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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家过年，看到墙壁上相框里的那
张全家福，我仿佛回到了三十多年前的
那个春节。

父亲常年在几百里之外的矿山上
班，一年中只有农忙的时候，才请探亲
假回家帮母亲干田里的活。在我十三
岁那年，却是一个例外，父亲从单位请
假回来，和我们一起度过了一个欢乐祥
和的春节。

我清晰记得，那天和同伴在外面玩，
同伴匆匆跑过来对我说：“你爸爸回来
了。”我不相信。同伴见我不信，生拉硬
拽把我往家里拉。在巷口，我真的看见
父亲了，他正站在路口和人聊天。父亲

看见我，摸摸我的头。那一年，祖母还
在，看到一家团聚，祖母笑得合不拢嘴。

原来，父亲单位里一台设备出现故
障，修复需要一段时间，单位临时决定
放假。父亲能在春节期间和我们在一
起，也特别高兴，帮母亲忙这忙那。我
们小孩当然最开心，父亲的单位发了不
少年货，我们把口袋塞得满满的，跑到
小伙伴面前炫耀。

有好多好吃的年货，加上父亲的陪
伴，这个年过得真开心。这天中午，村
里来了一个照相师傅。照相师傅也会
择准时机，骑着自行车，肩上挎着个相
机，沿村一路喊叫：“照相喽。”

这段时间，大家衣着打扮都是簇新
的，因此，乡亲们也都乐意照个相。父
亲听到照相的吆喝声，觉得一家人团聚
不容易，决定拍一张全家福，就叫我去

把照相师傅找来，在自家院子里拍一张
全家福。

照相师傅来了，我们按照尊长老幼
及高矮顺序排好。祖母坐在正中央，左
右手分别坐着父亲母亲，后背站着我们
兄妹四个，大姐靠在父亲身边站着，最
小的妹妹抱在母亲怀里。

正要拍照时，还出现了一个小插
曲。最小的妹妹很不配合，母亲把她抱
在膝盖上，她一个劲地划手蹬腿，哭闹
着不肯照相。原来，在此之前，小弟偷
吃了一个苹果，被小妹看见了，也哭闹
着要。小弟不给，小妹就嘟囔着嘴巴不
高兴了。这不，连照相也不肯配合了。

父亲得知此事后，哈哈一笑，转身
进屋，拿出一个又大又红的苹果给小
妹。小妹这才破涕为笑。照相师傅见
我们都各就各位了，连忙摆好手里的照

相机，随着“咔嚓”一声，这张全家福就
永远定格在那个年代。

照片中，祖母精神矍铄、和蔼慈祥，
父母亲那时也正值青壮年，意气风发。
我们兄弟姐妹六个大多都在读书。那
时，家里人口多、负担重。身后是刚盖
起来的砖瓦房，家里还向亲戚家借了不
少外债。

岁月匆匆，一晃三十多年过去了。
祖母离世十多年了，父亲退休在家。我
们兄弟姐妹六个也都走上了各自的工
作岗位，相继成家。前年，父亲在老屋
原址上盖起了一栋三层高的新楼房。
按父亲的话说，现在赶上了好时候，老
百姓的生活就像上楼吃甘蔗——步步
高、节节甜。

今年，依照父母亲的叮嘱，我们兄
弟姐妹六个全部带着自己的孩子回家
过年，在新楼房门前拍一张全家福。相
框里的那张全家福，虽然被岁月无情侵
蚀，变得斑驳模糊了，但是照片上面凝
聚了父辈们的创业历程和光辉岁月，现
在看来，更显弥足珍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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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人 亲情

儿时读春联
●王阿丽

小时候过春节，到了除夕那天，
我们兄妹仨最喜欢做的事便是挨家
挨户读春联。

印象最深刻的，是有一年除夕的
中午，我们和爸爸一起贴好家里的春
联后，没有需要我们帮忙的事情了，于
是，大哥把那本翻旧了的字典、塑料封
面的笔记本和一支圆珠笔，一股脑塞
进书包里，带着我和二哥开启了“乡村
读春联之旅”。

