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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气腾腾的年夜饭，亲人团聚的笑脸，花炮与花灯，年画与春联……春节是
从点点滴滴、丰富多彩的细节烘托出节日的氛围，暖身又暖心。春节到来之际，
本版推出春节专版，以飨读者，并在此向世界各地的华侨华人拜年。 ——编者

我们中国传统过年，讲究放花炮
和挂花灯。一是震天的声响，一是绚
烂的灯光，有声有色，从除夕之夜到
正月十五元宵节，热热闹闹，将春节
这一幕大戏渲染殆尽。

除 夕 之 夜 ， 花 炮 最 响 ， 响 彻 长
夜，一直到黎明，有着驱除陈年旧疾
辞旧迎新的古老底蕴。这种辞旧迎
新，是人们之所以要过年的传统之
意。花炮自古就有，虽岁月更迭变化
很多，但中心主旨始终未变，便是得有
花有响，既要听得见，也要看得见。听
得见的叫炮，亦叫炮竹或爆竹；看得见
的叫花，亦叫礼花或烟花。过去，民间
传说“年”是鬼，听，便是给“年”这个鬼
听的，让鬼闻风丧胆而逃，别再到新
的一年里裹乱；看，则是给我们自己
看的，看得见美好的一面，随新春向
我们走来，和我们撞个满怀花开。

花 炮 多 种 多 样 ， 没 钱 的 人 放 小
鞭，放小人花；有点儿钱的富裕主
儿，放二踢脚，放窜天猴。小鞭一
挂，一百头、两百头或五百头乃至更
多不等，长长的挂在竹竿上，用香点
着，噼噼啪啪，炒豆儿似的，响成一片，
落红一地，是过年时最富有年味儿的一
幅年画。小人花，是一种很小的花，
点燃之后，火花四射，不过，很快消失。
二踢脚，是点燃之后，在地上响一声，蹦
到半空中再响一声。二踢脚有大有小，
大的有小孩胳膊粗，称之为“麻雷子”，
得是胆子大的人才敢放。当着一列众
人，胆大者故意把“麻雷子”拿在手中，
用香火点着捻子，“麻雷子”从手掌心一
下子动如脱兔般窜到天上，“砰——乓”
连响两声炸雷，惊得众人拍手叫好。“窜
天猴”，是一种礼花，长长的，燃放之
后，火箭炮一样飞出，色彩缤纷礼
花，在夜空中盛开一朵或几朵，此起
彼伏，犹如四散倒垂的菊花。

我小时候，家里生活拮据，和几
个小孩一起凑钱买一挂小鞭，每人分
二三十粒，舍不得一气放完，一粒一
粒拿在手里，点着之后立刻扔出去听
响。有时候，会把它插在雪地上放，
不仅听响，还能看见雪地冒出火星，
红白相衬，分外好看，让普通的小鞭
也有了点儿花的意思。

我们管小人花叫“呲花”，是说它
“呲”的一下，很快就没有了。这是对那
些买得起小人花的孩子故意鄙夷不屑
说的话，其实，是自己没钱而故作的清
高。但过年怎么能只放炮，不放花呢？
就像过年怎么能只吃饺子不吃年糕
呢？我们便买一种跟仁丹大小的花，是
用一层薄薄的泥，裹着一点儿火药面，
灰灰的，跟耗子皮一样的颜色，叫做“耗
子屎”。两分钱能买好多粒。虽然，它
们比“呲花”还要命短，有时还没来得

及看见它那萤火虫般丁点儿的光亮，
它就消失在夜色之中了。但是，我们
还是追逐在它们的后面欢叫不止。

老北京，最讲究放花放炮的，得
属放花盒子。当然，这得不是一般有
钱的阔主儿了。我小时候，放得起花盒
子的，是大栅栏里同仁堂和瑞蚨祥这样
有气派的店家。在他们的店门前，搭起
高高的铁架子，堆起小山一样的花盒
子，还没放呢，就先声夺人，气势不凡。
我们一帮小孩子早早围上去，眼巴巴地
等待着大戏开演。《春明岁时琐记》里有
过这样的描述：“豪富家演放花盒，先是
市中搭芦棚于道侧，买各色花盒爆竹堆
挂如山，形式各目，指不胜屈，其盒于晚
间月下火燃机发，则盒中人物花鸟坠落
如挂，历历分明，移时始设，谓之一
层大盒有至数层者，其花则万朵零落，
千灯四散，新奇妙制，殊难意会。”

