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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万人同时迁徙，只为一次团
圆。”这是英国广播公司（BBC）在 2016
年拍摄的纪录片《中国新年:全球最大
的庆典》中，形容中国春节的一句话。
今年春节在即，它再次爆红网络。

春节有着诸多的意涵，最为重要的
一点，还是团聚、团圆，这一点可以说是
春节的核心价值，也是其他多重功能得
以生发实现的前提。

为了这一目的，在地球的东方，一个
巨大而古老的国度，每年这个时间都在
上演一次大迁徙,其规模令人目眩神摇，
必须要以天文数字来计算。北上南下，
东行西进，火车疾驰，飞机呼啸，人流滚
滚。广袤的国土上，每一个方向都连接
了向往，每一处地点都萦系了思念。每
个人的目的地，都是一个具体、确切而清
晰的处所——或者是繁华喧嚣的都市，

鳞次栉比的高楼中的某一套单元，关紧
窗户也挡不住外面的市声；或者是僻远
闭塞的山村，村边舒缓的坡地上的一幢
老屋，被阳光孤独地照亮。原本微渺的
所在，却在那几个固定的日子，骤然被凸
显放大，牢固地踞守于灵魂之中，成为生
活中无比重要的意义和价值。

大迁徙，源自一种双向的呼唤：家
园呼唤游子，游子眷恋家园。我忽然产
生了一种科幻小说般的想象：以亿兆计
数的灵魂中丰沛充溢的情感，如果可以
转化为物理形态的能量，该是怎样的让
人惊骇震撼？

一切的辛苦奔波，都只是为了这个
单纯的目的——团聚。血缘相连的一家
人，聚拢在一起，在同一个屋檐下。老母
亲的银发在飘动，老父亲的烟斗在闪
亮。在他们充满怜爱的目光中，孙辈们
追逐嬉戏，童声清脆，笑靥如花。那一
刻，一切辛苦都在瞬间化为了乌有，仿佛
坚冰为火焰所融化。所有的代价都是值

得的，因为它换来的是最为美好的体验。
春节团聚的实质，便是一次亲情的

交汇和融渗。这种世间至为珍贵的情感，
经由这个特殊的节日，获得了进一步培育
和强化。即便是血肉骨亲，父母儿女之
间，兄弟姐妹之间，那一份情感也是需要
精心呵护的，时间和距离等等，都会不易
觉察地磨蚀亲情。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
的转型，漂泊分离代替安土重迁成为了常
态，亲人团聚的价值便愈发凸显了。

在这样的时刻，子女感念父母的生
养之恩，祈祷他们健康长寿；长辈祝愿
孩子们健康成长，平安顺遂。爆竹声
声，春联鲜红，酒香醇厚，佳肴丰盛，都
仿佛是一种仪式，为了映照烘托那一种
浓郁深沉的亲情。

感谢我们多情而睿智的祖先，创造
设置了这样一个日子。它仿佛是一个情
感的加油站，每一个春节，每一次团聚，
都是给灵魂中注满亲情。它们会化作巨
大的能量，让家庭中的每个成员，在接下

来的三百六十多个日子里，感恩生活，追
求梦想。它的特别的功效，是可以更好
地抵抗人生路途中遭逢的严寒溽暑、雨
雪风霜，让每一次打击可以承受，每一次
伤痛能够忍耐。想到日子再苦再难，还
有亲人在牵挂和祝福，便会陡然感觉到
轻松了不少。这就是亲情的至柔而又至
刚的力量。

尤其要感谢春节这个日子的周而
复始。它与时光的递嬗、自然的节奏相
呼应，也就具备了超越性，那是一种属
于神性的品质。想到这一点，就有足够
的理由感恩，感谢上苍，相信冥冥中存
在着神灵，才使得这种情感的灌注无休
无止，仿佛永不枯竭的泉源，持续地滋
养我们，陪伴生命的整个行程。而作为
整个民族的全体成员共同拥有的节日，
它也连系着这个古老民族生生不息、一
次次凤凰涅槃的深沉的奥秘。