在路上，那时已上小学五年级的
大哥关照我们：“读春联要先默读，确
认每个字都认识时，才能大声读出来，
我们不能做‘白字’先生！”

不一会儿，我们便走到巷子的尽
头。只见秦叔叔家一扇柴扉上贴着的
春联是：“天泰地泰三阳泰，家和人和
万事和。”我把“泰”读成了“秦”，二哥
赶紧纠正我，我理直气壮地与二哥争
执起来。大哥翻开字典递过来，我一

看，顿时哑了。
村子南边的赵叔叔家，青色的院

墙，两扇红褐色的木门，上面贴着的
春联是：“一人当兵，全家光荣。”春联
上还画了两朵大红花，看得我们心花
怒放。

我曾经听妈妈说，赵叔叔的儿子
在新疆当兵，守护着祖国边疆，已经
有六七年没有回来了。打小就对军
人有着崇拜之情的二哥，对着大门举
起右手，敬了个礼。

梅老师在公社中学当语文老师，村
上人家的春联大多出自他的手。他家
门前有个小花园，寒冬腊月，蜡梅盛开，
他家门上贴的春联是：“爆竹一声除旧
岁，梅花几点送新春。”

“这梅花送几朵给我才好啊！”对蜡
梅情有独钟的我读着春联，嗅着梅香，
即使哥哥们拽我，我也舍不得离开。许
是我们的吵闹声惊动了主人，大门“吱
呀”一声开启，梅老师掐了一把梅花递
给我：“丫头，回去找个空酒瓶灌满水插
上，开上十天半个月都不成问题！”我接
过梅花，高兴得一跳老高。

友权叔叔家大门上贴的春联是：
“一人巧做千人食，五味调和百味
香。”哥哥们眼尖，一眼就发现友权叔
叔把原本应该贴在厨房门上的春联
贴到了大门上。

我们赶紧敲门告诉友权叔叔，他挠
着头对我们说：“我这大字不识一个的，
让你们见笑了！”于是，我们帮着友权叔
叔重贴了一副春联。

临走时，友权叔叔对我们说：“你
们回去后告诉丁老师，来年开学，我
把毛蛋送去学校！”前段时间，当老师
的妈妈几次上门做友权叔叔的工作，
让他把9岁的儿子毛蛋送去上学，可
惜一直没说通。没想到，我们这趟读
春联却意外帮妈妈完成了劝学任务。

这么多年过去了，我虽然早就远
离了故乡，但一直保留着读春联的习
惯。每年到了这样的时刻，我都会想
起童年时那火焰一般映红了村庄的
春联，脑海里闪现我和哥哥们读春联
的趣事。每当这个时候，我的心底总
会涌起一股股暖流，仿佛那些单纯而
美好的时光仍在眼前……

往年春节，我们都会回爸妈家过
年。去年春节前我做了个手术，遵医嘱
在家休息，回爸妈家过年的计划泡汤了。

每逢佳节倍思亲，除夕那天，我竟
然想家想得眼圈泛红。丈夫安慰我：

“虽然不能回去，但我们照样可以和爸
妈一起过年。”见我一脸疑惑，丈夫解
释说：“以往我们在爸妈家怎么过年，
在这里也怎么过。”

说着，他从冰箱里变戏法似地取出
好多食材，说晚上要和爸妈微信视频，
跟着他们同步做年夜饭。原来，他背着
我打电话给我妈，打听到了家里年夜饭
的菜谱，还按我妈说的买好了食材，就
等着除夕夜给我个惊喜。

