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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钰涵

走进新的一年，时光老人已经准

备好待翻的日历，那每一页上都精心

绘制着动人的画面，温暖如春，火热

如夏，凉爽如秋风，纯洁若白雪。

时光老人站在时间的流里，慈

祥又不失严肃地对我说：慎重地写

好每一页吧！

岁月留痕， 流年在花开花落间

转身， 陌路旁你随手撒播什么样的

种子，就会开什么样的花。若是仅

仅喜欢莲花或雏菊，可绝不要播撒

上牡丹之类的高贵品种。否则那于

开花之日就应会是望花兴叹了。

你在路上，不代表出发；你出

发了，不意味着就是前进；你前进

了，或许离目标更远。在路上，不说

明你就会走路。

衣服脏了要洗， 常洗的衣服不

脏；心灵脏了也要洗，常洗的心灵同

样不脏。衣服越洗越旧，心灵越洗越

新。衣服能够换新，心灵则只能自新。

这些接地气的话语，是林清平先

生的《禅眼看世界》里的句子，宛若

父亲兄长般的教导款款入耳入心。

回头看来时光老人正看着我们修

行，心灵要时时自新，要学会时时看

看自己走的道路。

应对新年， 我们充满希冀，我

们充满渴望， 怀揣着梦想前行，心

系着追求前行。

在广袤的宇宙和浩瀚的时空中，

我们真的很渺小。想到这，也许我们

会变得达观。因为忧愁比岁月更能在

人的脸上刻下皱纹。要少一点忧谗畏

饥、叹老嗟贫，多一点穷通不较、宠辱

不惊。 决不因艳羡别人而妒火中烧，

也不为取悦别人而奴颜媚骨，更不会

在遇到挫折、不幸时而自暴自弃。

在过去的时光中，许多事总让

我们欣喜， 许多事总让我们留恋，

许多事总让我们伤感，许多事总让

我们悲情。 而无论你身在何方，无

论你干啥工作，无论你贫穷还是富

有，无论你喜悦还是忧愁，新年的

第一缕阳光，都会一样慷慨无私地

照耀着我们每一个人。

在生命的年轮里，岁月又多了一

个印记， 我们总能找寻到一点进

步， 我们总能找寻到一点成功，我

们总能找寻到一点欢笑，我们总能

找寻到一点温馨。

生活中或许有这样的感受：你受

挫折一次，对生活的理解就会加深一

层；你失误一次，对人生的醒悟就会

增添一阶；你不幸一次，对世间的认

知就会成熟一级；你磨难一次，对成

功的内涵就会透彻一遍。

身处纷扰尘世， 我们时刻都会

受到来自多方面的诱惑，激起我们

蕴藏于心底的欲望，并驱使我们为

此而劳心费神。人活着，该保留的

必须要好好保留，该舍弃的也必须

要舍弃。负载太多太重，人生路上

走得就会很沉重很缓慢，贻误宝贵

的光阴完美的前程。

2020就那么尘埃落定而去了，虽

然在2020有那么多无与伦比的感

动和留恋，但是时光依旧，岁月依

然，风华犹存，阡陌难堪。过去的记

忆是珍珠也好，是糟粕也罢，我们

用记忆的线，串接起来，放在人生

的砝码上，均衡着人生的又一齐点。

打点2021年的包裹，让我们一

起，走进2021的召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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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素来是文化源泉、 礼仪之

