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过节吃饺子是北方人的习

俗， 而在部队时我们也常吃饺

子。

上个世纪 60年代，我在昆明

军区杂技团任演员。记得 1961年

的春节， 炊事班为团里每个人发

了一小袋面粉和肉馅儿， 让大家

自己包饺子过春节。

而逢年过节是我们的大忙季

节，春节更忙。那年春节初一的上

午我们在昆明市内参加了军民联

欢演出， 回到团里又接着到军疗

养院慰问， 下午为昆明军区的广

大干战演出。

演出结束后回到家里才想到

饺子未包， 大家急忙拿出面粉和

肉馅放到桌子上， 大家和面的和

面，擀皮的擀皮，热热闹闹包起了

饺子，当煮好饺子吃到肚里，天已

经黑了。慰问演出的紧张，随着包

饺子、吃饺子的快乐而彻底放松。

我在部队从事了十几年的文

艺工作， 我的年味儿

就是春节为

驻 军 慰 问

演出、为部

队服务，我

们只能享受

到 节 日 的 余

辉。 几十年过去

了， 部队的时光，值

得回味。

作者 郑传豪

记忆中， 儿时的我们欢欢喜

喜过大年的感觉是从父亲燃起一

堆红红火火的柴火开始的。 这堆

温暖的柴火， 不仅告诉我们诱人

的新年近了， 也给我们带来了无

尽的乐趣和快慰。

那时候，每到岁末，父亲总会在

堂屋靠近的门口架起一堆旺旺的柴

火。父亲是个有心之人，在那个连烧

锅草都很匮乏的年代， 靠着平时日

积月累， 竟然攒起一堆整齐而又漂

亮的柴禾：长短相当、粗细适中。

随着旧年一天天逝去， 新年

一步步临近， 父亲就会选择一个

适当的日子， 把积攒了一年的柴

禾搬将出来， 用心地搭好柴禾架

子，然后生火燃着，柴火将会一直

燃烧到新年过后。

由于父亲备料和用料是有讲

究的， 所以父亲的柴火， 烟少火

旺，而且耐烧，其中那些松树枝和

香椿树枝燃烧时还散发出很好闻

的清香味。

父亲是个热情好客的人，每

当燃起了柴火， 他总会大声吆喝

着左邻右舍的大人和孩子来我家

烤火取暖。 大人们围火谈天，我们

这些孩子却忙着“围火制吃” 。

我们一边在火塘里埋入大小

不一的红薯、土豆，一边用绑着小

木棍的废旧铁皮， 当作 “铁板

烧” ，烧烤花生、黄豆和玉米。最难

忘的就是烤玉米， 只听砰砰声此

起彼落， 一粒粒小小的玉米瞬间

变成一颗颗香甜脆酥的爆米花。

须臾间，花生香了，黄豆焦了，埋

在灰烬中红薯土豆也皮焦肉软

了，小伙伴吃着亲手炮制的美食，

真可谓香在嘴里甜到心间……

当我们围着父亲的柴火暖手

暖脚、 烧烤着香甜可口的小吃时，

年就随着母亲忙碌的身影悄悄地

临近了。为新年而忙碌的母亲最先

做的是各色糖点。糖是母亲在冬天

用大麦芽和红薯熬制成的，甘甜而

芬芳。母亲把粘稠的红薯糖放进大

铁锅里熬化，顿时满屋子的空气里

弥漫着诱人的甜香，馋得我们快速

呼吸。

接下来母亲把早就晒干炒焦

的饭粒，掺入糖稀，等二者充分混

合后， 母亲用双手用力地把米糖

搓成小球状，这样，一个为新年而

做的糖点———炒米糖就诞生了。

母亲的炒米糖十分香甜脆

酥，我们即便很馋，也不会多吃，

不是舍不得吃，而是接下来，母亲

还要做更好吃的糖点， 那就是薄

脆爽口的花生糖和芝麻糖。

和炒米糖做法相当， 母亲分

别把炒出焦香味的花生米和芝麻

掺入熬化的糖稀里， 然后放到桌

面上用擀面杖用力地碾压紧实，

最后切成厚薄适中的条片状，于

是， 让我们最为馋嘴的花生糖和

芝麻糖便做好了。 稍稍冷却，捏一

片放入嘴中，咬上一口，真是道不

尽的香甜脆爽。

做好糖点， 母亲便开始烧制

“大菜” 。 所谓“烧大菜” 就是把

早已腌好晒干， 也是让人们眼馋

口馋了一个冬天的鸡、鹅、鸭、鱼、

牛、羊肉什么的大肉大荤，放到一

张大铁锅里，卤、烩、炖、烧，制成

半成品， 等到除夕年夜饭时再细

加工一番，然后盛盘上桌。

当第一缕馋人的肉香飘到父亲

的柴火堆时， 我们几兄妹顿时就像

饥饿的小鸟飞向粮仓一样扑进母亲

的灶间，围着忙碌的母亲转个不停。

心知肚明的母亲时不时地给这个递

一根骨头，给那张嘴里塞块肉。

即便如此， 远不能解馋的我

们还是趁着母亲转身之际快速地

偷拽一块肉塞入口水津津的嘴

中。 若被逮个正着，母亲就会嗔怒

道：明天就吃年夜饭了，看不把你

们撑个够。

挨了母亲的训斥，我们就恋恋

不舍地离开溢满香气的灶间，又围

到了父亲的柴火旁，一边吮吸着沾

