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腊月赶年集

■张海洋（柘 城）

一进入腊月，年似乎就触手可及了，
大街上商场里开始挂起了大大小小的红
灯笼，摆上了琳琅满目的年货，望着熙熙
攘攘的人群，我不禁怀念起小时候跟着父
母赶年集的情景。

过了腊月二十，乡村的年集就热闹起
来了。小孩子放了寒假，打工的回了家，
地里没了农活，大家都心有灵犀似的拥到
了集市上。这时候原本宽阔的街道变得
狭窄异常，若站在高处张望，全是花花绿
绿的年货和看不到头的人流，那喧闹的场
面看着就让人心里兴奋不已。

我们小孩子赶年集不过是凑热闹罢
了，跟在父母身后帮忙拿些零碎东西，碰
见好吃好玩的趁着父母高兴都可以得到
满足。有句俗话说得好，河里无鱼市上
看。别看乡村里平时冷清，物资稀缺，到
了年集上保准让你应接不暇，要啥有啥。
你看那街道两旁，大大小小的摊子挤挤挨
挨，不管是鸡鱼海产、牛羊肉，还是衣服、
鞋帽等小商品，从日常用的生活品到过年
用的各样物件无所不有。

卖年画的摊子往往是最有人气的地
方。那些年画摊主在路边的树上扯上一
根长绳，把各式各样的年画用夹子固定在
绳子上，远远望去就好像画廊一般，成为
年集上最亮丽的一道风景，给乡村带来了
浓浓的年味儿。那时的年画摊上不仅仅
有门神、春联、窗花这些传统年画，还有各
种伟人像、山水画、明星像等，最吸引人的
是一些电影剧照也被印成了图画，记得有
《朝阳沟》《喜盈门》这些经典电影，一幅一
幅地连着看好像静态电影一样有趣。

“姑娘爱花，小子爱炮。”在年集上，女
孩子爱围着卖头花的摊子，男孩子自然热
衷于那些卖烟花爆竹的地方。那时候，我
家周围有几个专门制作鞭炮的村子，在集
市上这些村子卖炮仗的人聚在一起就会
互相攀比自家的“产品”。最常见的方式
就是现场比赛放炮仗，看谁家的炮仗声音
响亮。一个戴着火车头帽子的汉子把一
个“大雷子”摆在道路中央，若无其事地用
手中的香烟点着了引线。“咚”的一声，把
周围的观众吓一大跳，他就接着高声吹嘘：

“张庄的炮仗就是响，今年放了明年旺。”
乡村腊月的年集往往是没了日头人

群才渐渐散去。大家手拿肩扛，将集市上
精心挑选的年货带回家，他们的脸上溢满
了笑意，一定是在憧憬着“年”这个最团
圆、最幸福的日子到来吧。

杀猪水洗年澡

■黄宇辉（河 北）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我在西北农村生
活，由于常年干旱缺水，所以人们视水如
金，视水如命。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父老
乡亲，更是倍加珍惜每一滴水，因而洗澡
对他们来说，可以说是件很奢侈的事情，
夏天天热大人们也就是接盆凉水，穿着短
裤，把毛巾打湿，从上到下敷衍一下，轻轻
地擦擦身子上的汗水，稍微一使劲就会把
肉泥搓出。到了冬天，由于天气寒冷，连
擦身子这个环节也省去了。条件尽管如
此艰苦，年前洗年澡那可是必不可少的，
为了节约用水，我们小孩子都是用过年时
杀猪后烫过猪毛的水来洗年澡。

那时还是生产队，每到腊月二十前
后，队上就杀猪宰羊，杀的牛羊肉像分口
粮一样分到各户。杀猪之前，村民们选择
一个晴好的天气，在生产队场院里找一个
朝阳避风靠墙角的地方，支上一口直径约
两米的大铁锅，盛多半锅水，把水烧得滚

烫，等杀猪匠把猪脖子捅上一刀使猪致命
后，若干个身强力壮的小伙就把咽气的死
猪抬到锅前，使猪的整个身子缓缓淹没在
热水锅里，然后有四个人每人把持一条肥
硕的猪腿，让猪的全身在热水里上下左右
翻腾，目的是好褪去猪毛。就在猪在热水
里褪毛的当间，已有大人迫不及待地拿着
水盆、拎着舀子在锅外等候舀烫过猪的热
水了，当猪毛褪完后，白花花的肥猪捞出
锅，大伙蜂一般涌向铁锅，各自舀满热水，
喊着在村场上看杀猪的自家孩子的名字，
让他们赶快过来，趁着水的热乎劲赶紧洗
澡。小孩子们平时没有洗澡的习惯，看着
浑浊不见盆底还夹杂着猪毛的热水，都极
不情愿，这时大人们就很严肃地对孩子
说，要是不洗澡，过年就不给他们穿新衣
服。为了过年穿上新衣服，孩子们只好屈
从了大人的要求。为了提升洗澡温度、防
止小孩感冒，大人们在各自小孩洗澡地方
的周围燃起熊熊篝火，小孩则脱光衣服，
站在水盆里，从头到脚，任凭大人摆布，特
别是孩子们脚跟上和手背上结的垢痂，经
过热水的浸泡和大人们的轻轻搓磨，露出
皮肤的本色，显得白嫩而红润。