除夕晚上，丈夫在爸妈指挥下，
做了一桌家乡菜，虽然味道比不上爸
妈做的，但至少他的这份心让我感
动。边吃饭边和爸妈视频聊天，我的

心情逐渐好起来。
第二天一早，我和我妈视频通

话，我妈正在包饺子，我们这边也包
饺子，都是素三鲜水饺。丈夫早和爸
妈商量好了，春节假期，要让我的味
蕾“回家”。

那几天，爸妈变着花样做菜，一边
做一边教女婿怎么做，餐餐都不重样，
才几天时间，我做手术掉的五斤体重
又结结实实地长回来了。

在我家，我爸是主厨，经过那几天
的“视频教学”，我爸的话也多了起来。
以往打电话或视频聊天，我和我妈有说
不完的话，但我和我爸总是固定的那几
句：“最近怎样？身体好吗？要多注意
身体，适当锻炼。”我爸则总是说：“好，
好，嗯。”此外，父女俩再无话可聊。

那段时间，不善言谈的我爸却打开
了话匣子，唯恐我妈讲不明白，担心女
婿听不懂，我妈讲完他还要再细述一
遍。几天下来，丈夫和我爸成了“菜”
友，两人没事便微信聊做菜。丈夫笑
道：“早知道咱爸在做菜方面这么健谈，

我第一次去你家就该跟他学做菜。”
虽然我人在外地，却真实地过了

个家乡年。味蕾记得回家路，回家过
年也是爸妈张罗一桌饭菜，一家人坐
一起吃饭聊天。虽然没能回家过年，
但也和爸妈吃到了一样的菜，聊到了
一块。唯一遗憾的是，不能帮爸妈干
点家务活。

不过，这个问题丈夫替我考虑到
了，他用原本回家的路费给爸妈买了
一台扫地机器人，很快爸妈就能收
到。我夸丈夫细心，他说：“那当然
了，爸妈盼你回家很久了，这次听说
你不能回去，估计老人家这个年都过
得没心情，我跟二老学做菜，一是解
你的乡愁，二来也让爸妈这个年过得
有年味。”

此话不假，爸妈都是为儿为女才会
张罗一桌子饭菜，若子女不能回家，他们
肯定随便吃一口便对付过去。

春节，是阖家团圆的日子，也是心
灵休憩的驿站，只要有心，在哪里过年
都能过得其乐融融、欢乐喜庆。

味蕾“回家”
●马海霞

●陈宏宇

向着家奔跑

●张铭钰

我的妈妈长着一张瓜子脸，
披着一头细长的秀发。那黑色
的发丝里夹着几根白色的银丝，
两条弯弯的细眉和一双颇有神
的眼睛，配上一张樱桃小嘴，笑
起来很漂亮、很温柔、很亲切。

可是，妈妈爱我的方式也太
凶了吧，简直是家有“虎妈”。只
要“虎妈”在家，哪怕是一只小虫
子都要小心翼翼、唯命是从，真
的是太为难我了。

记得有一次，刚写完作业的
我想玩一会儿，她大声叫道：“作业
写完了？”我答道：“嗯，写完了，能
玩一会儿吗？老妈！”结果可想而
知，她不但拒绝我，还让我复习。
我立马一字不落地把复习资料全
背了。这下同意让我出去玩了。

我刚迈出一步，她又开始
“念经”：“出去玩要注意安全！
不要一直跑，不要去很远的地
方，不要去有水的地方……”我
知道她很关心我、疼爱我，但也
不至于这样吧。

我刚要出门，不料，她火冒三

丈，大喊道：“臭闺女，给我进来！
才十道题，你竟错了七道题！今
天不准去玩了！”我一脸丧气，不
得不用蜗牛的速度挪回去。

我抬头一看老妈严厉的目
光，感觉“世界末日”来临了，赶
快撒腿就跑。老妈立马追了上
来。我只感觉身后比有妖怪追
还可怕，吓出一身冷汗。我奋力
跑着，但终究还是没能逃出老妈
的手掌心。

还有一次，我在家看电视，心
中暗自祈祷老妈回家后不要摸电
视的温度，否则就大事不妙了。
结果，还是被老妈那双火眼金睛
发现了。我吓得面如土色，立马
以冲刺的速度跑向客厅，结果一
不小心摔倒了。老妈赶紧跑过
来，心疼地把我抱起来。当然，最
后我还是少不了挨一顿批评。

