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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PPLEMENT东方明珠

孩时过年，大年夜家里是最忙碌的。

先是打扫，掸尘，拖地，换床被，我是专司抹

玻璃的，用废报纸把窗玻璃擦拭得贼亮。

然后是热气腾腾的烹煮，一场厨房大行动，

这是色香味俱全的全家行动。

爸爸总揽全局，又擅做扬州狮子头，剁

肉、调料、拌馅、下油锅汆煮之类，一步不

差，环环入扣。煮出来的狮子头松软适当，

色泽诱人，咸淡可口，味道鲜美，让人吃了

一只又想下一只。而妈妈的红烧肉是绝对

拿手菜，直至今天，朋客们品尝了这入味的

红烧肉，也都要比原先多吃一两碗米饭的，

有的仅舀些汤，就又多吃了一碗，咂咂有

味。姐姐们多半做些下手，拣菜洗菜端盘

子之类。我虽最小，也有一个十多年不断

的节目，就像春晚赵本山多少年不退一样，

雷打不动。坐在小板凳上，窗前一只火势

正旺的煤球炉，拿着一柄长勺，勺底沾点油

水，倒上一匙摇匀的蛋液，饶有兴致地制作

蛋饺。一个又一个，乐此不疲，半天光阴都

泡在上面了，直至我成家了，在家过年，我

还是操此活计。

这一顿全家人出力的年夜饭，真是奇

香无比，家人围坐在一起，也是快乐无比。

还看着爸爸变戏法似的，从衣兜里掏出一

叠纸币，都是挺刮崭新的角票，分发给我

们。这就是盼望已久的压岁钱了。我们笑

逐颜开，年夜饭因此也进入了高潮。其乐

融融，仿佛就在昨日。

爸爸带着也会放一会儿鞭炮，二脚踢

和连环炮，虽然并不太多，但喜庆的气氛已

在烟火味儿中浓郁起来。

那晚，我们早早睡了，父母亲还在灯光

下忙碌，搓圆子，备糖点，还为我们整理好

簇新的衣服。

大年初一清早，从梦中醒来，父母早

已起床，又忙得不亦乐乎了。床头柜上，

已放置了红纸包裹的香糕和红枣。我们

蜷缩在被窝里假寐，都不想最先起床开

口。因为今早醒来，必须先道一声：“爸

爸、妈妈过年好！”有点害羞。想拖延着，

就随着姐姐们叫一声。有时也就鼓起勇

气先叫了。爸爸妈妈便递上香糕、红枣，

也回敬一句：过年好！过年的第一天就这

样开始了。

爸爸病瘫在床期间，大年三十，全家也

一起陪着爸爸过的，当然，除了妈妈还煮几

碗红烧肉外，爸爸的狮子头等已无法品尝

了，我也无心精细地制作蛋饺了。而当爸

爸仙逝之后，我们十余年，没有在家团聚吃

年夜饭了，全家厨房大行动，也偃旗息鼓

了。

与很多人家一样，饭店成了吃年夜饭

的去处。省却了很多麻烦，人也轻松一些，

可那种其乐融融，却又淡然寡味许多。心，

未免沧然。

一年又一年。什么时候，能摆脱一些

事务，也安定一下心神，能和妈妈及其家

人，再全家大行动，自己烹制一顿年夜饭

呢？菜肴可以发生变化，但不能少了妈妈

的红烧肉和我的蛋饺，让姐姐也露上一手，

她早已学会了红烧狮子头。举家围坐，让

在镜框里的爸爸也微笑着注视着我们，在

天堂里，也感受一样的团聚和快乐。

祖国的南方之南

那一片蔚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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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浩瀚鱼仓踏浪

爽朗的笑，

让我们如沐春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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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回眸瞭望祖国