邦，因此，自古以来华夏宝地就沿袭

着大大小小的风俗人世，孕育着不计

其数的传统文化，节日自然也是其中

无可替代的一部分。在我国众多的传

统节日中，春节拥有独一无二、至高

无上的地位。

春节带有辞旧迎新之意， 人们

用盛大的仪式和饱满的热情去迎接

新年、迎接春天。春节是春天的节日，

是生命的节日，是中华儿女共同欢庆

的节日。它是中华民族文化的瑰宝、

智慧的结晶；它凝聚着华夏儿女对生

命的追求和情感的寄托； 它好似黄

河，奔腾不息，千年不止地在人们心

中涌动；它又似雪山，白雪皑皑，成为

人们心中的净土， 纯洁的象征……

春节的历史已在这片神州大地上流

传了数千年，其醇厚的文化气息可谓

源远流长，这也使每年的春节过得分

外有“年味”。

勤劳的人们在刚进腊月就开始

忙碌，为即将到来的春节做好丰富的

准备。俗话说“小孩小孩你别馋，过了

腊八就是年”，腊月初八这天一定要

熬上一锅腊八粥， 不仅作为一顿美

食，更是用来祭祀祖先和神灵、祈求

丰收和吉祥。除此之外，腊月里还有

许多重要的习俗作为过年的准备：

“二十三，糖瓜儿粘；二十四，写对子；

二十五，磨豆腐；二十六，炖猪肉；二

十七，宰公鸡；二十八，把面儿发；二

十九，蒸馒头；三十晚上熬一宿，大年

初一扭一扭。”可以说过年成为了中

国人的信仰，它是古时人怀揣着一颗

谦卑恭顺的心，在这个辞旧迎新的盛

大仪式里，感顺天理维护人伦。

寒来暑往， 历经一整年辛苦的

劳作，春耕夏种秋收冬藏，人们顺应

天地自然的规律，在世界沉寂，万物

生息的时候停顿下来，或者更应该说

是开始整顿，为新一年的忙碌再次出

发。祭天祭地祭鬼神，贴春联送福字

放鞭炮，感铭旧日的和平安康，祈求

来年雨顺风调。会亲走友拜尊长，吃

年夜饭分压岁钱贺大年，亲人团聚的

圆满与欢快， 新正的殷殷祝福与期

盼，维系的是人世间的温暖与真情。

“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

入屠苏。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

桃换旧符。” 贴春联是春节期间必

不可少的大事，红底金字或红底黑

字的对联再配以吉祥的纹饰，烘托

了新春的喜庆和欢乐的气氛，以精

巧的文字描绘了时代背景，寄托了

美好的祝愿和愿景。

在北方除了贴春联，春节还有

一个重要的习俗那就是吃饺子。一

般来说，新年饺子要皮薄馅多状如

元宝， 因此人们在春节吃饺子有

“招财进宝”之意；而饺子又与“交

子”谐音，交子代表新旧年之间交

替之时，因此吃饺子也代表新的一

年吉祥如意。

腊月二十八是一年中的最后一

个集，人们来来往往有说有笑，在街

上挑选年货， 为团圆饭再添几个好

菜，为贪玩的儿孙买几盒鞭炮……

走在街上，往来的人们脸上洋溢的

是幸福的笑容和收获的喜悦。到了

年三十那天，大家伙儿都早早地起

床，女人们进入厨房开始准备年夜

饭， 熬糨子贴春联是男人们干的

活。 春联的贴法也有很大的讲究，要

先贴正门再贴房门， 还要贴些小签：

“开门见喜”“出门大吉”贴在正屋门

上，“身体健康”“万事如意”贴在正屋

墙上，“五谷丰登”“六畜兴旺”要贴

在谷仓和牛猪鸡圈上……

到了这时，街上的“年味”渐渐浓

了起来，大红灯笼高高挂起，按捺不

住玩心的孩子们来不及等到天黑就

放起了各式各样的烟花和爆竹。街上

零星几个行人大都行色匆匆，只是那

脚步却好似格外欢快，心里头期盼的

是那一顿团圆饭， 是那团圆的人。在

这团圆之日，即使是漂泊再远的游子

也要赶着回家去和家人团聚，在爆竹

声中辞旧岁，烟花满天迎新春。

除夕祭祖也是过年重要的习俗

之一。中华民族自古就有慎独追远的

传统， 每逢年节总不会忘记祭拜祖

先，报祭祖先的恩德。随着时间的

流逝、时代的发展，现在的祭祖已

不像古时那般繁琐庄重，而大多在

家中将祖先牌位依次摆在正厅，陈

列贡品，然后祭拜者按长幼有序地

上香跪拜，以此表达对先人的怀念

并祈求祖先的庇佑。

拜祭过祖先后，忙碌了一整天

的人们就可以围坐在一起，享受难

得的团圆时光。团圆饭是年前的重

头戏，不但丰富多彩，而且很讲究

意头，席上一般有鸡(寓意有计)、鱼

(寓年年有余)、蚝豉(寓好市)、发菜

(寓发财)、腐竹(寓富足)、莲藕(寓聪

明)、生菜(寓生财)、生蒜(寓会计算)

