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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春联（二）
王达政

远光近景，巴渝春暖和风醉
绿水青山，禹甸龙飞紫气昇

春到巴渝，淡墨双钩描水韵
梦连家国，初心一片靓山城

（作者单位：江津区政协）

一年中，最让人幸福的时光应该是
守岁了。全家人围坐在炉旁，静静地守
着一年中最后的夜晚，辞旧迎新，有着相
守相候的神圣与庄严。

记忆中，守岁是以烤火为主。小时
候家在偏远山区，不通公路，用不上煤，柴
火是我们唯一的燃料。平日里做饭煮猪
食，用柴火都非常节约，很难有烤火的时
候。也唯有大年三十的晚上守岁，家里才
会烧起熊熊大火，让一家人烤火守岁到天
亮。父母亲说，守岁时的火越旺越好，越
久越好，预示着来年红红火火，久久长长，
在当时，那是件多么奢侈的事。

乡下的大年夜，夜幕缓缓降临，火堂
里燃起了红红的柴火。全家人吃过团年
饭，丢下了所有的农活，团坐在火边，享
受着浓融的暖意。屋外呼呼地刮着寒
风，伸手不见五指，屋内火光熊熊，小猫
小狗偎在脚边，昏昏欲睡。父母亲拿出
平日里舍不得吃的香瓜子、炒花生，还有
核桃和板栗，甚至还有当时一年都难以
看到一眼的苹果或柑橘，使屋子里飘荡

着诱人的果香，馋得我们直吞口水。大
人们不再唬我们，大方地让我们吃个够。

一家人一边吃着一边谈笑风生，说
说年成，笑笑小孩的糗事，爷爷奶奶还会
谈起往事，对比现在生活的美好。到了深
夜，父亲会给每个小孩几元钱的压岁钱，
在那样的年月里，几元钱对于我们可是一
笔不小的财富。我们会兴奋得欢呼雀
跃。随后，父亲会拿出一挂鞭炮，挂在屋
外噼噼啪地响炸起来，不一会儿，整个山
村都响起了鞭炮，漆黑的山乡深夜，只有
星星点点的灯火，却让鞭炮响得无比热
闹，还会夹杂着我们这些小孩的欢呼声。

鞭炮之后，山村又归于宁静，柴火燃
烧得正旺，仿佛时间还早，谁也不愿去睡
觉，继续在火堂边聊着，消磨着时光。最
后我们这些小孩忍不住在火堂边睡着
了，让大人抱上床去。朦胧中一睁眼，早
就是大年初一了。大人们又开始催小孩
起床去拜年，一个无比美好的守岁之夜，
不知不觉就过去了。

后来我们有了城里的家，到了大年

三十晚，依然和父母一起守岁。也能烤
火，但烤的是电烤炉，或者吹空调，有香瓜
子、炒花生，还有更好的糖果，精彩的春
晚。当年乡下守岁的那种味道，似乎再也
找不到了，但这也是难得的幸福时光。平
日里都有着忙不完的事，守岁了，全家人
心无旁骛，安静地坐下来，相互陪着看电
视，陪着儿女撒欢。这时与亲人们近距离
地坐着，才发现父母的白发又添了不少，
皱纹更深了，妻子的脸上也新添了岁月的
痕迹，心中顿生眷念，这一年的时间都到
哪儿去了？时光啊，能否慢些走。

守岁，和自己的亲人们一起，守候岁
月，这就是人生最大的幸福吧。

（作者单位：开州区开州新闻社）

新春联（一）
曾卓

东风一曲正能量
灵犬三声好兆头

振翅雄鸡鸣九域
叩首金犬拜八方

时代飞歌 喜引春风梳绿柳
江山入画 笑迎玉犬送金鸡

靓一路春光 昂首迈进新时代
圆千年国梦 奋臂书写大文章
（作者系中国楹联学会会员、重庆市

作协会员）

“汪、汪、汪……”，“汪汪汪——”
中国农村千百年来阡陌山野间熟悉

的狗吠声传来，农历戊戌狗年又来了。
我忽然想起了那叫声。
“汪，汪，汪……”，这卷毛蓬松酥软

或是毛色光滑如洗的金犬，这四脚动物
中最通人性最懂人事最解人情最谙人语
的小小的王者，为什么各种音调传到人
耳里统统都被翻译成带水的声音呢？

——是啊，掺了水分的日子，人都过得
窘迫哩，那跟着人过的狗狗们即便是“王”，
叫出声来怎能不也是清汤寡水的呢？

星移斗转，沧海桑田。这些年生活
水平真像是得了春雨的竹笋，噌噌噌地
直朝上窜，祥和安泰，丰衣足食的光景真
是前所未有。人的饮食状况营养状况身
心状况今非昔比，那汪汪叫着的犬王犬
子们在人世间相处，其地位和感觉也跟
着今非昔比了。传统的那种犬叫声肯定
也不再是水垮垮的了。

