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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波岸

在我的记忆深处，故乡的年是扳着手指
一天挨着一天盼来的，扳着手指盼来了这个
年，又扳着手指盼着下一个年。尤其是临近年
关，不管是大人还是小孩，每天都在寒风萧瑟
中期盼酒肉飘香的喜庆年。

我的故乡在桂西北，每年进入农历十月，
父老乡亲就在呼呼的寒风里，期盼着暖暖的
年，他们上山砍柴、喂养年猪、酿制酒水、置办
年货……每一天忙碌的脚步，几乎都奔向年
的方向。

这个时候，地里的红薯熟了，乡亲们纷纷
收割红薯苗，翻犁土地，把红薯一担担从地里
挑回来。晚上，他们不顾白天的劳累，挑起灯
火，将红薯洗净砍碎煮烂，该酿酒的酿酒，该喂
猪的喂猪，忙碌的身影在一片片夹杂着浓浓柴
草味的火光里摇曳，灿烂的笑容在一阵阵蒸腾
着浓浓红薯香味的水汽里绽放，整个山村的夜
晚都在期盼年的烟火和气味里徜徉。

自古以来，在乡村，都把一头又肥又大的
年猪看成是喜庆富足年一个重要的象征。谁
家的年猪养得好养得大，说明这家人勤快运
气好。因此，喂养年猪是他们的头等大事。只
有到了把这头精心喂养的年猪宰杀，大锅煮
肉、大碗斟酒、大声欢庆的那一刻，他们整整
一年的期盼，才算稳稳当当安放在心头，无限
灿烂绽放在脸上。

有一年，父亲为了把家里的年猪喂得更
好，带着我走了六个多小时的山路到一个集
市去买木薯粉。我们挑着木薯粉往回走，离家
还有一个小时的路程天就黑了，只好向路边
人家找干竹子当火把，一手举着火把一手握
着扁担，在寒冷的夜风里深一脚浅一脚赶路。
那一年，我才上小学五年级。

我的故乡处在巍巍大山之中，自古交通
不便，物质贫乏。每当寒风吹着腊月日益临
近，祖母总是坐在烟火缭绕的火塘边，眯缝着
眼睛一边烤火取暖一边唱起古老的壮语歌
谣。大意是：寒冬腊月冷风嗖嗖，眼看春节来
到前头。富贵人家杀猪腊肉，贫寒门户百样忧
愁。幽幽的唱词里，道出了一样的人间、不一
样的烟火，道出了这方土地一样的年关、不一
样的滋味。

有一年，我在快到年时回了一趟家。一大
早，还在床上迷迷糊糊睡着懒觉，一位亲戚赶
着早路已经登门来访。他在火塘边和我母亲
诉苦说，他家最近油盐问题很棘手，本来想家

里存的油是可以熬到杀年猪的，没想到还差
十来天油缸就见底了，现在要去买又没有钱，
一家人没一点油实在难过，问我母亲能不能
借点食油给他，帮助他把一家人年前这段艰
难的日子熬过去。

那时候，我家刚办完祖母后事，还存有一
些柴米油盐。我听了这位亲戚唉声叹气的诉
苦，一股说不出滋味的心酸阵阵涌上心头，赶
紧披衣起床做饭招待他，然后让母亲打了两
斤多的猪油送给他，让他带回去跟家里人把
这个年关熬过去，并一再告诉他这点油就不
用还了。
十几年过去了，那情那景常常不由自主浮

现在我的心头。每当临近年关，父老乡亲们的
笑脸愁容会像影片一样，在我的脑际轮番播

放，打心眼里希望他们这一年能多收一些粮、
多养几头猪、多赚一点钱，过年杀猪能多存几
斤肉几斤油，来年年关不用这么煎熬。

为了让日子过得没那么煎熬，很多乡亲
都要背着行囊，穿越巍巍大山，到城市的茫茫
人海中去找生计。他们不少人常常大年初五
就得出去，到年关临近才能回来。

我还小的时候，二姑丈就已经远离家门
到广东谋生计，用他半辈子的辛勤汗水支撑
起一个家。直到今天，他还在那里为生活打
拼。在这二十多年时间里，他只有临近过年
才能回家，还没到元宵节又得出去了。每一
年，我都请他路过我工作生活的城市时到
家坐坐，由于来去匆匆，好多年都没有如
愿，我们也因此常常两三年都见不着一面。

