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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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俊楚

羊年大吉（剪纸） 李金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