满油水的手指，一边在心里巴望着

除夕新年快快到来，以便把那好吃

的吃个够…… 作者 胡兆喜

征稿启事

1、我们的节日：元宵

元宵节是我国重要的传统节

日。自古以来，元宵节传承下来的习

俗各式各样，吃元宵、赏花灯、舞龙，

舞狮子等是元宵的几项重要民间习

俗。您的家乡元宵有着怎样的习俗？

在元宵佳节您又有什么回忆吗？ 可

以分享给大家。

要求：1、文字在 800字以内，有图

片的为佳。 2、 投稿发送至邮箱

2313967729@qq.com， 邮件主题格式

为“投稿人姓名+‘元宵’ ” ,邮件内须

注明真实姓名、联系电话、通信地址。

2、我与武侠小说的故事。

你与武侠小说有什么样的故事？

是深夜偷偷看小说， 看坏了眼睛，还

是沉迷故事，煮糊了饭？ 又或者你最

喜欢哪个武侠人物？ 快，写下你曾经

的故事，让我们一起回忆过去。

要求：800 字以内。 投稿邮箱

2313967729@qq.com，“投稿人姓名

+‘武侠小说’ ” 。

3、全家福。用一张“全家福”照

片讲述幸福故事。

要求：800 字以内；照片必须是

本人家庭照片； 若因使用他人照片

而引发的侵犯他人著作权、肖像权、

名誉权等行为及由此产生的一切法

律责任，由照片提供者自行承担。

3、书画摄影作品长期征集

提醒： 以上投稿发送至邮箱

2313967729@qq.com，邮件主题格式

为“投稿人姓名 + 年龄 +‘征稿主

题’ ” , 邮件内须注明真实姓名、联

系电话、通信地址。

贵阳乐龄 邀您来玩

只要您是贵阳晚报的忠实读者，

年满 50岁， 我们为您提供了一个展

示的舞台———贵阳乐龄，从报纸到新

媒体，邀您来玩，晒出您的幸福生活。

如果您有才艺，有持之以恒的爱

好，请与我们联系，晒出您的才艺，我

们还会邀请专家学者为您点评。

如果您和您的家族有不一般的

经历，请与我们联系，我们诚挚邀请

您分享您的故事。

重要声明

2017年 5月起，《贵阳晚报》分

批向乐龄记者发放《贵阳晚报乐龄

记者证》， 仅用于本报组织的采访

活动。 为便于管理，该证到 2018 年

6月 30日全部作废，特此声明。

如有人持《贵阳晚报乐龄记者

证》参与任何活动，与本报无关。

《贵阳晚报》2018年 7月 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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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百五十二期

我们的节日·春节

父亲的柴火 母亲的年

《春福》 健菲 /摄

某年过年的“插曲”

“要过年了， 要过年

了！ ” 那是上世纪 1971 年快

过年的事。 我和几兄弟随妈

妈在贵州的一处山旮旯上

学， 每年只有快过年时放寒

假， 我们几兄弟才可以回到

土生土长的贵阳老家， 与在

贵阳工作的父亲团聚， 过一

个快乐的年。

为了节约路费，我们要等

母亲单位的解放牌大货车到

贵阳拖材料时，顺道搭车回贵

阳。 由于冬天很冷，加上车顶

无棚，其他站着的乘客，冷得

发抖， 好在我们是青少年，身

体棒，承受得了迎来的寒风。

我们在车上，还快乐的唱

着当年已记不清是什么电影

上的一首主题歌，“风雨锻炼，

雨里考验，我们是……”

唱着唱着一晃几个小时，

我们就到贵阳了。 父亲请了

假，早早的在头桥的路口等我

们的到来。

我们都很高兴，我们回到

阔别近一年的老家贵阳。

或许是因为舟车劳顿，我

们到家吃了晚饭便洗了脸和

脚，就倒在床上就呼呼的睡着

了。

也不知睡到什么时候，只

听到房门外“嘭嘭” 的敲门声

把我们一家人震醒，父亲慌忙

开门看，屋外闯进几个穿蓝大

衣的男人说：“今天全市大检

查，请你把户口册拿来，我们

核对一下人员” 。

因为弟弟们的户籍早迁

到山旮旯去了，唯有我和父亲

的户籍在贵阳，一点人数不对

头，对方便连夜带弟弟们到附

近的一家学校等候核查登记。

父亲只好跟着这帮“蓝大

衣” 去学校。 只留下我一个人

孤零零的守家。

第二天蒙蒙亮，父亲带着

弟弟们回来了，虽然没有给弟

弟们带来什么惊吓和麻烦，但

也是一段难忘的回忆。

作者 熊德成

包饺子的乐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