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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扫房间、书写福字、祭祀灶神、走亲访友……
春节让不安于清闲的人们更加忙碌了。超市里，
电视上，那些只有过年时节才会播放的音乐此时
又闹热起来，如同人们的心情一样此起彼伏，而春
天的风徐徐地吹来，带着几分清寒，将人们的祝福
声吹向城市和乡村，山林和大海，于是，年味愈发
地重了。

随着时代的发展，人们过年的方式也变得花
样繁多，再不是从前千篇一律的模样了。临近农
历新年，离家的游子纷纷返乡，赶回家中与父母妻
儿团聚；也有的将亲人请到城里，一起吃上一顿团
圆饭；当然，选择全家人一起出门旅行的也不在少
数。而我更青睐的是另一种别样的过年方式：静
下心来，与书为伴，把这一年想读而未能读的书抱
出来，朝夕相对。

如果过年选择窝在家里，书籍无疑是一个良
伴。春节有七天假，不必上班，尽可以由着性子纵
情酣睡，无论什么时候醒来，枕边有书，拿起来翻
上几页，倦了，合上书本眯上一会儿，或者将书覆

于脸上，用文字给自己敷个面膜，也算惬意。
若是过年选择出门旅行，书籍也是一件少

不得的随身行李。无论是坐火车也好，坐飞机
也罢，等待的时光总是漫长而煎熬的，但是有了
书 一 切 就 变 得 不 同 了 。 我 们 可 以 挑 一 本 童 话
书，或者寓言故事集，边走边看，能给旅行增添
无限趣味。

按照人们旧有的传统，串门是过年的一种习
俗，而读书则可看作是一种特别的串门方式。读
汉人的赋便是到汉朝人家中串门，读唐人的诗便
是到唐朝人家中串门，读宋人的词便是到宋朝人
家中串门，明明我们哪里也没有去，却又仿佛穿越
千年万年，去了千里万里。屋外风雪正寒，好客的
古人见了我们，热情地邀我们喝一杯绿蚁新醅的
酒，让我们就着红泥小火炉烘烘手，这是多么美好
的体验啊。

有书在手，卧室即是天涯，今夕即是往昔。宅
在书房里，坐对一窗流年，读前人写的过年的文
章，隔着时空，与他们一同闲聊年的味道，能寻回

许多旧时的年味。譬如，出于环境保护的考虑，如
今，无论城市还是农村，放鞭炮的人少了许多，但
书上有幽微的硫黄味和鞭炮声，透过纸张，在空气
里浮沉、炸响。所以从某种角度来说，书香也是年
味的一种。

我之爱书，与童年有关。小的时候，家里不富
裕，加之父母管教严，遇见自己喜欢的书，我通常
只能远远地望着，没有机会一饱眼福。只有到了
过年时节，父亲才会允许我去书店里挑几本书当
作新年的礼物，我对这样的机会格外珍视，也就对
过年愈发期盼。如同姑娘家喜欢买新衣服一样，
到了书店里，我看看这本书喜欢，看看那本书也喜
欢，然而预算有限，一本本拿起，最后不得不再一
一放回去，万分不舍。

许是因为小时候的求而不得，我在成年之后
养成了一个习惯，每到年关将近时候，总是习惯性
地要为自己屯点书，仿佛是为了弥补儿时的憾事。

当年与书互相交织缠绕的时候，农历新年也
就变成了书香之年。

新的一年从读书开始
□ 潘玉毅

传 统 习 俗 中 的 年 热 闹 喜
庆，但父亲过年总是过得另类。

一年，父亲因为工作滞留
在了单位，从除夕一直值班到初
七。家人知道后，替父亲抱不
平。父亲却乐呵呵跟我们谈起
了鲁迅，他说鲁迅先生讲，“过年
本来没什么深意义，随便哪天都
好”，所以除夕夜照旧写作和翻
译。1926 年除夕之夜写了《厦门
通信(三)》；1932 年除夕给朋友
们书写条幅；1934 年的除夕之
夜，翻译了西班牙作家巴罗哈的