珍惜春节，珍惜团聚，也就是敬重
生命，也就是守望生活中的美好。

亲情为生命加油
彭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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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外孙女多多是 2015 年春天出生的。那年的春
节前夕，当大学老师的女儿一放寒假就挺着大肚子从
北京飞到深圳待产。从那个春节开始，“准姥姥”李瑾
就开始等待宝贝来到人间。

那年的春节非常忙碌，李瑾一方面要给女儿做饭，
变着花样，搭配营养，调理口味；另一方面，李瑾的《我
拓我家》传拓作品展已定在 5 月份开幕，春节前后正是
筹备展品的关键时间段。李瑾虽说两头忙，却也满怀
着双重的期待。

即将添人进口带来的超强人气，带旺了全家人的
心气。除夕那天，女儿找出大红纸，说要和妈妈一起剪
纸做窗花。剪窗花本来就是我们家延续多年的“传
统”，当年还专门设计了一个黄色玻璃灯箱。只是前些
年女儿远走高飞，很少回深圳过节，这个灯箱也就荒疏
了。如今，女儿又要重操剪刀了，这个灯箱又要点亮我
们家的春节之夜了。

剪好窗花，李瑾说要到晚上掌灯时候再贴，效果一
目了然。趁着天还亮着，赶紧写副春联。每到过年，我
们家都要自撰一副春联。女儿从小拜师练书法，那时
候，是我出词儿，女儿书写；后来，女儿的诗词水平渐渐
超过我了，不知不觉就把角色转换了。女儿说，今年跟
往年最大的不同，就是小宝宝即将降生，我们的春联要
把这个喜事写进去。女儿拿过纸笔，一挥而就。上联
是“素日常吟旧时韵”，下联是“今春且试新啼声”。我
铺开红宣纸，饱蘸浓墨，也是一挥而就。写完对联，女
儿说你再想个横批吧。我说，那还用想吗，提笔就来：

“灵羊献瑞”。那个春节，宝宝还没来，可满屋子的喜气
不都是宝宝给带来的么？

宝宝 4 月初降生时，正式升任姥姥的李瑾灵光乍
现，把刚出生的外孙女的小脚丫也拓成了一件展品，然
后叫我把女婿为宝宝写的一首诗抄录在拓片上，结果
就完成了一件独一无二不可复制的作品：“妈妈生姥姥

拓爸爸诗姥爷书。”这个“小脚丫拓片”在 5 月的首展上
大出风头，无数观众争相欣赏，最后，不得不应观众的
要求，把这件作品从“压轴”的最后一间展厅，“转移”到
大一点的一号展厅，让大家一进门就能看到。

转眼又是一年。2016 年的春节，女儿一放寒假就
带着外孙女多多来深圳过年。巧的是，姥姥的展览又
被邀请到中心书城的深圳艺廊来举办精品展，展期刚
好定在春节前夕。这一下，多多正好可以与自己的“小
脚丫”初次相逢了！

鉴于《我拓我家》首展时“小脚丫”大受欢迎的前因，
这次主办方对这件作品也做了精心的安排——悬挂的
位置是整个展览的最后一幅，不仅留足了空间，还调整
了灯光，以方便观众与“小脚丫”合影留念。而“小脚丫”
原型的到来，让整个展厅“鼎沸”了一阵子，10个月的多
多第一次与自己的小脚丫亲密接触，直笑得咯咯作声。
合影时，姥姥还故意把孩子的袜子扒掉，让小脚丫露出
来，此时的小脚丫已经比拓片上的脚印长大一圈了。

今年的春节又到了，多多已经快两岁了。我们
依旧在深圳等着宝宝回来过年。早早地，姥姥就在
思谋着添置些东西，吃饭的小椅子买来了，小衣服买
来了，游戏用的决明子沙池买来了⋯⋯对了，还要买
双小鞋子，现在的小脚丫已经学会到处跑了，还有，
要买图书和画笔，多多已经学会自己看书画画了。