花盒子是一种把烟花、鞭炮在一
起放的种类，两者结合，彼此呼应，
相互的功能整合一起，算是花炮的升
级版。它像是多层宝塔，每放一层的
时候，呈现出的礼花色彩纷呈各异，
还会从中飞迸出一幅大喜字，类如福
禄寿喜之类的拜年话。当年北京城做
花盒子最有名的店铺，叫吉庆堂。掌
柜的曾专门为慈禧太后做过花盒子，
进宫里放过，因此被赐为六品顶戴内
廷供奉。他最得意之作，是做了一个9
层高的大花盒子，那花盒子里绘有彩
画，内含机关，一层层并非一般的花
盒子只是单摆浮搁的热闹，彼此没有
什么必然的联系。它的一层层却是如
链条一样，前后紧紧连接起来，就是
一整出连台本的大戏，点燃之后，每
一层纷纷升腾，一层落下的是戏里的
一个场面，这个场面和下一个场面犬
牙交错一起，如层层剥笋，如环环相
扣，如叠叠生波，最后是一团团灯火
灿烂。那场面，别说让老佛爷看呆
了，搁到现在，就是想想，也是分外
绚烂夺目，令人向往的。

在老北京过年，少不了挂灯笼。挂
灯笼，也还有驱邪避灾之意，灯笼是要
彻夜点亮的，这样的意思就更加明显，
因为包括病灾人祸等一切的邪气，都是
在暗中行走，我们一般人看不见。灯
笼，可以替我们照亮它们，驱赶它们。

商家门前一般是挂大红灯笼，普
通百姓家，也得挂盏纸糊的彩灯或小
红灯笼。我家再不富裕，我爸我妈也
要买张彩纸，把屋里的电灯泡包裹起
来，让它们变成彩灯，这才有点儿过年
的味儿。这就像年三十的晚上再贫寒
的人家，没有肉，只有烂白菜帮子，
也得包一顿饺子。我则用铁丝绑住几
根竹棍儿，中间插上根蜡烛，外面糊
上一层彩纸，拎着它满院子满街跑，
一直跑到蜡烛被风吹倒，把灯笼烧掉
了为止，跑回家再糊下一个新灯笼。

在老北京，过年时候，有钱人家和
店家老板买灯笼，要到廊房头条，那里
被称之为灯笼街，短短的巷子里，最多
的时候曾经集中了20多家灯笼铺子，可
以说是鳞次栉比，更可以看出那时候北
京城过年灯笼的需求量有多大。其中
好多家灯笼铺子，一直开到新中国成立
后公私合营，到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南
移至珠市口，成立了北京宫灯厂。

那里离我家很近，我和同院的孩
子也愿意去那里凑热闹，不是买灯，
而是看灯。看完那里的灯，我们再到
大栅栏。大栅栏里老店铺老戏园子
多，它们的门前挂着的灯笼最是讲
究，映照得大栅栏一条街灯火辉煌，
看得人眼花缭乱，所谓东风夜放花千
树，就应该是那样的情景吧。

那时候，那么多灯，只知道看热
闹，叫不出它们的名字，认识的，只有一
种叫做“气死风”，一种是走马灯，觉得
这两种灯已经很高级了。

“气死风”，只是一种简单的圆形或
椭圆形提灯。说它“气死风”，是说你
提着它怎么跑，风也吹不灭，不过是
夸张而已。这种纸做的灯笼，跑不了

多久，只要风稍微一大，里面的蜡烛
一歪，灯笼就着了。不过，这种“气
死风”，一般物美价廉，有各种图案和
造型，其中金鱼灯最受老幼欢迎，老
人图它个年年有余的吉利，孩子则图
它好看玩着痛快，即使最后被风吹得
呼呼地燃着成一个火球，也会让孩子
在大呼小叫中获得一种难得的快乐。