有一年，我们在老家谈心时，他推心置腹对
我说，他在老家建了一座房子，花了差不多十
年心血才把建房的债务还清。但这十年里，总
共在家住不到一年的时间，“我每年回家时间
不到二十天，十年在家最多就是两百天。”听
了他的话，我顿时一阵心酸，感慨万千。

这片大山有着无数个像我二姑丈这样为
生计而在外奔波的人。因此，乡亲们的盼年神
情里，更多一分相思的煎熬，多一分团圆的期
盼。年关临近，在外的人扳着手指数日子，期
盼着早日踏上归途，回到父母妻子儿女身边；
在家的人也扳着手指数着日子，等待远方亲
人早日归来，在暖烘烘的火塘边，温暖着一年
的别离，温暖着来年的梦想。

少年不识愁滋味。在盼年时光里，孩子们
是最开心最快乐的。男孩子会缠着大人上山
把坚硬的木头砍回来，削制陀螺，编制绳子，
用新绳子绑着新陀螺挂在腰间，一副天下无
敌的模样，到处找人挑战。有时候，他们成群
结队在山间玩耍，一听到大人叫喊帮忙赶着
从山上跑下来的牛羊回家，立即哼着不着调
的曲子，用袖子把鼻涕往两边耳根一抹，呼啦
啦地跟在成群牛羊后面奔跑，欢快无比。女孩
子常常是结伴踢毽子、蹦蹦跳跳，马尾辫在寒
风中左右摇摆上下飞舞，银铃般的笑声洒落
在山间的每一个角落，给大山沉寂的寒冬带
来无限的生机与欢乐。

他们玩累了，会聚在一起扳着手指数着
还有多少天就可以过年，告诉同伴过年自己
家里会有什么好吃的。或者缠着大人，不厌其
烦地问在外的父亲什么时候能回来，家里的
年猪什么时候可以杀，甚至在梦里不止一次
吃上一顿热气腾腾的新鲜猪肉和猪龙棒。醒
来时才发现，自己正在啃着手指头，口水流了
大半个枕头。特别是我小的时候，山里缺油少
盐，只有到了过年才能好好吃上一顿肉，我年
少时对年的期盼基本上就是对吃肉的期盼。

猪龙棒又叫猪血肠，是用猪血伴着玉米
粉或者大米饭粒，灌入猪肠子煮熟而成的一
种食品。在我故乡那片大山，不管是小孩还是
大人，只要杀猪，猪龙棒是必吃的美食，几乎
是每一个人都无法抗拒的诱惑。你家杀了猪，
客人上门来吃不上一节猪龙棒比吃不上猪肉
还不高兴。家里杀猪，小孩吃不上猪龙棒要不
吃不喝连哭带闹三天三夜。大人要鼓励小孩
好好读书，往往会说，“你好好读书，考试考好
了，过年杀猪奖励你一节长长的猪龙棒，挂在
脖子上可以大绕三圈都绕不完。”

直到今天，我对猪龙棒的美味依然无法
抗拒，不管是小饭馆还是车站周边的小食摊，
只要见到一定要好好过把瘾。每当手里拿着
猪龙棒慢慢品尝，我都会不由自主地想起故
乡的年，想起故乡年里许许多多的人和事。

张丰

2019 年的春运已经开始，成都媒体像往
年一样去火车站寻找新闻，发现根本没有过
去的“紧张气氛”。其实全国各地都一样，回家
的人，都已经习惯从 12306 或者微信上买票，
已经不用再去火车站排队了。

甚至，是否还有那么多人“回家”都已成
问题。“发送旅客”的数量还会有增长，但是
“旅客”和回家过年的人，不是一个概念。旅客
的方向是多变的，越来越多的人，正在把春节
当成一个普通的七天假期，计划到外地旅行。

节日当然和假期不同。小时候在农村老
家读书，现在还没有到放寒假的时候，但是在
腊八过后，就已经有了“年味”。看一下日历，
已经过了腊月十五，用来蒸过年馒头的面粉
都准备好了。这让人兴奋，因为家里的小麦并
不够吃，已经吃了好一阵杂面馍了。

父亲应该已经准备好了过年的钱。三个
孩子，每人一件新衣服，剩下的就是买肉和

菜，也就差不多花光了，但他还是想买一盘长
长的鞭炮。这就是“节日”，在它到来之前，就
会有漫长时间的准备，即便是穷人，也必须在
节日里过盛大的生活。好像一年到头的辛劳，
就是为了这几天似的，要全部展示出来。