《少年别》。鲁迅先生还经常利
用除夕编辑一年所写的文章。
他在 1925 年除夕之夜，编成了

《华盖集》；1933 年除夕之夜，编
成了《南腔北调集》；1935 年除夕
之夜，他生前的最后一个除夕，
他继前一天编完了《且介亭杂
文》之后，又编了《且介亭杂文二
集》。除写作、翻译、编定集子
外，鲁迅先生在除夕还整理日
记，结算书账和计划工作。

父亲说，过年就是为了放松和休息，哪天放松下来
可以彻底地休息，哪天便是年。别人过年长一岁，我过
年不仅年龄长一岁，知识还增长一大截，双倍收获，应
该知足才行。听父亲这样一说，我感觉他并不孤单，心
里便坦然了许多。

母亲 85 岁那年冬天，身体不适，父亲担心春节来
家里拜年的亲朋太多，影响到母亲休息，便想了个办
法，春节当天紧闭大门，在大门上贴了一张大红纸：“过
年好，春节在家闭关修行，请来客止步。”

我见父亲此举太不通情理，便建议他，打开大门欢
迎亲朋四邻，由我负责招待，他和母亲在卧室待着即
可。父亲坚持闭门谢客过个安静年。那天，母亲在卧
室里躺着，父亲坐在一旁给母亲读报，我们兄妹则坐在
客厅，读书的读书，看报的看报，一家人过了一个书香
年，倒也舒服惬意。

父亲的另类过年，也是跟钱钟书学的，钱钟书也
喜欢在春节看书。有一年春节，有位权威人士前来给
他拜年，可钱家人都在读书，见有人敲门，钱钟书便前
去开门。客人站在门外说“春节好”，正准备跨步进
门，钱钟书却只露出一道门缝说：“谢谢，谢谢！我很
忙！我很忙！”然后就关上了门。客人非常不高兴，说
钱钟书书呆子不近人情。事实上，钱钟书和夫人正在
读书、写作，他们有他们的计划和安排，不想被别人打
断思路。不管对方地位有多高，钱钟书都会拒之门
外。父亲说，只要平时对亲朋友善，乐于助人，便不必
在乎繁文缛节。

春节是个节日，也是个日子，回家过年有回家过
年的乐趣，坚守在单位，也有工作的收获。传统习俗
中的年热闹喜庆，另辟蹊径的过年也有其意义。不管
如何，父亲总能从名家的春节中找到出处，并乐于接
受和名家同步的年，这种豁达乐观的过节精神值得学
习和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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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时候，春节的快乐属于孩子，一串鞭炮几把
糖果就能把小小的心塞得满满的。成家后，每年的
春节都成了甜蜜的痛，路上的颠簸拥挤、家里的忙
碌、回程的仓促，都让人疲于应付。对于春节，真
的应了那句歌词“想说爱你不容易”。

今年的春节，我们换了一种方式。把农村的父
母早早接到城里，吃过年早饭全家出发。避开了高
速拥堵高峰，前往心仪已久的景点看风景去了。

我们属于自驾游，全家五口快乐出发，先后

看了龙门石窟、黄河壶口瀑布，欣赏了各地的庙
会，饱览了一路的名胜风景，想走就走，想停就
停，自由自在，惬意无比。更有意义的是，我们带
父母去看了大海，完成了他们多年的心愿。在返
程中，我们还在山上的一座寺院住了一宿，在云雾
缭绕中听松涛阵阵，顿时感到身心无比的澄澈和
轻盈。初四的下午，我们返回老家，带着礼品和美
好的祝福给亲戚和乡亲们拜年。初五回到工作的
城市，准备上班，一切都轻松无比，再无过去的疲

