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谐音里的中国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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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华传统文化里，过年，堪
称形式最隆重、 声势最浩大的全
民活动。长此以往，形成了具有鲜
明时代特征的年俗年风年味儿。

往前回溯30年， 是一个基本
温饱的时代。那个时候，物质欠丰
富，文化不发达。 平日里，胃口寡
淡，要吃点新花样，只能凭想象；
寂寞荒村，要想玩点啥，只有烂泥
巴。而一到春节，生活总算是来个
急转弯，人开始扎堆儿了，集市热
闹了。好吃食、新奇玩意儿齐崭崭
登场亮相。

吃的， 有粘牙的糖瓜儿， 嘎
嘣脆的大桃酥， 拧成辫子的大麻
花， 甜腻腻的蜜三刀， 还有花生
酥、 金麻枣、 沙琪玛、 开口笑、
江米条等。 可是年节前， 这些美
食只能眼里饱， 肚里欠， 因为买
来是串亲戚用的， 过完年串罢亲
戚才能吃到。 玩的有琉璃喇叭小
糖人， 红黄气球连环画， 上发条
的绿蛤蟆， 唧唧叫的皮娃娃……
只要涎着脸围着父母死缠烂打，
都可得一两样来玩儿。

那时的年， 一个是馋， 一个
是玩 。 馋大肉 ， 馋点心 ， 馋饺
子， 馋粉汤。 揭开锅， 饭上桌，
小孩各个小老虎一样， 呼呼地饕
餮。 吃得脑门子冒汗， 脚心儿发
烫。 玩鞭炮、 看社火、 荡秋千、
听评书、 观年戏。 哧溜溜跟钻地
龙一样， 到处疯狂乱蹿不沾家。
到了大年夜， 被熊在家里熬年，
不能动， 不能睡。 好歹桌几上有
台小黑白， 刺刺啦啦响着， 画面
像隔着一层纱一样朦胧 ， 照看
《西游记》 《封神榜》。

大人们只一个“忙”字：拾柴
火、蒸年糕、炸油果、磨豆腐、祭灶
神、扫房子、砍柏枝、杀年猪、贴春
联……一下忙到年三十儿， 却总
还恍惚觉得有未尽之事。 忙里偷

闲，不忘去乡邻里互相走动走动，
下个棋、唠个嗑、吃点茶、叙个旧。
穷也好、富也好，都以诚相待。 脸
上挂着笑，心里都忽悠悠地，纯朴
而美好。

现如今新版本的年， 简直是
大升级， 和过去判若宵壤， 完全
一副新面孔。

就说尊为 “天” 的 “食” 这
件事吧， 勿需耗大把大把的时间
去准备了， 几乎不费周章， 大饭
店、 手机APP， 都可以搞定。 天
上飞的、 地上跑的、 水中游的，
想吃啥点啥。 胃淡定了， 馋什么
犯不着流口水了， 倒是天天想着
给胃减负， 给身体减肥了。 厨房
的锅碗瓢盆交响曲， 平缓了， 没
有高潮缺乏激情了。 老母亲们的
手， 闲得多少有些发慌。

团聚的形式也更加多元。 与
过去一样， 无论海角天涯， 都奔
着新春佳节， 从天南地北飞回来
了。 一家人齐聚在一起， 可以坐
下来吃吃饭、 聊聊天、 忆忆旧、
走走亲、 访访友。 家族有添丁增
口的， 彼此相认一番。 城市人回
到乡村， 乡村人也进驻城市， 两
种文化彼此融汇一下 ， 贯通贯
通。 举家报个团， 旅游过大年 ，
去赏赏名胜古迹湖光山色， 陶冶
一番， 都不在话下。

当然， 一些传统的文化还是
保留了下来。 如贴春联、 贺岁拜
年 、 发红包 、 看春晚 、 串亲戚
等。 还有民间社火表演， 也继承
和创新了下来。 既有老风味， 又
有新元素。 广场里、 街道上， 红
男绿女们可着劲儿吹吹打打， 扭
扭摆摆。 一派热闹， 颇有迎新的
喜气。