节日的核心是仪式感。其实，所谓“仪
式”，往往最没有实际用处。春联，焚香，还有
说不完的祝福，这能起什么作用呢。亲戚之间
充满热情地走动，似乎平常没有时间串门似
的。最疑惑的，是复杂的拜年仪式，如果犯错，
就一定会受到家长的责难，这常常让人感到
尴尬。还有一些神秘的体验，比如蒸过年馒头
或者炸东西的时候，在厨房里几乎不能说话，
“熟了没有？”这样问一句就会被轰出去。一切
都是神圣的，和日常生活不同。

最神奇的时刻，是正月初一上午 10 点
钟。大家互相串门拜年已经结束，开始聚在一
起闲聊。总会有人说一句：“啊，年已经跑远
了。”即便是并不识字的农妇，也会从喜悦转
入短暂的悲伤，每一个人都认识到“时间在流

逝”，都认识到自己又老了一岁，这真让人难
过。这样的忧伤在众人的打闹嬉笑中转瞬即
过，却留在了我的心里。

对我和弟弟来说，最向往的是“起五更”。
没有闹钟，但是远处响起的第一串鞭炮声唤
醒我们。我们轻声唤醒对方(其实都已经醒
来)，偷偷穿上衣服，带上手电筒，就出门“拾
炮”去了，把那些没有爆炸的鞭炮收集起来，
然后剥开，把里面的炸药收在一起。这是男孩
子喜欢的冒险游戏，突然有一年，我意识到这
件事的无聊。弟弟唤醒我后，我没有起床。看
他一个人出门去“拾炮”，我竟然有点难过。我
看到了时光，也看到了兄弟将来注定会分离。

这样的体会，只有在节日里才能有。春节
本质上是农业社会形成的习俗，和农业生产
息息相关。人们祈求风调雨顺，亲戚的走动，
其实也是为了来年耕种的合作。在走向城市
化的过程中，“节日的崩溃”似乎不可避免。人
们已经知道，烧香不会影响天气，还不如跟着
天气预报的节奏走。随着机械的广泛使用，一

个老农可以应付过去一家人的耕地，亲戚的
走动也似乎失去了动力。

人们被短片《啥是佩奇》感动，真是意味
深长的一幕。除了老农寻找“佩奇”外，这个短
片还有一个潜在的故事：儿子和孙女一起回
老家，接老农到城里过年。不是“在农村”，也
不是“在城市”，而是“回农村接父母到城市”
过年，这是一种新的过年方式。对老年人来
说，到城市过年绝对不会是好的体验，那意味
着和过去的生活经验完全无关，而“过年”本
质上就是和过去有关的。

进城去看《小猪佩奇》，那不是过年，勉
强算是“度假”。最近二十年来，伴随着“节
日衰落”的，是“假期”的兴起。假期是工业
社会的概念，人们日复一日地上班，需要一
个较长的假期放松下来。二十年前，春节期
间去旅行，不仅前卫，也意味着“不方便”，
因为人们都在“过年”，服务业处于半停顿
状态。如今，春节对很多行业来说，已经成
为真正的“旺季”。

“假期”概念正在取代“节日”，对少年来说，
这没什么问题。困惑和不安，属于像我这样拥
有乡村和城市两种经验的成年人。即便是高
高兴兴度假，也总觉得少了什么。那个叫“年”
的东西，到底是什么，总会是心头的一个问题。

从节日到假期随随感感

王宁

从县城回老家的路有两条，一条从黄河故道的河堤顶上
过，村南进村；一条从河堤下沿过，村西进村。

黄河，这条孕育了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千百年来，也给下游人民
带来了无数危害与灾难，有历史记载的大改道就有 1500次以上。

黄河改道后留下的地貌有三种：荒芜的盐碱地、水草丰美
的湿地、尚存的河道。这三种地貌在民权县境内都有呈现。以
黄河故堤为界，堤南是高滩地，即胶泥地，土质粘硬，适合农作
物生长，老家胡集村就在堤上。县城在堤北，属沙碱地。小时候
去县城，通常走村南的路。