等以求吉利。饭罢，家人们围坐一

团通宵守夜，迎接新岁到来，象征

着把一切邪瘟病疫照跑驱走，期待

着新的一年吉祥如意。

屋内笑语满堂，街上华灯映照，

“年味”愈发浓了。红色的年的气息伴

着冬日的冷风吹入人的鼻腔，吹进人

的脑海，吹进人的心中。那红色的温

暖总能让人怀念从前，点滴温情细水

长流。

从正月初一开始便进入迎接新

禧、祭祀神灵、祈求丰年主题。元日子

时交年时刻，鞭炮齐响、烟花照天、辞

旧岁、迎新年等等各种庆贺新春活动

达于高潮。春节早晨开门大吉，先放

爆竹，叫做“开门炮仗”，送旧迎新。爆

竹声后，碎红满地，灿若云锦，称为

“满堂红”。正月初一拜岁，迎新岁。早

上各家焚香致礼，敬天地、祭列祖，然

后依次给尊长道贺新年，继而同族亲

友互致祝贺。新年的初一，人们都早

早起来，穿上最漂亮的衣服，打扮得

整整齐齐，出门去走亲访友，恭祝新

年大吉大利。更有调皮的孩子们追逐

打闹嬉戏娱乐，给热闹的春节更增添

一分活力。

春节，红色的汇聚，美味的萦绕，

欢聚的幸福……每个人都有对“年

味”独特的理解，但在我看来，不过是

文化与传承的交织，温情与欢乐的相

伴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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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雨萌

走过一片时间海，华夏儿女又迎

来翘首以盼的新年。人们用记忆的碎

片，拼凑出儿时的春节，一切都在时

光中模糊，匆匆又一年。又值中国年，

千年流远，岁岁年年。

从小家阖乐的古代农耕，到近代

的动荡不安， 直至今日的国泰民安，

中国人从未忘记春节的意义。古时除

夕将至，一个个灯笼飞上屋檐，一幅

幅对联贴上墙壁， 一件件红衣穿着

上身，一声声爆竹除去静谧，一句

句祝福耳口相传，一个个传统铭记

在心。一年是岁月的诗集，除夕便

是色彩斑斓的封面。封面上是寓意

深厚的年画， 是脆生生鞭炮的炸

响， 画着家和万事兴和山河无恙。

田家占气候，共说此年丰。古人的

新年期许应该也是纯粹简单吧：惟

愿男耕女织，小家安祥。中国人是

极其注重仪式感的， 往后的岁月

里， 哪怕和平盛世亦或战火纷飞，

人们都不愿意将春节敷衍了事，而

是热热闹闹张灯结彩度过新年，哪

怕又是一年平淡潦倒，又是一年艰

难前行，人们总愿意将最好的期许

留在春节，无愧又一年岁月的馈赠。

我在先辈留下的文字中找寻中

国年的踪迹，发现人们的愿景大多心

系时代。迁客骚人有诗：天地风霜尽，

乾坤气象和。历添新岁月，春满旧山

河。 这是明代诗人祈愿王朝无恙，百

姓平安；民国作家郁达夫梦想“一个

没有阶级，没有争夺，没有物质上的

压迫”的和平时代；透过千家万户的

中国红，我看到了百年前，嘉兴南湖

那艘小小红船的烛光，老一辈革命者

穿过激流险滩和惊涛骇浪，永保百年

初心，胸怀千秋伟业。经过七十余年

沉淀后，新中国继续乘风破浪，扬帆

远航，新中国的春节更将被赋予了新

时代的意义。

每至新春佳节， 中国华灯璀璨，

万家团圆，一派祥和朝气之象。殊不

知在刚刚过去的2020年， 全中国人

民刚结束掉特殊的三百六十五天。这

一年，艰难险阻成为了主旋律，惊心

动魄与惊喜感怀交替在一起。庚子鼠

年，我们全面脱贫，我们用大爱书写

了抗疫史诗。庚子鼠年，我们还战胜

了严重的洪涝灾害。庚子鼠年，十三

五圆满收官，十四五全面擘画……征

途漫漫，惟有奋斗才能在新时代的浪

潮中崭露天地。

鼠去牛来，这是一次意义特殊的

年轮交换，因为它一头接续着即将挥

就的百年史诗，一头开启了第二个百

年的壮丽蓝图。经过这一年，我们更

加坚信从伤痛走出的英雄不惧灾难，

一个从磨难中奋起的国家格外坚强。

千秋伟业，恰似百年风华。冬去春来，

时光从不怀恋过去，大江一如既往地

向前奔腾。又值一岁中国年，新时代

下的中国人民走向深空， 踏梦远行，

星辰大海，永不止步。此时的世界都

在为东方巨龙庆贺，神州大地一片欢

腾，自信自强且充满韧劲。路遥在书

中写到：只要春天不死，就有新春的

花年年岁岁地绽放。春风送暖，拂过

追梦人的港湾， 虽还带着料峭的寒

意，但却足以温暖被爱包围的心扉。

“田家占气候，共此说年丰”。千门

万户的曈曈之日流传至今，全中国布

满喜庆的红色时，犹如隔空与千年之

前对话，曾经的风华，在注入新能量

后更加璀璨夺目。春节过后，中国人

民会为下一个春天的锦绣画卷添文

逐墨。艰难方显勇毅，磨砺始得玉成。

正值红色中国年，行稳致远展新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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琴声一曲，