惫不堪。
生活其实是丰富多彩的，当你感到单调时，有

时只需要换种方式，就像把苹果横着切能看到截然
不同的样子一样，带给你的是一种喜悦。春节也是
一样，不要一味地抱怨过得太累，只要用心去过，
必定过得与众不同。

回家过年，过的是一种气氛；出去走走，走的
是一种心情。希望每年的春节，都像今年这样过得
不累且快乐着。原来，春节也可以换种方式过。

换种方式过春节
□ 赵自力

春节的内涵，充盈美德芬芳。换句话说，让美
德拥抱春节，那春节的美德，无处不在，在我们内
心、身旁、周围，根深蒂固，就像亲情和故乡，高天
与厚土。

一个“走”字，有美德可鉴。传统拜年，以前讲
究走，去看邻里街坊，亲戚长辈，朋友领导，上门拜
访，才算拜年了。即使在大街上走着，遇见熟人，
也要说许多恭贺新年的吉祥问候，以表达友好和
快乐。春节走访，需要问候，即使兄弟姐妹，亲友
邻里之间，平时产生隔阂，只要走时一声问候，就
可消除矛盾。还有，婆媳别扭，兄弟纠纷，要在春
节里一走，彼此心绪就会缓释，情感得到梳理。也
正是在一个走字的礼俗上，让彼此宽容，相互谅
解，心灵得到了沟通。

用心“吃”字，也弥漫美德。大家都有记忆，小
时候过年，在内心只有一个概念，就是只有过年，
才可以饕餮吃上一顿。某种意义上说，在那个贫
困年代过年就是吃，吃成了至高无上的精神渴望，
美好人生。在南方有吃年糕的习惯，甜甜黏黏的
年糕，象征新一年的生活甜蜜，步步高升。在北
方，除夕有吃饺子的习俗，饺子的做法要和面，和

字就是合，饺子的饺与交谐音，合、交有相聚之意，
便有了“更岁交子”之意。吃团圆饭，是过年最重
要的一顿饭，为过年吃字之最，最讲究、最重要、最
丰富、最有内涵，一餐饭，就是一年里最期待的生
活，最幸福的时光。

表达“孝”字上，也有美德。百善孝为先，孝是
年轻人应尽之务，满足老年人的"精神年货"，有的
地方，还对一些孤独的老人组织“亲情候补”小分
队，亲融化解老人们的节日孤独感，让传统节日具
有了现代人情味。春节里，要回家陪父母过年，哪
怕再忙，能够上门一句简单的问候，一件小小的礼
物，都能安慰父母逐渐老去的寂寞内心。最简单
的具体表现，就是给父母递一双筷子，盛一碗热
饭，奉上一杯香茶，共看一个视频。实在不能回
家，也要打一个电话，发一个微信，也会让老人感
到温暖舒心。春节回家，比送老人任何东西都重
要，是最好的尽孝之道，体恤亲情的最佳方式。

体现“爱”字，更有美德。在家里，晚辈爱长
辈，长辈对晚辈也有爱。对于社会而言，爱要施
展的空间更大更广泛，对无助老人，对失去亲人
的儿童，对于残疾人，更需要全社会的爱来拥抱

和关怀。深圳市有一个福利院里，儿童虽然有可
口的年饭菜，接到新年的礼物，可是没有爸爸妈
妈的拥抱和红包，难免有失落感和寂寞感。有一
个新家政公司，让十个爱心家庭，一对一地在福
利院接十个孤残儿童，带他们回家过年，一家人
逛花市、游园博园、包饺子、唱感恩歌，让孤儿们
与新父母拥抱，喜乐融融。一位７岁小男孩，对
新妈妈产生了依恋，依靠在“妈妈”的怀里玩游
戏，而新妈妈两岁多的儿子，也特别喜欢这个小
哥哥，每当哥哥去拥抱妈妈时，他也伸出小小的
手臂，从哥哥的身后一起把哥哥和妈妈抱在怀
里。看到这个场景，“爸爸”悄悄地掏出相机，拍
下了这母子三人的温馨画面。还有一个聋哑自闭
儿童，也在新爸妈的鼓励下，用手语表达“我爱
你”“我真的很不错”，他脸上流露出的微笑，自信
而快乐。