这条路有 30 多里，前半段在故堤之上，道路结实平整；下半
段在堤下，是沥青路，虽然也是坑坑洼洼，但总归是硬化过，相对
好走一些。村西的路则要走堤下，穿过长长的申甘林带。林中小路
沙质松软，走起来非常艰难，但路程稍微近一点，有 20 多里地。

1978 年，大姐和哥一起考上大学，我和二姐还有两个妹
妹，陆续离开农村，到县城跟着他们上学。那天下午，第一次离
开父母、离开村庄，骑辆二八式大自行车，跟在大姐后面，兴致
勃勃地去县城上学。

二八自行车，对十二三岁的孩子来说，太高太大。够不着脚
蹬，只能用脚尖勾着，左一下、右一下，晃动着身体奋力骑行。

路上要经过好几个村子。村庄里的路面比较平整，还好走
一些。出了村就疙疙瘩瘩的，蹾得屁股疼，双手虎口也疼，骑个
四五里地就坚持不了了，央求大姐下来歇歇。

一路上，大姐用了各种方法哄着我向前走。看看她车座上
的面袋子，觉得有道理，不再作声。骑到大姐宿舍门前，已经四
肢僵硬、无法动弹了。

家里、县城，来来往往，走得多了，30 多里的路程不再那
么恐怖。

那时每到麦收、秋收季节，学校都会放假，家在农村的学
生都要回去干活。有年麦假，准备回家时，嫂子让给爸妈捎两
个西瓜。哥嫂把两个西瓜装进布袋里，扎上口，抬起来挎在后
座两侧。

一路小心翼翼地拣着平整的路面走，还好。到一个村里，
路上突然有许多积水，很深，自行车推不过去。

站在积水前，不知如何是好，难为得想哭。

西瓜又沉又不安稳，很怕自行车陷在水里，或者连人带车
一齐摔倒。等了很久，一直没有村民经过。后来灵机一动想出
个办法：把西瓜先卸下来，推车过去，然后再回来抱瓜。那时的
西瓜都很大，每个都有一二十斤重。

推着自行车，紧贴着墙根，踩着松软的稀泥，一步步挪出
积水。西瓜抱回后，装进布袋，扎上口，一只胳膊托起一个，使
出了吃奶的力气，才重新挎在后座上。

刚出村，路上竟然又出现一条浇地挖的水沟。水沟虽窄，
抬腿就过，自行车前轮也能推过去，但后轮不行。只好再次卸
下西瓜。几次想把西瓜放下，但想想在地里辛苦劳作的父母，
又舍不得。那年家里没种西瓜，大热的天，爸妈肯定舍不得买，
这两个带回去，也许是个小小的惊喜。

除了辛苦，在这条路上，还有一段生死劫难。

那是周日的下午，和同学一起，骑着自行车，从老家回县
城上学。傍晚时分，快到县城的时候，对面一辆大卡车突然超
车，呼啸着快速驶来。我和同学赶快躲到马路边。同学在前，我
在后，卡车紧贴着我们轰鸣着全速行驶。感觉自己像个小矮
人，还没车轮高。这车厢真长啊，车轮过了一排又一排，有四五
排之多。时间因恐惧显得格外漫长。终于快过去了，还没等松
口气，挂在后面的一节长长的车厢又闪现出来。惊恐地躲避，
但躲无可躲，向外拐时，感觉自行车前轮被同学的后车轮轻轻
挡了一下。

之后的片刻，脑袋是空的，只听见半空中传来一声尖锐、
辽远的喊叫声。心想：这声音好高啊，平时自己是发不出来的。

重重摔在地上，慢慢睁开眼睛，才又回到这个世界。

也许是听到了这凄厉的叫声，卡车立刻停了下来。司机开
门，跳下车，走过来，看看自行车，看看我，一句话不说，一副淡
定漠然的样子。这时才发现，自行车前轮被卡车碾压而过，严
重变形。幸亏自己倒向外侧，否则早已血肉模糊。

同学醒过神，把我扶到路边。我靠在树边瑟瑟发抖。过路
的人走了一拨又一拨。终于有个本家路过，说他抓紧时间回城
里，让家人来接我。

当一线弯月从漆黑的夜幕中闪现时，哥、姐骑车匆匆赶到。他
们看我还能站着，暗暗松口气。之后呆呆地医院检查，回家休息。

周日的下午，步行回学校上学——— 车是不敢骑了。独自在
马路边慢慢走着，恍如隔世。身后突然传来卡车刺耳的嘶吼，
感觉就要被撞到了，吓得一下跳到路边的杨树后面。这才意识
到，是车祸的后遗症。