尽管小孩子们用浑浊的杀猪水洗澡，
但洗完之后，个个都是眉目清秀了，比平
时不洗澡时帅气了许多，这下就等着欢欢
喜喜地穿上新衣服过新年了。

感动自己的腊月

■宋信严（睢阳区）

提起腊月，我有许多记忆。腊八粥、
蒸馍、炸年糕、除夕夜的饺子，留下的回忆
温暖而甜蜜。腊月里还有一样东西，在我
的记忆中无论如何是抹不去的，它就是年
画，因为它留给我的更多的是感动。

10年前，我刚上大一，弟弟上初中，寒
假闲在家中无事，弟弟建议找点事情做，
两人合计了半天，最终决定卖年画。说干
就干，我拿出刚到手不久的奖学金做本
钱。腊月十五，我俩去市区批发了一大箱
年画。腊月二十，我们开始出摊了。由于
是第一次赶集卖东西，我俩早上 6点半来
到了镇上集市出摊，自以为来得很早，可
是集市上已经没有摊位了，我俩只好把摊
位摆在了集市的最外端。直到中午，我们
的销售额还不到 100元，距离过年只有不
到 10天了，照这样下去，我们的年画非砸
在手里不可。

第二天，我俩决定早早起床占摊位。
凌晨 3点半，鸡还没有叫，天还没有亮，我
俩就开始出门了。路上一片漆黑，寒风呼
啸，弟弟骑着三轮电动车载着年画走在前
面，我骑着自行车打着手电跟在后面。到
了集市上，的确没有多少人，只有炸糖糕、
油条和卖包子的摊位在生火。我和弟弟
把摊位摆在了距离十字街不远的地方，距
离天亮还早，我俩就去卖包子的摊位烤火
取暖。那个集市，我俩卖了 300多元。尽
管在集市上很冷，我俩心中窃喜，照这样
下去，4个集市下来，就可以捞回本钱了。

中午，集市上没了人。为了早日捞回
成本，我和弟弟下乡走街串巷卖年画。老
乡们也都很捧场，很多人都买我们的年
画，都说这兄弟俩，还都是学生，这么冷的
天出来做生意，真是争气。

接下来的集市，弟弟怕我身体吃不
消，一个人每天早早起床占摊位，天亮以
后我再去集市帮忙。直到腊月二十九，我
们的生意算是结束了。我俩算了一下账，
10天的摆摊和下乡，销售总额 2600多元，
除去成本 1400元，纯利润 1200多元。虽
然牺牲了懒觉，我俩还是觉得很值得。

现在，我和弟弟都参加了工作，不用
再冒着严寒做卖年画的小生意了。但是
回想起卖年画的日子，还是能感动自己。

（二）

腊月梅花开，雪花飘飘年到来。年终岁末，收尾的腊月舞着雪花如期而至，它如一
曲古老的歌谣，吟唱着忙碌、红火和喜悦，为新春的盛宴点起飘香的炉火，把年味烹浓，
将幸福酿造。腊八、祭灶、守岁……你是否已经沉醉在新年的忙碌与喜悦中，咀嚼着那儿
时香甜的记忆？就让我们一起分享你的腊月故事吧！

又是一年腊月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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掸尘迎新

■张军停（平顶山）

古谚“腊月二十四，掸尘扫房子”，
就包含拆洗被褥窗帘，清洗各种器具，
洒扫庭院，掸拂尘垢。“尘”与“陈”谐
音，掸尘寄托着人们辞旧迎新的祈求。

每当春节临近，挑一个晴朗的休息
日，一大早就拆下窗帘、沙发套、床罩、
床单，冷水洗，热水烫，忙得不亦乐乎。

小时候此时正好是寒假，母亲为了
节省肥皂，常叫我到附近豆腐店去打浆
水，就是用木桶接豆腐木盘里流下来的
浆水，用它洗被褥，下灰。现在已用上
洗衣粉、洗衣液，洗涤和豆腐作坊早就
风马牛不相及了。

洗了大宗物件就要晾晒。一早起
来就要选好朝太阳的地方，在电线杆或
树上拉起绳子，在街两边的屋檐上架起
竹竿，这是晾晒必要的前期准备。因
为，不是一家、两家忙，而是整街整巷
子的人家都这样忙。稍一忙定，借伸伸
腰的机会，站到大门口，赏这景致。床
罩、床单，在明亮的阳光下，在屋面冰
雪的反光中，有的白得刺眼，有的色彩
淡雅，有的花团锦簇、龙飞凤舞，簇新
的也好，打补丁的也好，都光光鲜鲜、
坦坦荡荡地展现着，一眼看不到头，整
条街巷的上空连成了帐篷，在下面穿行
的人和自行车也变得富有光泽。