走马灯，见过我们大院里有钱人
家的孩子买过玩。那种灯里面有一柄
纸伞，用铁丝绑着，可以转动。这是
因为蜡烛点燃后，造成冷热空气流
动，灯笼便不由自主地转动不停，显
然比我们糊的灯笼要强很多，有点儿
技术含量，一般人做不来。大了以
后，读到 《燕京岁时记》，才知道走马
灯有大有小，小的有 4面，大的有 9面
和 12 面。大者灯的四周可以工笔细描
画着西厢红楼，如旋转舞台，成为了
连贯的一出戏，只可抬头观赏；小者
才是我们大院孩子提着满院跑。

大栅栏里老店铺门前挂着的可不
是走马灯，更不会有“气死风”，也不是
如今千篇一律的大红灯笼高高挂。很
多是富丽堂皇的宫灯，有用细绢为面、
以铁丝线掐制成为骨架的精致花灯，还
有火宝塔那样巨型的彩灯。得佩服中
国人的智慧，简单的一盏盏灯，在手艺
人的手里，可以变化万千，展现着丰富
无穷的想象。读《京都风物志》，里面有
这样对灯节灯的记载：“其灯有大小、高
矮、长短、方圆等式，有纱纸、琉璃、羊
角、西洋之别，其绘人物，则列国、三国、
西游、风神、水浒、志异等图，花卉则兰
菊、玫瑰、萱、竹、牡丹，禽兽则鸾凤、龙、
虎以至马牛猫犬与鱼虾虫蚁等图，无
不颜色鲜美，妙态纯真，品目殊多。”

在这里，人们已是看灯不是灯，有
着更多象征的意义和美好祈愿在灯里
面了。缤纷的灯光幻影里，有中国传统
的文化，包括审美、性情、志趣、驱灾避
祸、纳福祈愿等民俗的诸多方面，这应
该是人们过年的时候最大的心愿吧。

这样多姿多彩的灯，要一直挂到正
月十五元宵节。这时候，花炮自然还会
响起，但这时候的灯却是比花炮更为重
要的角色了。就如同除夕之夜花炮是
过年的主角，这时候的主角已经当仁不
让属于花灯，所以，这一天叫元宵节，叫
上元节，又叫灯节。这一天，春节这一
出大戏就要落幕了，满场掌声响起来
了，满场观众站起来了，满场灯光一下
子亮起来了，那种火树银花、灯火通明
的感觉，就像天光璀璨，就像天光猎猎，
就像天光浩荡。哪一个国家的任何一
个节日，有我们这里从除夕到元宵节，
一场连台戏，唱得如此铺排堂皇？唱出
我们避灾驱邪纳福迎新最朴素最真切
最渴盼的心底愿景？

红、黄、绿、白纸裱糊好的 6 个格子
门，红红的春联贴上了，大大的红灯笼
挂上了，阳光下的庭院，有了霓虹灯的
感觉，喜庆的年味，在春联的映红
中、大红灯笼的摇晃中更加浓烈了。

母亲张罗着团年饭，父亲在堂屋墙
上悬上了挂对，父亲撰写的书法作品，
贴在两边，就连我的、弟妹的床头墙上，
也贴上了父亲给我们的励志条幅，一个
崭新的年岁在父亲的手中落成了。

吃完团年饭，父亲就领着我们去
看望祖先们，给他们送亮，这是父亲
一生中不变的规矩，传承烟火、传承
家风的规矩。父亲都要介绍这位祖先
的生平、事迹、作风和品德，告诫我
们不能忘根，要继承、学习先祖们的
优良传统和美好品德。他的爷，是教书

