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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阅读提示

30 解放（20）
陆传典先扒开屁股让两人看看。两人

看见一个痊愈后的伤疤。陆传典又卷起裤
腿儿，让他们看仍然打着石膏的腿伤，说：

“再有几天，石膏就可以去掉了。”
陆忠义埋怨大儿子：“你咋不早通知家

里呀？”
陆传典嘿嘿地笑着说：“怕你跟我娘担

心。”
陆忠义和陆传经问他是怎样受的伤，他

说，七月，解放军在睢县龙王店包围了号称
国民党军队五大王牌主力之一的陆军第二
兵团。在活捉兵团司令邱清泉时，他带领两
个排不顾一切，奋勇上前，没想到敌人孤注
一掷，向他们猛力射击，他先伤了屁股。为
了不让敌人逃掉，他不顾生死，仍然奋力前
冲。敌人负隅顽抗，他奋不顾身扑向敌人，
没想到在邱清泉被捉的前一刻，他的腿部受
了伤。他仍然毫不犹豫地带领战士冲向敌
人。活捉邱清泉后，他的腿迈不动了，倒在
了地上，被担架抬出战场后，才发现屁股上
的衣服被血浸透，左腿被子弹打穿，小腿骨
受伤。后来就被转到了圣保罗医院……

陆忠义听了，在心疼儿子的同时，觉得
儿子实在是好样的，向儿子竖起了大拇指：

“典儿，没出我的意料！你为咱陆家争了
光。”

陆传典惦记母亲，边整理自己的衣服边

问：“我娘好吗？”
陆忠义说：“恁娘很好。”
陆传经说：“咱娘想来，咱爹和我怕她见

了你伤心，没让她来。咱娘让俺俩给你捎了
一瓶她亲手做的酱豆儿。”说着就把酱豆从
包裹里掏了出来。

陆传典接过酱豆，眼眶里一热，双手捧
着说：“见了这瓶酱豆，就像见了我娘！好几
年了，她老人家仍然记得我好吃她做的酱
豆！常言说‘儿行千里母担忧’，我知道我娘
想我，在家没少为我求神！”

陆忠义一笑说：“她啥时候都不忘信神，
一辈子改不了了。”

陆传典问起家里的情况，陆传经高兴地
说：“全家都很好。我嫂子生了一对双胞胎，
一男一女！”

陆传典喜出望外，抑制不住地高兴：
“啊！你嫂子和两个孩子都好吗？”

“两个孩子都胖乎乎的，可喜欢人了！”

陆传经又说，“俺嫂子也很好，母子平安。咱
娘在家，跟升儿他娘一起照顾我嫂子和孩子
嘞。你伤好后回家看看不？”

陆传典婉惜地说：“我倒是想回家看
看。可是，顾不得呀！五月，国民党军队向
我们中原解放区发起进攻，那时候，敌众我
寡，他们的人数是我们的三倍还要多。但经
过一个月的较量，双方人数对比就翻了个个
儿！毛主席与朱总司令决定抓住有利时机，
与国民党进行战略决战。辽沈战役爆发后，
我军经过一个多月的战斗，取得了整个战役
的彻底胜利，歼敌四十七万多人，俘虏敌军
少将以上军官近二百人。毛主席说，现在看
来，再有一年左右的时间，就可能把国民党
反动政府从根本上打倒了。”

“啊！没想到局势变得恁快！”陆忠义激
动难抑地说。

“我们也没想到。”陆传典也激动起来，
“你们不知道，毛主席运筹帷幄，用兵如神，

在千里之外指挥战争，仍然对敌人了如指
掌，他叫部队怎样打，部队按照他的指示，一
打就赢！国民党军队一败涂地，丢了济南后
向徐州一带收缩，按照蒋介石的命令，要在
淮河一带阻击我军主力。毛主席号召我们
歼敌于长江以北。眼下，我军已经形成了对
国民党军队的包围之势，以徐州为中心，东
起海州、西至商丘、北起临城、南达淮河的淮
海战役马上就要开始！”