祖国正注视你的眼睛

过年贴春联是我国独有的民间传统，

已延续了千年，相传最早始于五代时的孟

昶。有一年春节，他写了“新年纳余庆，佳

节号长春”的桃符贴在门两侧，后来便延

续下来成了对联。

每逢过年，我总喜欢看各家门上的春

联。遗憾的是，人们的日子越来越好，对

联却越来越不如人意，内容平庸、格调单

一。更重要的是，有的根本不是对联，还

有的分不出上下联，有的能分出来又贴反

了，比如，“佳年幸福发大财，新春带着鸿

运来”，能算对联吗？

对联作为一种民间艺术，内容十分博

大，也很讲究。历史上有不少因联得偶、

得官、免罪、遭祸的。也有不少有关对联

的趣闻和绝联、妙联留传下来，比如有个

卖豆芽的小贩，春节时写了一副对联，上

下联和横批都是“长”字，可谓绝妙之至。

你可以读成“常涨常涨常常涨；涨长涨长

涨涨长”（音），也可以上联都读“涨”，下联

都读“常”（音），横批可读成“涨长涨长”或

“常涨常涨”（音），非常切合小贩的心理。

还有一人，平时大手大脚，过年时拮

据。为了掩饰窘态，书一联曰：“行节俭事；

过淡泊年”。有知底细者，戏加字为“早行

节俭事；不过淡泊年”。也是讽劝之意。

短联可以一个字，长联有达数百字的，

如著名的昆明大观楼长联，180字，可以说

是一篇或两篇相映成辉的短文。还有的对

联无字，以标点代替。从前有挽爱国运动

死难者的，上联“？”下联“！”横批“……”可

谓蕴意无限，虽万语千言不能代替。

受语言形式与规律制约，外语不能入

联，但可依附在汉语中别开生面，从前，有

一数学教师贫病而亡，同仁送联云：“为

XYZ 送 了 性 命 ；教 PWS 倚 靠 何 人 。”

