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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文启事征文启事征文启事
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为热烈庆祝中

国共产党百年华诞，本报副刊部联合江西省报纸副刊研究
会、江西省散文学会举办“唱支山歌给党听”主题征文。

内容：以文学的形式重温党的光辉历史，弘扬党的优良传
统，书写百年来国家的巨变和人民生活的变化，礼赞模范共产
党员，抒发爱党爱国的美好情感。

体裁：以报告文学、散文、诗歌为主。报告文学不超过
5000字，散文不超过2500字，诗歌在50行以内。特别优
秀的作品适当放宽篇幅限制。

要求：言之有物，言之有据。叙事有细节，抒发有真
情，感悟有深度。

截稿日期：6月30日。
作品以电子文档、邮件形式发送。（正文后面请注明作

者姓名、联系方式、身份证号码、银行卡号、开户行信息等）
投稿作品邮件命名统一为：建党百年征文+标题。
投稿专用邮箱：25125159@qq.com。

江西省报纸副刊研究会
江西省散文学会
江西日报副刊部

故乡他乡品年味故乡他乡品年味
新春·特别策划

进入腊月，老同事在朋友圈晒的现
场免费送春联，开始转为线上留言免费
领春联活动。显然，活动的转化是根据
疫情防控的需要。腊月是进入年的一
个时间节点，这似乎在提醒我，又一年
年关将至。我打电话给远在云南西双
版纳的小弟，问他准备什么时候回家过
年，他好像愣了一下，说尽快处理完公
司的事务，就趁早回家，免得在路上折
腾。没想到的是，他说到做到，小年前
就到家了。想来，这是他回家过年最早
的一次了。

与小弟在云南西双版纳发展坚果
种植不同，二弟在广东揭阳经营一家烘
焙坊，每天跟客户打交道，年底生意正
忙，他响应政府号召，选择在当地过年，
说身在异乡，忙忙碌碌的，日子会过得
很快。他思量着纯线下与纯电商时代
结束后，新的一年如何去应对新零售时
代的到来。二弟所思所想，没有什么不
周全的地方。母亲年过古稀，听力不如
以前了，她得知情况后，多少还是有些
失望。她埋怨道：“这么大的人了，不知
道怎么想的，过年能做多少生意，破地
帚也要收回家过年呢。”好在，母亲在深
圳工作的长孙，也就是我的儿子一口答
应回家过年，她的脸上又露出了笑容。

我儿子选择回家过年，机票也订
了，揪心的事接踵而至，疫情防控的指
令让他把机票退了又订，而核酸检测、

“赣服通”线上平台填报登记、扫健康
码，仿佛成了一系列回家对接的暗号。
腊月二十四晚，儿子乘坐ZH9519航班
从深圳宝安国际机场飞往景德镇罗家
机场，然后辗转回到了家中。

想想，人与社会都是在各种磨合中
达成和解的。何况，还是国家疫情防控
的需要呢。一个人，走出家庭，走向社
会，如果没有大局观念，能有大视野、大
发展吗？

“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我的
两个弟弟，是在读懂《论语》的年龄，因
为父亲的辞世而不得不去外地谋生的，
他们靠手艺在社会底层开始一步步打
拼。不过，他们都会回家陪母亲过年。
我呢，也有过想去外地发展的念头，最
终还是留在了母亲身边，选择在当地养
家糊口。

为人父，为人子，养育、反哺，是赋

予我双肩的责任与意义。
家乡婺源的年俗，是从腊月二十四

开始的。婺源处在赣浙皖交界地带，年
俗与北方有殊异，称腊月二十四为小
年。送灶神、扫尘、贴春联、请灶神、吃
隔岁，只是小年与除夕之间的民间年
俗，正月初一至初八呢，便是六畜、人、
五谷的生日了，俗语中“一鸡二犬、三猪
四羊、五牛六马、七人八谷”，既是民间
尊崇的年俗秩序，亦是民间绵延不绝烟
火气息的根本。一旦进入元宵节，就更
热闹了，猜灯谜，舞花灯，那都是节庆的
常态。民间年俗，群众文化活动，一场
接着一场，挤满了过年的日子。年俗，
是一个地方的生活史，顺着节点去追
踪，喜庆、祈福，是点燃民间激情的引
线。