宛然飘天际。曲

终，梦醒，时光的

列车逼仄仄地驶

向下一站……

当风吹动我

新年的衣裳，在

温暖的阳光中，

我慵懒地站在这

一方土地上，任

风吹动着我的新

衣。 嗅着那一缕

花香， 望着那满

树的红灯笼，大

门上的春福字仿

佛也在为我张

扬。 我仿佛回到

了小时候， 看到

穿着新衣服的自

己， 在阳光下翩

翩起舞， 那一份

童真，那一份开心，在那一刻，留住了我

最美的时光。

岁月奔流，黄沙猎猎，最幸运的莫

过于，峰回路转后发现蓝天依然，白云

依旧，发现自己仍是最初的那个自己。

金鸡报晓，迎来新的曙光，爆竹声

声脆，锣鼓喧天响，远在他乡的游子，他

们的心早已插上了翅膀， 纵使千山万

水，也要回到家乡的怀抱。

我曾以为似水年华太过匆匆，一些

事终将成为故事， 一些人终是陌路天

涯，一些记忆终究成为记忆。但当我看

到那除夕的夜， 我们一家人欢聚一堂

时， 我便觉得我最难过的不是离别，而

是没有好好告别； 我最心酸的不是错

付，而是心疼那个在流年的河床上不断

翻转腾挪的自己。我欲乘风启程，扬起

生命之帆。

五福的模样也是年的星愿，“长寿”

是命不夭折而且寿数绵长；“富贵”是钱

财富足而且地位尊贵；“康宁”是身体健

康而且内心安宁；“好德”是心性仁善而

且顺应自然；“善终”是安详离世而且饰

终以礼。

除夕，是一年的开始，一年的团聚，

一年的丰盈，一年的希望，一年的守候，

一年的复始。在除夕的晚上，不论男女

老少，都会灯火通明，聚在一起守岁。

除夕的那一夜，我们一家人欢聚一

堂， 虽然平时的我们或为了生活忙碌，

或为了学业奋斗，但此刻我们的人与心

都在同一处。喜悦的笑容洋溢在亲人的

脸上，一杯杯美酒醉上心头，热腾腾的

饺子飘着诱人的香气，吃了一个又一个

白白的饺子， 看着一张张欢乐的笑脸，

浓浓的亲情在欢声笑语中荡漾。

愿往后的每一天，都是你余生中最

年轻的一天，一切都还不晚，珍惜当下

事，不负眼前人。

在这段冷暖交织的光阴中，被岁月

温柔以待，不负年华，慢慢变老……除

夕是亲人的祝福， 祝福是青春的脚步；

除夕是遥远的思念， 思念是游子的重

负。

零点的钟声刚刚敲响的那一刻，璀

璨的焰火刹那间将夜空照亮。一声声温

馨的祝福，穿越这华美的烟火送到每个

人的身旁。 我抬头望着满天的烟火，在

烟火下映照着我的家人的面庞似比这

满天的焰火还要炫彩夺目，此刻的我觉

得幸福无比。

世界便由这无数朵平凡的烟火组

成，每一朵都有它的经历与精彩。辗转

红尘，一帘烟雨，就是一个故事；一段文

字，记录一种心情；一份念想，就是跌落

在时光深处的一抹浅浅的暗香。 拾起，

轻嗅，芬芳依旧，收入，典藏，温暖依然。

翻阅往昔，细数点滴，努力将曾经

的片段拼凑完美，羽化成初见时醉人的

模样，心里有一朵花，四季芬芳，心中有

一棵树，四季葱绿，心里有一种景，云水

深处，桃园依旧，心中有一份念，灵魂相

伴，温暖相依。

甚是喜欢这样的时光，亲人间的欢

声笑语，声声问候，一声“新年好”，便让

人看到了最初的年的模样，不想要网络

问候的隔阂，我们想要的仅仅是一句真

心的问候。纵使窗外冬风依旧，依然有

暖暖的话语充满了屋室。

辞别旧岁，挥手过往。此刻的我们

正在整装待发，快乐向前，热情奔放，用

我们火热的青春拥抱明天，放飞梦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