第二天上课前为全班领歌，嘶哑的歌声一出口，我立刻想
起那声凄厉的尖叫，眼泪立刻流了下来。这是车祸后第一次流
泪。此后一个多月，不敢走马路。

走村南的路，远、累，也有危险，便尝试走其他的路。有次
骑车带着妹妹去县城，选择了村西头的那条路。

出村，穿过一片田野，河堤下面，便是著名的申甘林带。申
甘林带始建于上世纪 50 年代，是豫东防护林体系的重要组成
部分，也是当时全国平原四大、亚洲十大人工防护林之一。

一进树林，骑车立刻艰难起来。林带边沿，路面较硬，一个
人还能骑得动，再坐上人，就很费劲，只有弓着腰，抬起屁股，
把全身重量都压在脚踏板上。

越走路面越松软，沙坑也越多。一有沙坑，小妹就得跳下
来跟在后面跑。有时候只好下车推着走。小径上留下两条细细
的、深深的、曲里拐弯的车辙印。

树林深处的杨树、槐树，高大、挺拔、茂盛，午后的阳光在
树林间斑驳地闪耀着，一片静谧、幽深的世界。

又累又渴又饿，但不敢停歇。这蜿蜒悠长的树林小径，怎
么走也走不到头。路上看不到一个行人。不知过了多久，终于
看到一户人家。阳光照耀在爬满青藤的门楼上，门前坐着一位
慈祥的奶奶。

我像遇到了救星，赶紧下车。奶奶打量着我们，微笑着说：
“不远了。快到了。”

20 多里的沙路，走了四五个小时。午饭后出发，天黑透了
才赶到县城。

人渐渐长大，来回走的次数多了，虽然也是累，但不再那
么恐怖。

后来，从村南进城的路修成了柏油路。

后来，从村西进城的路也修成了柏油路。

回家的路越来越平坦，回家不再艰难，20 分钟就到。

后来，工作的城市越来越远，回家的次数越来越少，但心
与家的距离却从来没有疏远。无论旅居在哪座城市，无论行
走在怎样的异乡，回家的路，永远愉快而温暖。

故乡就像漫漫旅途中的加油站，带着沉甸甸的充实和满
足，我们从村南回城。走到黄河古道的石桥上，一轮硕大的、橘
红色的太阳正好落在不宽的河面上，把云彩和河水染得鲜红、
鲜红。

回家的路

原原乡乡

韩浩月

去年的春节感觉没过多久，又到新一年
的春节了。大人与孩子心目中的春节最大的
不同在哪里？答案是：大人害怕过春节，不喜
欢那种“转瞬又一年”的感觉，而孩子盼着过
春节，一年盼到头，觉得时间特别缓慢。

作为一名出生于 20世纪 70 年代中期的
人，有了童年记忆，刚好是进入了 20 世纪
80 年代。这时，农村人开始能吃饱饭了，久
违的白面、大米，慢慢重新回到普通人甚至
贫困户的餐桌上，逢年过节，家长们也能割
几斤肉回来给孩子解馋了。

因此，对于过年这件事，70后恐怕要比 80
后、90 后的人有更深的感触：物质匮乏时代的
年，才更有年味——— 这句话貌似矛盾，但事实
的确如此，也正是随着日子越过越好，人们才
觉得年味越来越淡的，反倒是碗里有块肉就能
幸福好几天的日子，过年才有节庆的气氛。

我对过年的印象，还不只是那些丰富的
吃食、欢乐的庆祝活动，而是那种过年的氛
围，尤其是家庭情绪，会有一个很明显的变
化：平时脾气暴躁的家长，临近过年的时候，
脸上有了笑模样，而整日爱唠叨的大人，虽然
还少不了唠叨的毛病，但语音里明显多了些
欢欣……那些平时因为调皮被呵斥甚至劈头

盖脸打一顿的孩子，每逢春节到来前，胆子也
大了几分，哪怕再闹腾，换来顶多是家长骂一
嘴，打是不会挨的了。

这大约是继承了农耕社会的传统：过年
的时候不能生气，要吃好的喝好的，大人孩子
都要尽情玩耍，见人要说喜庆话，哪怕日子过
得窘迫，就算装也得装出个志得意满的样子，
大过年的，没人愿意看到谁长着一张黑脸。种
了一年地，受了一年苦，年底盘算收成时就算
不理想，也得咬咬牙把一口气咽了，等过了
年，再去卖力气，再去拼。