然而，这两年过年因为疫情防控是
非常态的，比如舞傩、抬阁、猜灯谜，舞花
灯等群众性文化活动，都像时钟一样停
摆了。但愿，这些只是通往未来路上的
一段插曲，一切笼罩在人们心头的阴霾
都会很快清零。喜欢热闹的小弟，天生
的“乐天派”，往年接春、除夕、元宵节，都
要放许多烟火鞭炮。仿佛，点烟火放爆
竹，又让他回到了少年时光。他嗑着瓜
子遗憾地说：“过年不迎龙灯，禁止燃放
烟花爆竹，似乎年味就淡了，也少了一
件娱乐消遣的事。以前抬阁迎龙灯那
种欢乐与喜庆的场面，想想都觉得过
瘾。”

想来，少年辰光过年的乐趣多了：
滚铁环、踩高跷、踢毽子、挤扁担，还有
看露天电影。毕竟，不是同一个年代，
我们的孩子都过了滚铁环的年龄了。

年前的一天，老戴在家乡微信群发
祝福时引用了一个词语与数字游戏，说
过去的 2020年，“疫情”“痛苦”“疾病”
笔划都是 20 划，而到了 2021 年，“健
康”“幸福”“和睦”“勤奋”“崛起”都是
21 划。虽然同是一组词汇，却表达了
他对辞旧迎新、春回大地的美好祈愿，
引得乡友们一个个纷纷竖起大拇指点
赞。

而爱好拍抖音的小吴，回到老家，
专门去田间录了一段牛哞，祝福大家牛
年“牛气冲天”，许多“粉丝”给他送上了
一颗颗“红心”。

是呢，只要心灵与思想有微光，处

处都有暖意。
腊月的日子，天气时晴时雨，气温

也忽高忽低。腊梅还在绽放，杨柳枝头
已经长出了宛如米粒般的苞芽。小年
前立春，算得上开春早了，预示着一个
美好的开端。妻子没有闲着，她去山间
地头采了荠菜，洗净，焯水，包起了荠菜
饺子，素馅、清香、爽口，让一家人尝到
了味蕾上的春意。母亲呢，连续几天忙
得不亦乐乎，裹粽子、蒸子糕、焋碎肉、
焋肉丸，还有清炖荷包红鱼，几乎把过
年传统的美食一网打尽。居家过年，一
家人团聚在一起，其乐融融，味蕾在不
断地唤醒过年的记忆。

通常，春节是走亲访友的机会，也
是团聚的机会。我发现用视频向亲朋
好友问候祝福不仅少了舟车劳顿，也少
了繁文缛节。诚然，人与人的情感，最
好的表达是心的真诚，而不是物质。

像去年春节一样，我没有在朋友圈
晒美食、晒全家福，依然宅在家里阅读
与写作。书房的书橱里，书像植物一样
生长。《黄庭坚小品》《陶渊明的遗产》

《也说李白与杜甫》《望江南》《草地诗
篇》《有鸟相伴》《跳舞者》《前世今生，孔
雀的叫喊》，等等，都是文友赠送的书，
我还没有来得及阅读。想来，趁着春节
假期有大块的时间，或阅读，或去描绘
家乡山水人文的变化，以及发掘家乡人
的真善美，应是我向远方朋友，还有家
乡送上的最好祝福吧。

高速，高铁，航班，线上，线下，都在
不断改变我们出行、生活与工作的方
式。相对来说，我心目中的年，意味着
一次短暂的团聚，以及长时间的分离。
其实在心里头，我不愿在家乡年味正浓
时去与任何亲朋好友告别。然而现实
的生活境况是，他们一个个还是在与亲
人依依不舍中选择去了远方。