先 生 ，走 南 走
北，教了好几代
人 ，自 学 中 医 ，
脉理准，别人看
不 好 的 疑 难 杂
症 ，他 给 号 了
脉 ，下 几 服 中
药 ，药 到 病 除 。

攒不住钱，口袋里有了几个，就救济
了穷人。

夜幕降临，千家万户的红灯笼都
亮了，整个村庄漂浮在一片红雾里。
放炮的少年们，在红雾里把喜炮放
响，炸响一片银白色的雪花。一枚一
枚的冲天炮，像喝醉酒的汉子，拖着
白色的尾巴，摇摇摆摆上了天空，一
声声炸响，夜空洒下万朵多彩天花，
慢慢落下，在红雾里消失。

母 亲 开 始 揉 面 团 ， 准 备 包 饺 子
了。平时舍不得开电灯的父亲，这时
候把屋里屋外所有的电灯都拉开，堂
屋里是一百瓦的大灯泡，亮光穿过格
子门，与屋檐下的两只大红灯笼一
起，把五彩的光波洒在了庭院里，庭
院成了缤纷的大舞台。父亲把木炭架
满了火盆，红红的火苗子，陪着揉面
的母亲笑，不时，总有三五朵火花炸
开，在堂屋的空间里跳跃。二弟、三
弟都要去城里陪他们的岳父岳母去
了，我陪着父亲母亲守年岁。父亲把
屋里的家具又统统擦洗一遍，灯光下
的家具，闪闪发亮。父亲卖了几百斤
玉米，购买了一台二手 14 英寸的黑白

电视机，为了营造彩色的效果，父亲
不知从哪里买来一张彩色塑料纸，贴
在荧屏上，塑料纸上红下绿，绿地和
艳阳就固定在荧屏上了。父亲早早地
调整好“彩色电视机”，等待一年一度
的春节联欢晚会开始。这时候，母亲
的饺皮也擀好了，圆圆的饺皮，像一
枚枚银色的圆月，落在圆圆的筛子
上，我们开始包饺子了。母亲手巧，
先包十几个“元宝”饺子，灯光下的

“元宝”射着微微的银光。母亲笑着
说，来年咱家里元宝满屋。接着，母亲
包出了“莲花”饺子，一朵朵盛开的莲
花，簇拥着“元宝”，紧接着，母亲按照我
们各自属相包出了饺子，我属老鼠，母
亲惟妙惟肖地捏出了 4 只老鼠，父亲属
龙，8 条龙栩栩如生，绕着“莲花”，大妹
子属鸡，昂首挺胸的几只鸡，守着“元
宝”，二弟三弟小妹的属相都捏出来了，
唯独母亲自己的属相她不捏。父亲和
我，笨手笨脚，只能捏出传统的饺子。

父亲一边捏饺子，一边总结一年
来自己的得失，承包地里夏麦丰收
了，秋季的玉米歉收了，来年准备种
一季油菜和一季花生。我也把自己一

年来的教育工作做个小结，把自己来
年的计划与父亲讨论。

饺子煮好了，我们围着火盆吃饺
子，团团圆圆的火盆，团团圆圆地围
着，团团圆圆的火苗，吻着团团圆圆
的年岁。

春节联欢晚会开始了，父亲把瓜
子、水果、糖果，都拿了出来，摆在茶几
上，不停地催我吃。我陪着父母看春
晚，陪着父母一起笑、一起议论，守着红
红的火盆，守着红红的岁月，守着浓浓
的亲情。父亲不停地给火盆添木炭，火
盆里不停地蹦起火花，落入我的、父亲
的、母亲的脖子里，灼得我们哈哈大笑。

12点的钟声敲响，我和父亲开始放
炮，几千响的“大地红”围着庭院，中间
摆放着一百响的礼花炮，我们同时点
燃，脆啵啵的“大地红”和着春雷般的礼
花炮，一起响起来，夜空璀璨，大地流
银，顿时，整个村庄的鞭炮、礼炮都响起
来，红的雾、白的烟、五彩的花，包裹着
村庄的上上下下，遮住了星星。