上午洗涤的事一停，紧接着就是打
扫。家中除尘，用竹竿绑上扫帚，从天
花板开始，然后是墙壁、橱顶柜顶、台
子依次而下，直至地面。

窗帘卸了，要涮窗纱，擦窗玻璃；被
子拆了，要清扫床底下，那里有成团成
团的短纤维粘着尘埃和肉眼看不见的
尘螨。平时不注意，到了扫除时才发现
灰尘真是无处不在，无孔不入。

一天忙下来，到了晚上，在柔和的
灯光下，看着该洗去污垢的洗了，该擦
去灰尘的擦了，虽然肩背有些酸疼，但
打量四周，整洁明亮，自是惬意。

记忆里热闹的新年

■董会英（柘 城）

常言说，过了腊八就是年，随着年
龄的增长，记忆里那些热闹的新年虽然
渐行渐远，但却刻在了脑海里，让人终
生难忘。

一入腊月母亲就开始洒扫刷洗，衣
服被褥、锅碗瓢勺，就连室内外的每一
个小角落也不放过，这还只是母亲迎新
年的小一部分。备年货却是让母亲最
费时、费心、费力的事情，蒸馒头，炸绿
豆丸子，做回锅肉，包饺子，做供品，备
走亲串友的礼品……太多太多的事都
是母亲一人在有条不紊地打点。对于
我们小孩子来说，串亲拜年才是我们的
最爱，因为能收到压岁钱。

大年初一的鞭炮声，也是最吸引我
们的。只要听到谁家的鞭炮声响，男孩
子们就撒欢地可劲跑，听着那“噼里啪
啦”的响声，心里乐开了花。等到响声
结束看谁眼疾手快，就开始比赛似的捡
起散落在地上未燃放的鞭炮。有时候
大人们觉得危险，就慌忙制止，其实孩
子们并不傻，他们都是先用脚踩两下才
敢捡起来。他们就这样串了一家又一
家，等到中午就聚在一起，各自炫耀自
己获得的劳动成果。

虽然这些都是儿时新年记忆里的
小插曲，但那种热闹的场面，那种自由
自在、无拘无束的情怀，才真是让孩子
们体会到了新年畅快的滋味。

腊月情，童年梦

■杨会安（民 权）

小时候，一迈进腊月的门槛，
我就因有了期盼而变得异常兴奋
起来。

腊月的美食特别多：香香的
腊八粥、祭灶糖、蒸年糕、肉包子、
素丸子、饺子……每一样都是那
样的诱人，那么的令人垂涎欲
滴。为此，每年腊月，我都会吃胖
好几斤。

腊月的庙会更令人向往，车
水马龙中，大人们忙着置办年货，
而我们小孩子则用家长赏给的几
枚硬币，聚在卖鞭炮的摊位前学
着大人的样子去讨价还价，精心
算计着看能买多少鞭炮燃放。而
邻家大我一岁的小胖哥却总不忘
拿出一元钱买三两本黑白连环画
册看——这是小胖让大家敬佩和
喜欢的主要原因。他家的连环画
很多，玩累时我们会一窝蜂地挤
在他的小屋里，安静地随五彩的
文字走进另一个世界，去取暖，去
寻找不一样的快乐。

喝过香甜的腊八粥，年仿佛
已经来到了眼前。大人们忙着蒸
馍、扫房子，杀鸡、宰羊、煮肉，各
家各户炊烟袅袅、香味四溢。而
小伙伴则开始燃放鞭炮，“啪啪
啪……”那些零零星星、此起彼伏
的鞭炮声不绝于耳，绽放着我们
如花的心情。

同时，腊月也是农村娶媳妇
嫁女儿的好时节。这对天生喜欢
热闹的小孩子来说，无异于一场
盛大的联欢会。大清早，睡意蒙
眬中，只要一听到有“噼里啪啦”
的鞭炮声，我就会立刻从被窝里
爬出来，呼朋引伴地跑去捡拾没
能完全燃放的爆竹玩。待新媳妇
娶来那一刻更令人期待，新郎家
的人会满脸笑容地给小孩子们撒
瓜子、糖果、花生等，我们会互不
相让地去抢食。继而，嬉闹声、欢
呼声、尖叫声就汇成了一曲交响
乐，扣人心弦。如果和新郎新娘
家沾上亲戚，还可以坐在大院子
里的方桌上吃酒席。大人们喝酒
划拳行酒令，小孩子们吃个肚儿
圆圆。

当然，最喜庆的还有腊月三
十的对联，那火红的颜色，不仅点
燃了整个村落，还点燃了每一个
人的热情。全家人围坐在暖暖的
火炉旁，吃着香喷喷的年夜饭，聊
着开心幸福的事情，好不温馨！

腊月情，童年梦，那些快乐和
温暖的记忆，将永远伴我前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