天，放晴了。春风拂过，在草木的
身上，我隐隐约约能够感觉到万物都在
复苏。星江河畔那一棵棵亭亭玉立的
玉兰，抢先一步，已经次第开出了洁白
的花朵。走近了，空气中弥漫着淡雅的
清香。漫步新春，驻足或回眸，我想每
一个人居家过年都会有不一样的感受，
但有一点是共通的，那就是，年应是我
们前行路上一个新的起点，以及过往的
时光印记。

儿子，先看看春联，今年的春联写得可好了
县里来了9位书法家，帮家家户户写春联
一个戴眼镜的小伙子，还写了一张大大的“福”送给我
贴在门上，红彤彤的。你爸的病，也好了很多
他现在已经能到扶贫车间干些活了，他说，
我们家脱贫了，以后的日子，都会是这种颜色

麻糍、冻米糖、芝麻片已经收到了
家里的味道，就是解馋。妈，厉害了
你现在会寄快递，还懂视频。因为疫情
我和你儿媳今年不回家过年了
厂里不但多发加班费，政府还有两千块钱补助呢
对了，我要隆重祝贺一下妹妹，今年考上了研究生

哥，你放心，有党和政府在，疫情、洪水都不怕
哥，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放假前，我向学院递交了入党申请书
如果能入党，会是我这一生中最骄傲的事情

新手艺

在种田、编织篾器之外
马墩村村民老余与时俱进，又学了一门新手艺
在驻村第一书记小武的全程辅导下，抖音、快手、
小红书各种短视频无一不精，五个月内
成功直播带货61次，粉丝突破10万+

自家的篾器，去年村里产的芝麻、花生
有70%是通过老余直播带货卖掉的
贫困户芸嫂家的土鸡蛋，哑巴和泰养的麻鸭
扶贫车间的艾草枕头，都成了直播间的热销产品
其他乡镇的种粮大户，养虾高手，大棚专业户
也纷纷慕名而来，排队申请上直播
对四乡八邻贫困户的农产品和手工制品
老余会优先安排直播时间。县长多次表扬他
夸老余是我县新时代的头号农民网红
接地气，有情怀

好多粉丝留言，说喜欢老余的直播间
老余的直播间是大自然，可以看到麦穗、芦苇丛、
秋天的鄱阳湖，天气好的时候还能看到
雁群擦过天空，灰鹤振翅于草洲

正月初六上午，晴。老余操着他的
特色普通话在新建的村民广场上直播带货
在老余的直播间里，你能看到，水光婆娑的湖边
柳枝在春风的指尖练习摆动，你甚至能听到
村后的林子里，隔一阵子，鸟鸣
就会倾泻一次

立春之后，万物复苏，莺飞草长。
“踏春吃春，是从我奶奶的祖辈传下来
的一个习俗，图的不只是一口嫩鲜。
在古代，就连皇帝也特重视这开春第
一口。”春天吃春菜，这是我故乡的习
俗。春菜在香、味、色等方面不但要注
重清淡、素雅和香甜，而且要突出春的
颜色——绿。

吃春菜的首选蔬菜，非荠菜莫
属。“城中桃李愁风雨,春在溪头荠菜
花。”辛弃疾的诗句是关于荠菜最美的
诗。民谚说：“吃了荠菜，百蔬不鲜。”

荠菜的鲜美，非一般菜蔬所能比拟。
早春时节，大地回暖，万物勃发，田边
地头，荠菜顽强地从解冻的大地里探
出头、直起腰，沐浴春风，微微摇曳，淡
淡的洇透着一抹葱茏，翠色喜人。从
田间挖回家，洗掉尘土，再用开水焯烫
一下，便随各人喜好，做成各式美食。
或清炒、或凉拌、或包馄饨、或烧菜汤，
都是珍馐佳肴，萦绕鼻尖的全是一股
浓浓的乡野味道。