总之 ， 旧年味儿与新年味
儿， 新旧更迭， 不变的是整个民
族对美好生活的期盼与向往。

旧年味儿
新年味儿
□陈重阳 文/图

过了腊八 ，年就到了 。大街
小巷叫卖红彤彤的对联 、 中国
结、 窗花、 喜纸的吆喝声此起彼
伏。身陷越来越浓的年味中，我情
不自禁地又回忆起那年在车间过
年的场景。

学校毕业后，我被分配到一
家国营化工企业新建设投产的
磷铵车间，上着“四班三运转”的
“三班倒 ”。 因同年被分配来的
大中专生有上百号人，上着同样
的班，大家心里没有失落感，反而
有一种荣誉感，年轻、热情、活力、
知识、专业、技术是这个车间的代
名词。

趁着青春， 谁都想在车间展
翅飞出一片更广阔的天空。 因上
“三班倒”，生物钟被打乱，起初也
有少部分的职工子女不适应这样
的班次，向老职工（父母）叫苦，但
最终他们还是融入了这支年轻的
职工队伍。

技术攻关、 小改小革， 酸里
来、 氨气里去……磷铵工程终于
在年底实现了厂部年初制定的投
产达效的目标。在一片欢腾声中，
不知是谁冒出一句，快过年了，看
看班次， 这个年恰逢哪个班在车
间过？有人扳起指头，有人找来日

历……其实不用算， 四个班几乎
都要在车间过年， 只不过过年的
时间段不同而已罢了。 那年过年
的班次正逢我所在的班上大夜
班———除夕夜12点上班， 春节早
上8点下班，再加之提前半小时到
班交接，我们班算是真正的“跨年
班”了。

离厂不远的同事、 职工子女
回家陪家人吃年夜饭了， 我们几
个路远的同事， 尽管父母一再心
疼我们不能回家吃年夜饭， 但厂
部食堂除夕的伙食要比平时丰富
许多， 几个年轻人聚在一起吃着
别样的年夜饭， 倒也有一种为事
业青春奔腾的味道。 大夜班前的
休息， 我们被室外千家万户接连
不断的鞭炮声感染得毫无睡意，
盼着过年的大夜班早点到来。

终于等来了上班时间， 同事
提醒着， 别忘了带上过年新衣新
鞋，春节一早穿戴一新下班，预示
新年精神焕发、朝气蓬勃。跨年之
班，作为班长的我，一改往日到班
前的点名，而是互道着“新年好！ ”
显然同事们也被过年的氛围濡染
着，一个个精神十足，满面笑容。

等大家接完班， 回到各自的
岗位， 我把厂部下发的糖果瓜子

分发到各个岗位，便嘱咐大家，新
年新气象，开出高产量！或许大家
都觉得跨年之夜上班格外新鲜，
在车间工作完全稳定下来以后，
连平时喜欢瞌睡的人， 也走动起
来，有人带来牌，有人哼唱起歌，
有人热起了从家里带来的菜……
我陪同值班的厂领导巡视， 刚欲
制止同事们的行为， 被领导微笑
着阻拦了， 难得的一次在车间过
年，保证设备稳妥运行的前提下，
不要扫大家过年的心情……

春节的红日冉冉 升 起 ，我
们收获新年新高产，穿戴一新迎
接交班。 突然，接到厂部电话，说
是市里大领导要给大家拜年！ 上
班的、 交班的顿时热腾起来，8点
一过，市长一行在局、厂两级领导
的陪同下， 来到车间， 挨个儿握
手，祝福新年 ！激动得大家涨红
了脸……