你看，每天日出三竿，太阳把露水晒
干了，把些狗儿晒得懶洋洋的。加上头
天晚上的看庄护院任务再也不用像往年
那么辛苦，吃的东西也早已去其糟粕，取

其精华。专属的狗粮也有了防伪商标增
添了保险系数，这狗儿的活命水平想来
也比人间差不了多少。特别是蜷曲在墙
脚低低地看人看事的把戏们，大范围地
跟着主人家从农村转移进城市，狗狗们
的住宿条件和穿戴标准伙食标准有了令
人眼目一新的变化。狗眼看见的也不再
是枯树木桥，草屋炊烟，而是电梯高楼轿
车立交，所以狗狗们在动物世界里真有
点鹤立鸡群、光宗耀祖的味道了。

不信你看。犬中的幸运儿尤数人们
怀抱中的那些宠物。人们的生活水平提
高了，有了余钱剩米了，有了闲情逸致
了，就对这些人类的忠实伴侣特别钟爱
起来，特别关照起来。红头绳呀，棉背心
呀……那一通打扮出来才称得上真正的
王子与公主！除了定时享用特制的狗
粮，还时不时按照人类的营养学来配餐，
只差没让它参加猜拳行令烫火锅喝啤酒
了！睡觉呢，更是从坚硬的笼子升级到

“温柔乡”，有的心肝宝贝甚至钻进了主
人家的锦缎被窝，打起了呼噜！

当然狗狗中的佼佼者当数那些草绿
色或是橘黄色戎装映照下的搜救犬。它
们在关键时刻危难时刻不知疲倦地搜寻
生命的迹象，尽量减轻人间的损失与痛
苦，竭尽所能修复人类生活中的裂痕。还
有众多狗狗中的“喜乐神”，在休闲娱乐场
所在屏幕上舞台上摇头摆尾，腾挪闪跃，
钻圈跳台，数数认字，尽显天资过人的本
性，给人间的生活带来无尽的乐趣。

所有这些狗狗的天性灵性悟性活性
都与人间的翻天覆地的生活变迁紧紧相
连。新的时代新的生活挤干水分了，变得
有质量了，有分量了，殷实了，富足了，那
么传统意义的狗吠声现在“翻译”起来，为
什么不能翻新呢？所以说，建议从这一个
戊戌狗年起，将千百年来人为翻译、约定
俗成的掺水的“汪汪汪”的叫声，改为含有

“犬王晒太阳”、“金犬呼日出”之寓意的
“旺旺旺”的叫声，图个人犬兴旺，光景红
火，狗年和所有的生肖季节都吉祥！

（作者单位：万州区三峡都市报社）

傍晚走上街头，行道树干缠绕着白色小灯，
树梢上挂着红色的灯带，犹如披挂整齐，头顶红
翎的将军，又似身穿棉袍，手举春联的慈祥老
人。树密密地站在两旁，树的光也连成了一片，
融成了一块。一年一度，最盛大、最隆重、最亲
切、最温暖，历史最悠久的春节，已然来临。

回到家中，父母早已准备好了晚饭。不多
时，一些平日里关系密切的亲友也都来庆贺，携
带来最真挚的祝福与问候。在这个温馨的节日
里，那些陪伴自己成长、工作、生活直至老去的
今人和故人们，以不同的方式陪伴着我们：大家
相聚一堂，不仅谈及未来的前途，新生的婴孩，
也回忆故人的风姿，过往的经历，言语间充满了
和睦而温暖的气息。众人脸上也是充满了真挚
的笑容。在这个庆祝岁月变迁的节日里，我们
所念及的，没有对未来的忧虑和对过往的悔恨，
只是一味地笑着，想着那些已经历和即将经历
的美好片段。

嬉笑打闹中，几个小时悄然消逝。而在今
夜梦中，我们亦会与故人重逢，推杯换盏，乘兴
而归。最后在漫天烟花中迎来新的一年，这也
是传统文化里尤为温情的一部分。时至今日，
或许有些民俗我们淡化了，例如敬灶王；有些习
惯我们普及了，例如看春晚。习俗随时代而传
承、变迁，但这种阖家团圆的行为本身象征的家
族和睦、血脉联系早已融入华夏民族的血液中，
陪伴着我们一直前行。