宝宝的小屋已经堆满了各式各样的儿童用品，那
里边分明浸满了思念和期待——宝贝啊，姥姥想你了，
天天都盼着你来过年啊！

多多的小脚丫
侯 军

素日常吟旧时韵，今春且试新啼声。这副春联，是为了欢迎宝宝

六年前，正是“初生牛犊不怕虎”的青春
年华。孤身一人来到了“世界屋脊”的青藏高
原，仿佛像一只挣脱囚笼的小鸟儿。还未彻
底从自由的空气中回过神来，就迎来了要独
自一人在千里外过春节的现实。

藏族同胞们过春节的气氛虽是一年比一
年浓，但与内地相比还是有些许区别的。特
别是那一年春节和藏历新年前后差了一月之
久，春节的气氛更没那么浓烈了。能回内地
过春节的都走了，餐馆小吃店早早就关门大
吉，剩下为数不多的可以觅食的地方。

吃食可是春节最精彩的项目之一。要告
诉一个刚毕业不太会做饭的姑娘，在春节这
个最重要的节日里竟然没有可以吃饭的地
方，绝对是“晴天霹雳”。怎么办呢？只能学
起千千万万的家庭来，自己办年货。买肉买
菜买各种吃食，一人也像一个家庭一样准备
起来，这次真正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思来过一
个属于自己的年了。

万事俱备，只欠“年”这个东风了。除夕
当日，早早地将家又里里外外地清扫了一遍，
便进入了为除夕大餐准备的状态。一个人吃
不了多少，但也不能亏待自己。早就从百度
上搜索了各种菜单，只等靠着天赋将这些互
联网上的菜单变成丰盛的菜肴。那时候西藏
各地兴起大棚种植，加之航空、铁路等的发
展，即便到了冬天，各种蔬菜也是供应齐全，
只不过价格贵了一些。蒜薹炒肉、炸酥肉，这
些也算是简单易得的菜品。

按着“度娘”的方法煎煎炒炒，不一会儿，
几个简单易成的菜品便做好了。一个人的年
夜饭，也算过得去。拍照上传QQ再把做菜心
得写一写，感叹一下劳动不易，应该全部下肚，
然后就着新年这一最好的调味品就大快朵颐
了。饭毕打扫完战场，给父母打电话报平安，
听着故乡人故乡事，看着窗外绚烂的烟火，独
自品味着年的味道，竟然没有些许的失落和伤
感，满满都是一个人过年的新奇感。

对没有经历过的事情，哪怕是别人看来多
么凄凉悲惨，也是甘之如饴，这也许就是我一
个人独自在高原坚守这么多年的精神支柱和
动力吧。哪怕不能团圆，哪怕不能吃上丰盛的
年夜饭，哪怕身在异域他乡，这也是一种独特
的体验，天涯共此时，此心同彼心。唯愿新年
胜过旧年，一年更比一年好。

在遥远的大唐，一首又一首流传千古的
边塞诗横空出世，冠绝一时，写尽边关游子的
落寞和孤寂，写满征夫征人的血和泪。而我，
在千年之后来到祖国的边陲，在春节这一万
家团圆的日子却不能体会他们当时的心情。
也许这就是千年之后祖国的富强和繁荣，让
我们哪怕身处边地也是不一样的心情。长河
落日，大漠孤烟，在我眼中尽是祖国美丽的大
好河山，恨不得踏遍赏够。

对这一个人过的年，当时不觉得难过，几
年后也不觉得寒碜，反而随着时间的积累而变
得弥足珍贵，视为一种独特而难得的体验。现
在每年过年即使不能回家也能呼朋唤友，或者
在采访对象家里蹭上一顿美味佳肴，但是总觉
得一个人过的那个年才是弥足珍贵的。虽然
不知道值得回味的地方在哪里，但是总是每每
忆及便觉得一个人的年也有动人之处。不管
在哪儿，只要努力生活，开开心心、健健康康便
是一个温馨备至的新年。