这就是我的“虎妈”。家有
“虎妈”，让我明白，妈妈的爱是
多面的，既严厉又温柔，既唠叨
又亲切，给我的生活带来了绚丽
的色彩。

家有“虎妈”

●黄煜恒

你可能想不到，竟然有人喜
欢“吃”书。

一天中午，老妈大喊“开饭
啦”，我们马上各就各位，可老爸
却像聋了一样，还在床上趴着看
书，沉浸在书的世界里。我吃完
饭后，老爸还没来吃饭。我跑到
床边看老爸，老爸丝毫没有发现
我正站在一旁，我大喊一声：“老
爸！”老爸被我吓得心脏都快跳
出来了。

“怎么了？”老爸问。“吃饭了！”
我说。“咦，我不是吃过饭了吗？”老
爸抹抹嘴，奇怪地问。我心里暗
想，老爸这是“吃”书吃饱了吧？我
忽然想起之前养过的蚕宝宝，它们
舒舒服服地躺在桑叶上，贪婪地吃
着，多像此刻的老爸啊。

老爸无论到哪都得带上一
本书。吃饭也带，上班也带，坐
车更不用说，就连睡觉时都把一
本书放在枕头底下，想做一个关
于这本书的梦。

老爸喜欢看书，又从喜欢看
书发展到喜欢“囤”书。如果等
一本书看完再买一本，家里也不

至于堵得水泄不通。可是老爸
常常没等看完一本就又买了好
几箱，因此家里的书变得越来越
多，阳台上、飘窗上，只要有一丁
点空间，都会渐渐被书占据，连
床上都有半边堆满了书。

也许是爱屋及乌，老爸在
“囤”书的同时，连装书的纸箱也
舍不得扔。有一段时间，我们家
堆满了来自网络书店的纸箱，家
里可以活动的空间越来越小
了。我查了一下百度，发现老爸
的这个毛病是一种名为“松鼠
病”的坏习惯，和一个人喜欢吃
零食就拼命囤积食物一样。

为了阻止老爸继续疯狂买
书，我特意建了一个家庭群，群
名为“囤积癖治疗群”，以便提醒
老爸，再这么买下去，很快我们
一家就要被书挤出房子了。

在我的宣传下，老爸慢慢地
改掉了“囤”书的习惯。现在的老
爸，又是以前那个爱“吃”书的老
爸了，他常常望着满屋子的书，露
出欣慰的笑容。我想，这些书已
经足够他“吃”上一辈子了。

“书痴”老爸

我 的 家 乡
是个古朴的小
山村。每年过
完腊八节，村里
就逐渐热闹起
来。大人孩子
们脸上都写满
了喜悦，三三两
两在胡同口愉
快地聊天。偶
尔有调皮的孩
子，点燃一个爆
竹，悄悄扔在聊
天 的 人 群 后
面。随着“砰”
一声巨响，孩子
一溜小跑地逃
开了，只留下大
人们的嬉笑声
在街头回荡。

腊 月 里 最
重要的事是扫
尘。院子里的
角角落落都要
清理一遍，各种杂物按类分开，有
的会留着备用，有的会处理掉。
屋里也要打扫，从墙面到屋顶，从
柜子到窗台，一通细心打扫，连桌
椅、板凳这些小物件也不能落下。

收拾后的房间，变得窗明几
净，温馨而又温暖。祖母会在擦
干净的玻璃窗上，贴上各式各样
的窗花。有喜庆的“红梅报春
图”，也有惟妙惟肖的“生肖图”，
一团一团的热闹场景在明亮的窗
户上绽放开来。

腊月里的灶台是最有烟火气
的地方。此时，忙碌了一年的人
们终于可以静下心来，安心地准
备春节的饭菜，包饺子、炸丸子、
炖鸡、炖鸭……各种美食的香味
从灶台里飘散开来，喷香喷香的，
诱人得很。