美德春节，已经深入到中国人的心灵深处。
比如春节期间，全国各地的领导干部，纷纷探望道
德模范。这种慰问，体现了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
要义。张扬道德模范身上的时代精神，在春节之
时，我们也要给我们传统的美德“过年”。

春节与美德
□ 鲍安顺

2023 年是农历癸卯年，即兔
年。兔年一到，“玉兔呈祥”“动
如脱兔”就被人们词不离口。古
人用十二生肖与十二地支相配
来划分年限，可见其智慧博大精
深。兔年与十二地支中的“卯”
相配，都带“卯”，十二时辰中“卯
时”恰是清晨 5 至 7 时，此时东方
旭日还没冉冉升起，月亮依恋挂
在天穹，此刻，月上玉兔已在辛
苦捣药……

玉兔与月亮千古以来，相得
益彰，相辅相成。“夜光何德，死
则又育？厥利维何，而顾兔在
腹？”屈原在《楚辞天问》中发出
这样的感叹：月亮何德何能，消
亡了又再重生？上天给月亮这
么大的益处又是为什么，就因它
腹中养一只兔吗？唐代王建的

“新秋白兔大于拳，红耳霜毛趁
草眠。天子不教人射击，玉鞭遮
到马蹄前。”把兔的静美可爱写
得惟妙惟肖，呈现眼前，诗中有
画，画中有诗，面对尚在安睡中
的“红耳霜毛”那憨态温柔之美，

就连意气风发狩猎帝王见之，也难免不被感染，心生
恻隐之情，收拢起玉鞭，并要求手下不去打扰一只睡
眠兔的美好时光，帝王因一只兔生发的恻隐之情，更
是百姓的福祉。南宋辛弃疾《满江红中秋》中“意登楼
瞻玉兔”的“玉兔”很明显借指月亮。明代谢承举《白
兔》中“夜月丝千缕，秋风雪一团”更是把月光与兔的
玉色写得淋漓尽致，晶莹剔透，交相辉映。

兔的平和温顺之性格配以玉色的温润柔美之品
质，美轮美奂，至真至纯，审美情趣意象化的“玉兔”，
极易被大众心灵所接纳。汉窦云《古怨歌》云：“茕茕
白兔，东走西顾，衣不如新，人不如故。”读来，让人流
连忘返，拍案叫绝；唐蒋防：《白兔赋》“皎如霜辉，温如
玉粹。其容炳真，其性怀仁”，更令人见兔甚喜，过目
难忘。李贺“吴质不眠倚桂树，露脚斜飞湿寒兔”、元
稹“西瞻若水兔轮低”、卢照邻“沉钩摇兔影”……亦是
妙趣横生，脍炙人口。

坊间喜欢“玉兔呈祥”的吉语，与兔的繁殖能力肯
定少不了牵连。传说中兔子是生育之神。兔子属双
子宫哺乳动物，每月一孕，且孕期 29 天与月的盈缺周
期非常吻合。兔的生育能力在哺乳动物中非常突
出。儿时，我家养过长毛兔，原本春天养的一对长毛
兔，几乎月月见到一窝红彤彤的小兔诞生，忙得我们
月月要搭新兔窝。过去，在盐城西乡逢到兔年正月或
腊月，儿子结婚、女儿出嫁的人家尤其多，做喜事的人
家把一床床绣着“玉兔”的喜被铺在婚床上，希望子嗣
兴盛，多子多福……

“玉兔呈祥、动如脱兔”这样美好的词语之所以在
兔年新春大流行，依我想，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
分支——兔文化的精粹，玉兔静谧妙曼，似月光绵长
温润人间大地，玉兔跳跃洒脱，如运动健将带给人吉
祥安康，积极向上……

玉兔呈祥，是人们在兔年新春对美好生活向往的
一种祝愿；动如脱兔，更是人们在兔年对美好生活追
求为之奋斗的一种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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