此刻，年的脚步又近了，我的
眼前情不自禁地又闪现起那一张
张青春坚守岗位的新年笑脸。

华夏大地， 正是这些在新年
仍默默坚守一线的质朴笑脸，才
赢得国家翻天覆地的变化和繁荣
昌盛……为他们点赞，道一声：新
年快乐！ 你们辛苦了！

□李阳波

年文化中有一种谐音现象说
起来挺有意思的。

如大年三十儿晚上饭桌上，
家家都烧一条鱼搁着不吃， 一般
是鲢鱼，考究一点的用青鱼。我做
小孩子时曾拿筷子戳过去， 立即
被大人制止住。 大人告诉我那鱼
是留着看灯的。

鱼都盛在盘子里了怎么还能
看灯？ 后来我才明白，“鱼” 谐音
“余”，要年年有鱼（余）啊，这是大
人祈愿生活年年富足。

清代就有人拿“年糕”说事写
诗道：“人心多好高，谐音制食品，
义取年胜年，借以祈岁念。 ”不仅
揭示了谐音的由来 ， 而且指明
“黏”谐音“年”，“糕”谐音“高”，寓
意年年登高，一年更比一年好。

正是因为 “人心多好高”，所
以地不分东西南北， 人无论汉族
少数民族， 凡是华夏儿女似乎都
乐意沿袭 “谐音制食品” 这一风
习。 我们随手拈来两个例子：

祖国宝岛台湾满眼都是芋
田，一年四季都能吃上美味芋头。
台湾民间都把芋头当作吉祥物，
因为“芋”“余”同音，年年有“芋”
（余）！ 这与大陆的“鱼”（余）有异
曲同工之妙！

另一个例子是湘西土家族有
一种“和菜”，由猪肉、粉条、豆腐、
香菇、白菜、胡萝卜组合而成，吃
起来既有肉的浓香， 又有蔬菜的
本位，荤而不腻，甘而不浓，很受
游客欢迎。 “和菜”谐音“和气生
财”之意，“和菜（财）和菜，有和有
菜（财）”，主人还常给客人背“和

菜诗”来添兴：“和菜娘问和菜姑，
手下和菜有亦无。 如果今年收成
好，侬家可备嫁衣图。 ”真是汉语
言所到之处， 都有这种美食谐音
山花烂漫之地。

过大年时， 这种谐音现象几
乎遍及生活的各个方面： 弄个金
鱼缸摆在客厅，是金玉（鱼）满堂；
贴张大红蝙蝠窗花，是五福（蝠）
临门； 送棵累累挂挂的金桔树给
人家，是大吉（桔）大利；青菜、豆
腐是哪家菜单上也少不了的，因
为谐音“进财”、“代代富”。还有就
是众所周知的吃核桃———和（核）
和美美，吃桂圆———圆圆满满，吃
枣子、花生———祝新娘早（枣）生
（花生）贵子……凡此种种，这些
谐音艺术语言全都有力地烘托了
过年节迎新春的红红火火、 喜气
洋洋。

但我更欣赏的是这种谐音现
象中机智、幽默的张扬、飞翔。

我的家乡如今谁家有孩子考

大学， 亲戚朋友一早就热气腾腾
地来送糕、送粽，这比送什么都更
能受到主人的热烈欢迎和衷心感
谢。 为什么？ 糕粽谐音“高中”，你
想此时此刻，这“高中”二字的口
彩难道还有什么吉言、 礼物能够
与之媲美吗？

放眼全球， 这种谐音现象称
得上中国特色， 是华夏民族语言
艺术的表现之一： 既开心地品尝
了美食，又抒发了美好的愿景，一
举两得，锦上添花。这是我们汉语
言的亮点之一， 也是华夏民族智
慧的熠熠闪光！

农历猪年将至 ， 笔者班门
弄 斧 草 拟 了 几 条 谐 音 猪 年 祝
福语 ： “猪福绵绵 ”“猪福大家 ”
“猪事大吉”“金猪报喜”“猪 （珠）
宝满贯”，读之莞尔，让人发出会
心一笑。

相信谐音里二○一九年的
“金猪年”，将是众望所归、诸事圆
满、富贵吉祥的一年！

□胥加山在车间过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