“哥，这一仗下来，中央军就被消灭得差
不多了吧？”陆传经问。

“是啊。”陆传典说，“这是决定国家命运
的战役，作为军人，我不能不参加！我已经
向上级写了请战书，要很快上战场！这次让
老魏同志给你们捎信，一是担心咱爹咱娘，想
知道一下二老的情况，二是担心妹妹秋阁。”

陆忠义说：“你妹妹很好，有啥可担心的？”
“好个啥！她公婆对她不好，她在她婆

家简直跟仆人一样，受尽了苦。眼下解放
了，不能再让她在水深火热中受苦了！”陆传
典坚决地说，“赶快把她接到咱家来，与她婆
家断绝关系，帮她寻个好人家！”

陆忠义好像又置身在了村里第一个群
众大会上。当时，白玉茹的讲话就重重地震
动了他的心，但他的思想却没转过弯儿来。
现在听大儿子这么一说，他立刻一怔，半天
才问道：“自古以来，闺女嫁出去后就是人家
的人了，咱咋能做主？” （236）

十二月为何叫腊月 趣说腊月来源与习俗

腊月打响迎春前奏曲

农历十二月为“腊月”，
古时候也称“蜡月”。这种
称谓与自然季候并没太多
的关系，而主要是以岁时之
祭祀有关。所谓“腊”，本为
岁终的祭名。汉应劭《风俗
通义》谓“夏曰嘉平，殷曰清
祀，周用大蜡，汉改为腊。
腊者，猎也，言田猎取禽兽，
以祭祀其先祖也”。或曰：

“腊者，接也，新故交接，故
大祭以报功也。”这里所说
的，不论是打猎后以禽兽祭
祖，还是因新旧之交而祀神
灵，反正都是要搞祭祀活
动，所以说腊月是个“祭祀
之月”。

腊月是一年之岁尾，正
值寒冬。民谚云“腊七、腊
八，冻掉下巴”，正是言之其
冷。这时冬季田事告竣，故
有“冬闲”之说。农事上是

“闲”了，但人们生活的节律
并未因此而放慢，人们怀着
愉悦而急切的心情加快了
向春节迈进的步伐。春节，
是中国人传统的三大节中
最为隆重的一节。而腊月，
正是迎接春节的前奏曲，在
这个前奏曲里有着丰富的
内容。首先从喝腊八粥开
始，然后人们要扫房、请香、
祭灶、封印、写春联、办年
货，直到除夕夜。广义地说
过年，应该从腊月二十三

“过小年”，甚至可以说从喝
腊八粥就开始了，一直要过
到正月十五元宵节才算结
束。而过去一些官宦人家，
甚至还有拖至二月二“龙抬
头”那天过年才算结束，从
古典名著《红楼梦》中就可
看到。

过年，对于中国人来说
是极富有魅力的。为了过
好年，中国人要拿出近一个
月的时间做诸多准备。人
们要忙着对保佑、赐福于他
们的神祗、祖先有个交代；
要对一年来的往来账目有
个结算；要对亲戚、邻友、同
僚给以节日的慰问，以使今

农历十二月，
也就是汉族民间
俗 称 的“ 腊 月 ”。
那么，农历十二月
为何又叫“腊月”
呢？

十 二 月 为 一
年的最后一个月
份，俗称为岁尾，
有腊冬、残冬、穷
冬、腊月、冰月、余
月、极月、清祀、冬
素、大吕等30多种
称呼。其中，人们
最熟悉和熟知的
当属“腊月”。

之所以叫“腊
月”，是因为“腊”
是古代祭祀祖先
和百神的“祭”名，
有“冬至后三戌祭
百神”之说，即每
逢冬至后的第三
个纪日干支中含
有地支“戌”的日
子，南北朝时期固
定在十二月初八，
汉族民间都要猎
杀禽兽举行大祭
活动，拜神敬祖，
以祈福求寿，避灾
迎祥。这种祭奠
仪式称为“猎祭”。

因“ 腊 ”与
“猎”通假，“猎祭”
遂写成了“腊祭”，
因而年终的十二
月 被 叫 作 腊 月 。
此风俗起源于秦
汉时期，到公元前
221 年，秦始皇统
一中国，下令制定
历法，将冬末初春
新旧交替的十二
月称为“腊月”，十
二 月 初 八 叫“ 腊
日”。