每当这个时候，我就会围在
灶台边，给母亲打下手。记得那
年，母亲在炖鲤鱼汤，我负责烧
火。灶膛内火苗旺盛，胖乎乎的
鲤鱼在锅里咕嘟着，热气氤氲，勾
起了我的馋虫。我不停地问母
亲：“行了吗？行了吗？”母亲看着
我，语重心长地说：“千滚豆腐万
滚鱼，多炖些火候才好吃呢。做
事呀，跟炖鱼汤一样，要有耐心才
会更圆满。”多少年过去了，这样
的叮嘱，至今仍在我的耳畔回响。

腊月里，最让人期待的是除
夕这天。父亲负责熬制糨糊，用
来贴对联。春回大地，人丁兴旺，
出门见喜，一副副对联带着家人
的憧憬，在父亲宽大的手掌下盛
开，闪耀着光芒。此时，母亲和祖
母正扎着围裙在厨房里忙活着，
叮叮当当的碗盆声交响，开启了
年夜饭的乐章。和面、擀皮、调
馅、包饺子，一家人忙得不亦乐
乎。

夜幕降临，年夜饭开始了，丰
盛的菜肴摆满了圆桌。我们一家
人围坐在一起，边吃边聊，有说有
笑。大人们总结一年来的收成，
孩子们许下新一年的目标，你一
言、我一语，说着吉祥祝福的话
语。电视屏幕上，春节联欢晚会
也开始了，精彩纷呈的节目逗得
大家合不拢嘴。

打开手机，朋友圈里都是晒
年夜饭的照片，张张喜庆，家家团
圆。这是最美的烟火画面，也是

最美的中国年。一年的
时光重复，一年的新桃旧

符，愿大家国
泰民安，愿小
家喜乐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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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声就要敲响了，一下下催
促着人们的心，那归家焦急的心
情和想念家人的心情交织在一
起，形成一种独特的只有在过年
才会出现的沉甸甸的幸福感。

带着满满一兜子的年货，顺
着归家的方向奔行。看到远处的
灯光，那就是目的地，心一下子火
热起来。即使在冰天雪地里奔
驰，即使夜幕已经降临，即使车厢
里充斥着各种各样的嘈杂，即使
狭小的座椅只能蜷缩着双腿，依
然无法抵挡回家的热情。

大面积垂挂下来如流苏一
样的灯，闪着五颜六色的光，那
组合出来的文字是“欢迎你”，这
就是家乡的大门。那一刻，心中
涌动着无边的感动，心里暗暗地
想：“我回家了！”一车的人也都
安静下来，没有一点声音，仿佛
那璀璨的灯光就是心情的开关，
每个人的心中都回荡着那句话
——“我回家了！”

从车上下来，一眼望去，街
上到处都红彤彤的。一排排火
红的中国结形状的灯闪着红色
的光，和着路灯温柔的淡黄色的

光，成为一片欢乐的灯海。整片
楼房都是各种各样的彩色灯光，
有鲤鱼形状的，有“福”字双“喜”
的，有人物传说，有现代科技，有
走马灯……因为天黑了，灯光就
更加明亮了。

远处的红灯笼早早地挂在
屋檐下，一家家一户户，串联在
一起，成为一个个牵挂。和许多
陌生而熟悉的同车人分开，拉着
属于自己的行李箱，踩着灯光映
照下的清雪，向着不远处的家
走。偶尔传来鞭炮的噼啪声，还
有不知道是谁家孩子的笑声。
终于看到自家房门，那红红的对
联上闪着祝福与愿望，蓦然间，
竟有一种近乡情怯的感觉。

抬起手，拿出一直捧在手心
的钥匙，深吸一口气，打开家
门。听到开门声的父母，从房间
里出来，那一瞬间，我突然感觉
特别幸福。嘴角的笑扬起大大
的弧度，张开双臂，看着妈妈瞬
间爆发出来的喜悦，父亲情难自
禁的颤抖，忍不住拥抱住他们。

千里奔回，一路艰辛，在钟
声敲响之前，回家过年啦！

的家 故事

边身 故事

水似 年华

情亲 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