韭菜虽然一年四季都可食用，但
以初春时节品质最佳。春韭上市，大
约是在清明之后，谷雨之前。乡谚曰：
清明断雪，谷雨断霜。春寒尚料峭。
经过了立春、雨水、惊蛰，春韭缓缓地
生长着，一点一点，一寸一寸，清明时
节终于披一身浓绿的翠衣，婷婷于田
间了，远望如一畦一畦汪汪的春水。
由于寒风的压制，春韭叶片很短，却厚
重，有弹性、韧劲，泛着浅淡清新的绿
色，细嫩稚气，看着就惹人爱怜。春韭
柔嫩多汁且鲜美，是春天人们提味增
香的佳品。春韭的吃法多种多样，既
可佐助肉、蛋、虾、墨鱼等，炒制成各种
色、香、味俱佳的菜肴，又可作为饺子、
包子的馅，或在炒豆芽菜、豆腐干或泡
包菜时，加些春韭，吃起来鲜美无比，
满口含春，齿颊留芳。

芦蒿别名蒌蒿、水蒿、柳蒿等。芦
蒿全国各地均有生长。宋代苏轼有诗
云：“蒌蒿满地芦芽短，正是河豚欲上
时。”说的正是此物。做芦蒿需要的是
一份精细，一斤要掐掉 8两，单剩下一

段干干净净、清清脆脆的芦蒿秆儿
尖。炒香干也是“素”炒，除了一点油、
盐，几乎不加别的作料，要的就是芦蒿
秆儿尖和香干相混的那份自然清香，
食后唇颊格外清爽。芦蒿在炒之前，
最好是在清水中浸泡一会，这样可以
更增加其鲜嫩，炒的时候则需要旺火，
出锅之后保持鲜嫩挺拔，带着春天清
新的气息。

说到“吃春”，不得不提的就是春
笋。春笋，笋体肥大，美味爽口，营养
丰富，有春天的“菜王”之誉，被誉为

“素食第一品”。袁枚在《随园食单》里
详细记载：“笋十斤，蒸一日一夜，穿通
其节，铺板上，如做豆腐法，上加一枚
压而榨之，使汁水流出，加炒盐一两，
便是笋油。其笋晒干，仍可作脯。”春
笋其实可荤可素，做法不同，风味各
异。一只鲜嫩的竹笋，可根据各个部
位鲜嫩程度不同，分档食用。如嫩头
可用来炒食；中部可切成笋片，炒、烧
或作为菜肴的配料；根部质地较老，可
供煮、煨，以及与肉类一起烹汤，还可
放在坛中经发酵制成霉笋，炖食别有
风味。

春江水暖，肥了田野阡陌边的野菜；
薄雾晨露，润了山间竹林的笋芽。春天
吃春，吃出满嘴的春香、满心的春绿。

大年夜的视频
（外一首）

□□ 石立新石立新

吃吃

在乡村出生长大的人，对过年常常有
着近乎一致的执念，他（她）们想着回到故
地，承欢膝下。或显风光，或解困顿，故乡
对她的每一个儿女都会毫不偏心地予以接
纳。这场类似于大马哈鱼从大海深处洄游
至山林河谷出生地的壮举，是为春运，是为
团聚。

安康当为团聚之首。今年，因为疫情
的反复，无数的人按捺住一年的期盼和忍
耐，选择就地过年。在听过择远老师细致
的说明后，我和妻子最终在学校调查表的

“留沪”一栏里打了勾。主意已定，岳父母
给远在广州的儿子打去电话：不方便回来
的话，你自己多备点好吃好喝的在家里，平
平安安地过个好年。

异乡过年，张罗一顿像样的年夜饭就
显得尤其重要。鲜香辣的赣西家乡味自不
可少，香菇炒鸡块、粉蒸肉、冬笋腊肉、湖藕
排骨汤、青椒炒肉做好后，我们入乡随俗，
现学现卖，又尝试了油焖大虾、红烧大排、
香煎带鱼等几个上海特色菜。以鲜奶代
酒，我难得仪式了一把，举杯祝愿岳父母的
身体稳定康健，祝贺妻子赢得公司年度优
秀员工的荣誉，希望择远小朋友多交朋友
更加聪明，也在心里为自己早日实现职业
转型鼓劲加油。饭后，妻子端上来一盘大
颗脆甜的车厘子，开着玩笑：价格腰斩，终
于实现了车厘子自由，这算是疫情带来的
意外收获吗？