腊月作为迎接春节、辞旧迎新
的前奏曲，有着丰富的内容和讲究，
从腊月初八喝“腊八粥”开始，就揭
开了迎接春节的序幕。腊月初八，
也就是农历的十二月初八，民间俗
称“腊八节”。在古代，腊八是欢庆
丰收、感谢祖先和神灵的祭祀节日，
并称此日为腊日。后来此日融汇佛
教文化成为佛成道日，因此，在腊八
节这天，不论是朝廷、官府、寺院还

是黎民百姓都有喝腊八粥的习俗。
中国各地腊八粥的花样繁多，

品种各异，原料也不尽相同，比如红
枣、莲子、核桃、栗子、桂圆、玫瑰、
红豆、花生，甚至菠菜、鸡肉皆可入
味，熬成口味各异的粥品，甜咸淡
重，老少咸宜，受人喜爱。据说，腊
八粥不仅美味，可以暖胃生津、健脾
润燥，还可以增福添寿，因而是不可
多得的吉祥美味。

除夕夜辞旧迎新

除夕，又称大年三
十，当算是腊月、也是一
年之中最隆重而喜庆的
日子了。在这一天，出门
在外的儿女也都要千里
迢迢回到家中和父母团
聚，吃团圆饭。除夕是一
年的最后一天，人们往往
通宵不眠，叫守岁。就在
除夕这一天，家里家外不
但要打扫得干干净净，还
要贴门神、贴春联、贴年
画、挂灯笼。待到夜幕初
上，红彤彤的灯笼高高亮
起，爆竹声噼里啪啦不绝
于耳，待到热腾腾的饺子
出锅，肉汁儿滋润着舌
尖，在除夕之夜，人们辞
别旧岁，迎接着又一个喜
庆吉祥的新年。

腊月是一年中让人
记忆最为深刻的一季。
因为，进入腊月，空气中
到处弥漫着一股节日的
味道。 到了腊月，辛劳
了一年的人们，可以稍稍
地休养一下，养精蓄锐以
图来年从头开始。不管
是城里人还是乡里人，平
民的幸福、平民的满足会
在这一幅幅静态画中无
声地蔓延开来，也向仍然
忘我忙碌的人们传达这
样一种信息：腊月已经来
了，年也就不远了，忙着
向 前 走 的 人 也 该 歇 歇
了。走进腊月，离新年就
不远了。腊月的味道，是
欢乐的味道，更是年的味
道。 （综 合）

腊月二十三，俗称农历小年，也
有地方称腊月二十四是小年。小
年，顾名思义，是跟春节这个“大年”
相对的。小年这天，最重要的仪式
就是祭灶神。灶神，也称灶王、灶
君、灶王爷，在中国古代神话传说中
为司饮食之神，即掌管人间饮食。
晋代以后则列为督察人间善恶的司
命之神，并在小年这天升天向玉皇
大帝报告。所以，人们为了灶神升
天后能替自己和家人说好话，就在
小年这天备好美食佳肴、糖品果蔬、
醇香美酒恭送灶神升天，以祈求灶
神能在玉皇大帝面前为自家甜言蜜
语美言一番，并带着善报和福祉返

回人间，庇佑家人来年顺利吉祥。
也因如此，现在的许多地方仍然非
常重视在小年这天祭灶神。

小年过去，迎接春节的脚步明
显加快，要做的事情多了，讲究也更
多了。《腊月歌》曰：“二十三，糖瓜
粘；二十四，扫房子；二十五，磨豆
腐；二十六，去割肉（炖炖肉）；二十
七，宰公鸡（杀灶鸡）；二十八，把面
发；二十九，蒸馒头；三十晚上熬一
宿；大年初一扭一扭。”由此可看出，
自农历小年过后至大年初一之前，
每天都有讲究，扫房、请香、写春联、
办年货，直到除夕夜，每一天的事儿
都被安排得满满当当。

喝口腊八粥 揭开迎春序幕

过了小年就是年

后能更好地相处。对一年来的家庭
事、个人事都要加以总结，以使在新

的一年里，个人能更有进步，家业更
加兴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