所以，农村孩子盼过年，除了盼一个热闹
外，隐约也盼的是，能够有一个正常的、温馨
的、友好的环境，在这个环境里感受到爱、欢
乐、安全感。发明春节的祖先们有先见之明，
立了种种的规矩，因为这些规矩都是盼着人
好，所以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都被很好地传
承了下来……现在大城市里不还流行一句
话，“有钱没钱，回家过年”。每逢春节临近，一
线大都市的火车站，就塞满了乡愁，平时在写
字楼里互称英文名的白领们，又变成了回乡
过年的秀娟、阿香、建军、建国……

我也是回乡过年大军中的一员。童年过
春节的记忆，已经渐渐模糊了，但过年的兴奋
心态还是有的，骨子里的基因也决定了，快过
年的时候脸上要喜气洋洋，要对孩子尽量友

好，把零花钱给足，宠着点儿也没关系，因为
童年的时候，祖辈、父辈的人就是这么对待我
们的。

童年春节印象最深的三件事，一件是放
炮仗，一件是拜年，还有一件是看舞狮子。对
于孩子来说，放炮仗是过年时最刺激、也是最
符合“合理捣乱”范围内的一件事了。村里供
销社，早早地就进货了，离春节还有大半个
月，就没停过爆竹声响，土路上就没缺过一片
大红的爆竹皮。很少有孩子正经放爆竹，都是
变着花样放，最常见的就是往粪坑里扔炮仗，
炸得满墙、满地都是大粪，事惹大了，避免不
了被大人揪住象征性地踢几脚。还有一种放
炮仗的方式，就是每人手里捏一只炮仗，喊声
“一二三”之后点火，然后拼谁胆大，最后把炮
仗扔出手的那个孩子，是“英雄”，就是这样，
每年村里都有某个孩子的某根手指，被炸肿
或炸裂了。

拜年是一个孩子最简单直接获得收入的
渠道。先给直系亲属拜年，后给没出五服的家
族长辈拜年，最后给村里走动较多的邻居拜
年，无论给谁拜年，孩子们都很直接，过年话
不用说，一个头磕下去，人家就懂了，一个红
包就塞进手里或口袋里，红包里装着从五毛
到五元不等面值的钞票，没红包给的，就塞一
把花生或者糖块，大年初一一整天下来，每个

孩子都成了小小的富翁，要赶在父母把压岁
钱收去“代管”之前，能挥霍多少就挥霍多少。

孩子花钱的地方，要去县城里，春节期间
的娱乐活动，集中在县城中心繁华地带，人群
挤得像个麻绳疙瘩，但大家都不嫌挤，觉得只
有这么挤，才有过年的劲儿。除非有一样，舞
狮队过来的时候，人群会一下子散开，不敢不
散开，为了欢迎舞狮队，每家单位都会点燃一
串大炮仗，被炸到就不是小伤，另外，舞狮人
当中那个藏在狮子肚子里的家伙，有时会犯
坏，被他蹬上一脚，也够受的。最大的舞狮队
有几十号人，除了大大小小的狮子，还有划旱
船、骑毛驴、踩高跷的表演，怎么看也看不够，
通常会有一些孩子会从头跟到尾，一直到快
天黑时才恋恋不舍地回家。

至于穿新衣、吃美食，这在孩子的春节
生活当中，就不算什么大事了。相比于物质
供给上的富足，孩子对过年的最大需求，其
实是精神满足，只要能开心地玩，其他都不
算什么。这是我很久之后才想明白的一件事
情。都说现在孩子们过春节觉得没意思，不
在于红包越来越厚，也不在于能够往有花有
海的南方飞，而在于现在的孩子，已经不能
像从前那样，放肆地疯玩，在一个开阔的空
间里，与整个社会建立起某种联系了。

作为一名 70 后，已经在这个世界上过了
四十来次春节的人，想告诉那些愿意把春节
过得有意思一些的朋友们，春节最好的过法，
是让自己的情绪饱满一些，忘记一年来的辛
苦与烦恼，像个孩子那样，投入地、开心地玩
起来。

70 后的过年记忆

扳着手指盼年来世世间间

生生活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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