在火树银花中，在笙箫鼓乐中，在寂静孤
独中，每一个人有每一个人不一样的年味儿。

只身一人来到祖国的边陲，

在春节这个万家团圆的日子，我

并不能体会边塞诗里的落寞和孤

寂。今天祖国的富强和繁荣，让

我身处边地也有了不一样的心情

蒸糕，意为增高；有鱼，象征吉庆有余；饺子，因为
形状像元宝，寓意来年发财。诸多的美好习俗，在无意
识中影响着孩子们，那种传统教育正是通过一点一滴
的细节贯穿于心的。

平时，长辈们说的话或许被孩子们视为“唠叨”，而
他们在过年守岁的时候说的每一句话，在孩子们看来
竟然都变得如此神秘而神奇。想要的新书包，想要的
铅笔盒，想要的新衣裳，想要的裹有五颜六色玻璃纸的
糖果，在大年初一早上都能神奇地出现在枕边。甚至，
除夕夜守岁的时候，就已经打听到了信息。

那些动人的情节融入几代人的记忆。当老人们离
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会想他们。而最想的，是他们
那种热爱生活的平实情怀。

除夕夜，把他们的名字摆放在心里，怀着对他们的
情愫慢慢体味他们说过的话，做过的事，然后，对第四
代人或者第五代人讲那漫长岁月里的美丽记忆。

从二十多年前起，我们家的除夕夜，多了一个表演
节目的内容。这个节目的导演是母亲，演员是家庭的
每一个成员。

年三十的下午，母亲就开始忙着翻书。她把摘选
好的有关“爱”的句子，写在她精心裁好的纸条上。她
的字很工整，连标点符号都标注得十分规范。

除夕夜包完饺子聚餐时，她把纸条发给我们每一
个人。节目就开始了。

老母亲的开场白重复了二十多年，印象里总是很
别致的那几句话：我们一家人又围坐在一起了。我的
孩子们也都像燕子归巢一样从四面八方飞回到家里来
了。都平安，都健康，都快乐。我感恩啊。世界上吉祥
的话，祝福的话，太多了，今天我们只说心里想说的
话。现在从我开始，每个人念一下自己纸条上的句子，
彼此祝福吧。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凡事包容，凡事相

信，凡事盼望；爱是永不止息。”
⋯⋯
每个家人在念的时候，都极认真。因为被一种美

好笼罩着，被母亲传递出的温情和虔诚感染着。
不知不觉中，这个节目保留了二十多年。只要回

到家的人，都能享受并进入到这样的“演出”中。
8 年前，我儿子赴法留学，研究生毕业后留校任教

至今。春节时回不来，老母亲仍然为他准备了一张纸
条一段话，由我代念。其间，如果有谁也因事没有回家
过年，母亲也都指定人代念。这些年里，外甥女也成家
了。外甥女婿对我们家的这个节目保持了高度好奇和
热情，说他之前从没有经历这样过除夕的快乐。

母亲父亲和我们，静静地听着每一个人念的那些
句子，除夕夜，因此充盈了最真的感情。

团圆的幸福，不管是人在天涯海角，还是围坐在同
一张桌子边，因了一句句祝福，就都能享受得到。每一
个句子都从母亲柔软的爱中、从母亲的胸怀里对碰升
华，然后，拥抱了我们。这是属于我们的除夕夜。是值
得我们永远留恋的夜晚。

守岁时，母亲近似贪婪的目光始终没有离开我们
每一个，我们也一样。就那么聊着天，看着电视，听着
窗外不肯歇息的鞭炮声，默默地，亲热地相互依偎着。

新一年的黎明来临时，我们担心着母亲的担心：你
们又该整理翅膀飞向远方了。

不敢睡觉，不舍得睡觉。母亲守望着我们的守望：
我们飞得再远也会飞回家来。

母亲摘选的每一句话，都是送给我们最好的压岁钱。

爱的保留节目
华 静

从二十多年前起，我们家的除夕夜多了一个表演节目的内容。节目的导演是母亲，

演员是家庭的每一个成员

别样除夕
嗣 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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