身处异地，我仍不会忘记，年，是除夕
夜放在我枕头下的一双新袜子，是大年初
一孩子手里的一把电光鞭炮，是外婆夹在
外孙碗里的一个大鸡腿。这是择远作为迁
徙一代所欠缺的体验。我想给他补上这重
要的一课，一边看着春晚节目，一边告诉
他：年，其实是头恶兽，闯到村里伤人，人们
点鞭炮贴门神来驱赶，这就是过年……我
不愿他眼里的年，最终也沦为很多成年人
眼里的一个假期。如果不可阻挡，我势必
比他更失落。

在我的老家辋溪邓家村，大年初一，是
一年中最热闹的日子。新近诞下男孩的门
户要在这一天的上午摆添丁酒，拿出好酒
好烟水果点心邀请村人同乐。众厅（祠堂）
里，年三十日就已点起的一灶火烧得正
旺。上午八时未到，人们吃过年糕面条，陆
续来到厅堂。咚咚咚，靠墙架起的一面鼓，
被后生敲得震天响。噼里啪啦，一串串鞭
炮扔出去，炸响，青烟弥漫，响声一阵盖过
一阵。这样的热闹，即使我远在千里之外
也不愿错过。上午九时，众厅里像是沸水
烧开，就要冲破壶盖，我连通了村里海华的
视频聊天。海华热心，明了此时的我就是
一个饥渴想找水喝的人。他举着手机，厅
内厅外，上进下进，将一张张熟悉的面孔展
现在我的屏幕上。镜头前，添丁的一家之
主正喜笑颜开四处发烟。有人假装嫌烟
差，说，要发一百块一包的；有人起哄，邓老
板财越发越大，应该一人一包。这些熟悉
的略显粗俗的调笑声，让我不觉间红了眼
眶。

游子千千万。平日里，酸甜苦辣，冷暖
炎凉，得意失意，风光困顿，各自负重，不及
细说。即便同在一城就地过年，我们与妻
子同学秀秀一家、我的同村发小一家、择远
同学俊浩一家也只是在视频中一聚，互诉
愿景，轻松随意，甚是难得。其间，我和择
远数次从家出发，步行十多分钟，到邻近一
家精巧雅致的金融区图书馆度过半日。他
看他的绘画本，我读我的散文卷，各得其
乐。到饭点，玩笑打闹，慢慢归家。与往年
回到老家过年的方式相比，少了热闹，多了
充实，也算是就地过年的另一种收获。

过了这个年，择远的七岁就越来越近
了，他将从此真正启动自己的求知旅程。我
希望择远能记住这个特殊的年节，记住他父
亲在路上讲过的周星驰无厘头电影、冯梦龙
白话文小说、蒲松龄狐仙鬼怪故事等趣闻轶
事、鸡零狗碎。新年了，总得表达一些美好
愿景。对这个未能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将我
优缺点一并复制照搬过去的小孩，我想说，
希望你能做一个照顾好自己和家人、同时兼
顾身边同行之人的人，有用且心存良善。更
贪心一点的念想是，希望你会一直记得，千
里之外的赣西有个叫辋溪邓家的故地，不管
得意失意，风光困顿，你都会在每年的农历
年尾陪我洄游一次，从不遗忘。

遥望
故乡

□□ 邓爱勇邓爱勇

居家过年
□□ 洪忠佩洪忠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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