尽管如此，这世上仍少不了那些为游子作的
诗篇，人们还是念着“意恐迟迟归”，唱着“常回家
看看”。千百年来，历史车轮隆隆作响，人们分别
的理由却如出一辙：迫于生计背井离乡，为了前
途东奔西走，为了接受更好的教育而远渡重洋
……生活与现实推着我们前进，心中的理想指引
着我们不止步于前。事业与梦想代替了亲人的
陪伴，代替了温暖的灯光。显然，人性本真的追
求并不随外界环境的变化而改变，千年来陪伴
的，从笔墨纸砚和油芯灯变成了白纸钢笔，再变
成了冷光灯及键盘屏幕，人的灵魂从一而终。

那些坚守岗位的人，那些挑灯夜战的人，那
些远离尘世苦心孤诣的人，此时此刻陪伴着他们
的，是他们内心深处的崇高灵魂和伟大理想。他
们在冬去春来的交界处找到了属于自己的温暖。
（作者系重庆南开中学高2018级15班学生）

絮语飞花

所有这些狗狗的天性灵性悟性活
性都与人间的翻天覆地的生活变迁紧
紧相连。

金犬复来
开新声

感悟人生

在一年又一年的生命旅途上，大年夜
是一个停靠后又准备再度启程的驿站。

时光漫漫大年夜

生活札记

守岁，和自己的亲人们一起，守候岁
月，这就是人生最大的幸福吧。

守岁

作文

此时此刻陪伴着他们的，是他们内心深处
的崇高灵魂和伟大理想。他们在冬去春来的交
界处找到了属于自己的温暖。

冬去春来 马恩泽

向求纬

李晓

建行龙支付

土灶里柴火熊熊，老树疙瘩燃得劈
啪作响，一个煮熟的腊猪头从大铁锅里
捞起来，热气腾腾中，醉人的肉香顿时弥
漫了整个屋子。

猪头被我爷爷郑重地放进了钵子
里。一头年猪，它被农人辛苦地养育，而
今成为最美味的食物馈赠。只见我爷爷
把盛着猪头的钵子端到院坝，一膝跪下，
面朝北，连磕三头，嘴唇翕动，念念有
词。爷爷面朝北的地方，有松林包下的
石头菩萨。爷爷嘴里喃喃的，无非是求
菩萨保佑全家在来年的日子平平安安，
大地上风调雨顺。

这是四十多年前的某个大年夜，我
那长相威严的爷爷，与一家人围坐在包
浆浸透的老木桌上，开始享用一年之中
最为丰盛的晚餐。说是丰盛，其实也就
是猪头肉炒豆腐，用地里刚拔起的还带
着霜的青菜萝卜做了简单菜肴。年夜饭
过后，一家人围拢在火炉边，絮絮叨叨
的，也就是过去一年收成，来年打算，或
是春节里要走访的亲戚人家。

那些年乡村大年夜的食物，已成为
打开岁月之门的一把老钥匙。当年年夜
饭上粗糙质地的食物，在经历了时光的
打磨浸润以后，也成为我心底里蔓延开
来的故乡，一抹床前明月光。

去年大年那天我回老家，陪同一个
从北方大城里回来过年的发小转悠着到
了松林包，漫山遍野松涛如潮。这些林
立在故土山冈上的树，如古代士兵一样
守护着我们的老家。大年夜，吃了乡人
们做的腊猪头肉炒豆腐、土豆炖腊肉、清
蒸肉园子、油炸汤圆粑……让发小感觉
到了一种出走归来后的久别重逢，但他
心中也有雾一样升起的惆怅，在老家顽
强耸立的老屋子里，再也看不见母亲在
柴火灶前的忙碌，听不见父亲用斧头劈
柴时的咳嗽声了。

我母亲十八年前来到城里，在城里
过的第一个大年夜，母亲从乡下带来的
泡菜坛子里抓起姜蒜辣椒，做了乡下的
家常鱼，把腊猪尾匀称地切成小段，洗了
山蘑菇炒肉，用水调和了小麦面，在铁锅

里摊成薄饼……哧哧哧的油烟升腾中，
让我心里感到，这还是乡下的年夜饭味
道。寻寻觅觅，是这些熟悉的家常食物，
牵引着我在心里认领一个家。

这些年来，城里一年又一年的大年
夜，母亲站在阳台翘首盼望儿女早早归
来的身影，与她当年除夕那天站在山垭
口，在炊烟缭绕中的痴痴等待何其相
似。母亲的等待，亲人的相守，让我在城
里的熙熙人流中，在满城灯火摇曳的海
洋里，在大年夜里洋溢着一种宁静而温
暖归来的祥和喜悦。

在一年又一年的生命旅途上，大年
夜是一个停靠后又准备再度启程的驿
站。它让鸟的翅膀扑向巢窠，游子的脚
步迈向心灵家园，万水千山，汇聚成一餐
一饭，闪烁成一窗一灯。

（作者单位：万州区五桥街道办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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