“XYZ”为数学中未知数符号，“PWS”为英

语中“PARENTS”（双亲）；“WIFE”（妻

子）；“SON”（儿子）的开头字母。受汉语

习惯和民族文化影响，我们日常生活中也

常用对偶句总结一些事物，如“进取者上

下求索，得道人左右逢源”“世事洞明皆学

问，人情练达即文章”等。

现在由于社会分工愈来愈细，服务更

加周全，同时也因为人们的富裕和忙碌，

使得本由自己书写的春联也成了街头的

年货。而一旦成为商品，也就有些华而不

实了，许多内容成了“拜年话”。其实自己

写春联不仅更加切合心意，也可增添年

味。

天水市政府是四层的筒子楼，在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四层楼就最高

了。记得小时候矿上人说“一层臭，二

层好，三层四层跑断腿”。矿上盖的第

一幢四层楼，是职工宿舍九号楼。不

仅楼高，表面还贴了绿色的石子，在灰

砖的三层楼丛中，格外挺拔而俏丽。

我刚刚认识数字，写得歪歪扭扭，看到

鲜红的“9”萌而庄重地嵌在楼外墙上

“万绿丛中一点红”，真的好奇而羡

慕。

幸运的是，我爸爸的宿舍不久搬到

了9号楼里。兴奋地到爸爸宿舍玩，宽

大的水泥楼梯上去，两边是门对门的一

间间房子，黄色的门。白色的楼道墙

上，刷着绿色的墙裙，鲜艳的草绿色，透

出活泼的气息，从此，草绿色就成了我

最喜欢的色彩。今天的天水市政府办

公楼依然保持这样的风格。楼道正中

是宽大的楼梯，白墙上刷着草绿色的墙

裙。可能过几年重刷一遍的缘故，草绿

渐浓，未见剥落痕迹，但各间办公室的

门却很旧了，本来的深红色，在岁月的

浸润下，变得浅而深沉。

比煤矿工人宿舍楼更庄严的是，作

为地级“衙门”的天水市政府办公楼，楼

梯拐弯处浮雕着毛主席的题词。一楼

二楼间，是经典的“为人民服务”；二楼

三楼间，是“团结起来，争取更大的胜

利”；三楼四楼间，写着“为建设社会主

义而奋斗”，潇洒有度的毛体，鲜红地活

跃在绿底之上，生气蓬勃。煤矿工人的

宿舍楼，永远弥漫的，是不浓不淡的烟

草味。这种味道，伴随着我的童年，深

入到记忆里，以至于我一进办公楼，习

惯性地寻找这味道，了无痕迹，才知道

楼似人非，斗转星移了。

煤矿工人宿舍是男女分开的，九

幢男职工楼，半幢女工楼。宿舍楼里

没有女厕所。有时家属来，一个很大

的不方便，就是上厕所。得老公或男

孩子先进去看看有没有人，然后看在

厕所门口。所以，常见到小男孩卫兵

一样站在厕所门口，别人看到了，就自

觉等一会。想起近年来被文青崇拜的

木心，最著名的诗“从前的锁也很好

看，钥匙精美有样子，你锁了，人家就

懂了”，其实这唯美的意境，在很久之

前的煤矿职工宿舍楼里，就屡见不鲜

了，呵呵。

随着农转非人员的快速增长，来矿

上的家属空前多起来，都住在职工楼上

肯定不行，矿上于是想出了另外的办

法，把几排房子沿人字梁一隔为二，一

间房子分成两个半间，两侧开门，做临

时招待所。一张双人床就占了绝大部

分面积，地上一只铁火炉。墙极薄，仅

一砖。

家属来矿，可免费居住一个月，

而且免费供应煤炭。不要以为煤矿产

煤，就可以随便使用，矿山属于国家，

煤炭是国有资产，职工烧用，也得花钱

买，所以，两项都可以算是福利。超过

一个月，一天一元钱。尽管不贵，但也

没人想出，毕竟，一块钱有一块钱的

用处。

我妈妈和弟弟妹妹来矿上后，先

在爸爸的宿舍住了几天，每天到食堂

打饭吃。虽然麻烦些，但我却非常高

兴。因为妈妈和弟弟妹妹们来了，能

在一起，结束了我五年在外的日子。

过几天，临时招待所有了空房间，一家

六口人就搬到半间小屋中。杜甫是现

实主义的伟大诗人，但是诗人，即使现

实主义如“史”者，也是想象丰富的，故

一感叹就是“安得广厦千万间”，我家

则“安得小屋只半间”。幸亏我们兄妹

四个都还小，但也得脚对脚才能睡

下。家中家具等一概皆无，衣服装在

提包里，放在床下，但能开火做饭，就

算有家的样子了。

最感觉温暖的，是等爸爸下班回

家。记得《三国演义》中，诸葛亮说家人

对远征战士回家是“依门而望”，煤矿，

由于井下作业的危险性，“依门而望”几

乎日日如斯。就如住在北京上海郊区

的人上班挤地铁每天如春运般。爸爸

当时已是“老八点”，也即只上白班，不

再三班倒。暮色中，一高大瘦削的身影

越走越近，带着憨厚亲切的笑容。常

常，从口袋里掏出一个考得焦黄的大馒

头，那是班中餐，也就是送到井下的午

饭——前段时间，《挑战极限》真人秀

中，相声演员岳云鹏挑战煤矿工作，就

在我所成长的五阳煤矿，而最后累倒

在巷道里哭着离场的，就是在“送干

粮”，即送班中餐的路上，这是井下最轻

松的活——爸爸舍不得吃，拿回来给我

们。

弟弟从老家到矿上读书，三年级，

功课有点吃力，尤其不会写作文。趴在

床上半天写不出一个字，一急，就大哭

起来。声音大，时间长，隔壁有上夜班

的，正在睡觉。被吵得实在受不了，隔

墙说，孩子，快不要哭了。我弟弟边哭

边说，在我家哭又不是在你家哭，着急

加委屈，哭得更厉害了。

住在临时招待所毕竟不是长久之

计，而且房子实在太小。一月期满后，

管房子的是老乡，又延期一月，但炭不

再供应。好几次，爸爸下班回来，扛着

一个大提包，拉开，里面是炭，笑呵呵

地堆到床下。煤矿工人之于煤炭，正

如农民之于粮食，知识分子之于书籍，

一方面觉得最为常见，不大当回事，一

方面，却至为珍惜，有种血脉中的亲

情。

爸爸到处托人，打听周边农村有没

有出租的房子。找到旁边农村一户人

家，出租自家院子一排窑洞中最西边的

一孔。窑洞新建不久，全用红砖，质量

很好。虽然还是一家人挤在两张单人

床拼起来的床铺上，但空间大了许多。

地上可以撑开一张圆桌，我们可以做作

业了，还放得下从老家带来的两只木

箱，能放放衣服。

房东家仅一女孩，大约和我小妹妹

同岁，四五岁的样子，常大哭。有一年，

我陪小妹妹到学校拿她的高考录取通

知书，看到当年高考光荣榜第一名，“索

丽娜，中国人民大学”，感慨人家考得不

错。我小妹妹说，你记得这是谁吗？我

说不知道。她说，就是原来我们房东家

女儿。这是 2000年的事，又已过 17年

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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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视冬日的远方

父亲伫立在思念田埂上

用一种深情涂抹着绿色的守望

每一次的回首

都有一份辛劳涌动在土地里

每一次的跋涉

都有脚印的重复与叠加

聆听远方的钟声

父亲的目光是一幅对联

用一种吉祥祈祷着来年的丰硕

每一次的想起

都有一份感动闪烁在故乡里

每一次的牵挂

都有乡音的悠长与悠远

捧读新年的温馨

父亲的笑容是一首民谣

用一种朴实装点着乡村的旋律

每一次的吟唱

都有一种音韵流淌在脉搏里

每一次的弹奏

都有音符的跳跃与颤动

注视远方
□丁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