持续半个多小时的喜炮终于停下
来了，星星出来了，星空下的村庄还
浸泡在淡淡的红雾里。

过年的花炮和花灯
肖复兴

我陪爸妈守年岁
张朝林

我陪爸妈守年岁
张朝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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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我们中国人的
春节，总是和血缘有着
千丝万缕的关联。

最早的儿时记忆是
拜年。跟着父母一天至
少要跑两三家。同时也
在父母家看着一批批的
亲戚上门。每到一家或
有一家上门，总是会在
心里掀起一阵小兴奋和
一个小高潮。“哦哟，看
看 谁 谁 来 了 ， 请 进 请
进！”轰的一声，欣喜之
情如一股暖流从心底涌
出向对方奔去，在对方
的心里打个转后又撞回
到自己的心底。

那 几 天 的 春 节 假
期，总是这样在白天的
欢天喜地里度过，又在
夜晚枕着褥子下的压岁钱入梦。之后还有一张张
洗出来的照片给人带来大大的惊艳和小小的得
意。照片上的我们都是穿着丰满，笑容难掩，或
衬着腊梅，或抱着葫芦等新春吉祥物。过春节在
我的印象是充满着甜蜜和欣喜的味道。

来到海外后，春节变得沉寂很多，却从未消失
过。首先是写信和写卡片成了走亲戚的另一种形
式，后来变成了写“伊妹儿”，现在变成了发微信。
不管怎么变，祝福和喜悦是永远不变的。甚至因为
距离的关系，亲情在心中留下的味道愈加浓厚。

3年没有回国和亲人相聚的我，今年却额外受
到亲情的照拂。远在故土的表外甥借来欧洲出差
的机会特意开车来看我了。

表外甥和我的关系是这样的：我外公是他的
太爷爷。也就是说我母亲和他爷爷是姐弟。我和
他父亲是表姐弟。他的爷爷也就是我亲舅舅。这
样的关系听起来有点复杂，实际上是非常亲的。舅
舅的孙子来看我了。当他下车向我走来时，原本有
点担心不知道他会长成什么样的我，却一眼就认出
他来了，因为我活生生地觉得是表弟向我走来了。
他们父子二人长得太像，甚至我还觉得从表外甥的
身上，隐隐约约看到了我舅舅甚至我外公的影子，
因为四代人的脸型和眉眼都几乎是一样的。

表外甥到达之时，我正在写有关外公也就是
他太爷爷的书。我从外公的儿童时代开始写起，
所以当表外甥出现并向我走来时，我竟然仿佛看
到了年轻时代外公的影子。看到了外公青少年时
期在苏州的旧书店和古玩店里出入的身影、侧面
以及他浏览书籍时专注的神态。

血缘真是一个奇怪的东西。我外公生了四女
一男。大女儿是我母亲。那唯一而又尊贵的一支
男儿血脉，就是我舅舅了。舅舅生了一儿一女两个
孩子。唯一的儿子我表弟继承了来自祖先的血脉，
也生了一个儿子，就是现在我看到的这个表外甥。

能够看见来自家族的传承人，对我来说，今
年这个春节完全填补了以往不能回家的缺憾。

我没有想到血缘所衍生出来的亲情，在临近
春节这种特殊的时刻会产生如此浓烈的味道。当
我站在表外甥身边时，仿佛整个家族的前辈们都
站在了我身边。这种感觉也许只有离乡的飘泊之
人才能体会到吧？俗话说：“老乡见老乡，两眼泪
汪汪。”更何况见的老乡是和自己有着如此紧密血
脉牵连的人呢？它带着极大的来自亲情的能量，
瞬间将爱的温暖充满了我心间。这是不是一次很
奇妙的经历？

想当年我表弟结婚时，我正好带了 8个月大的
儿子回国探亲。闹新房时，大家都说让我把儿子放
到婚床上去坐一坐，滚一滚。意思是希望他们婚后
也能生个儿子。于是我们的儿子就坐到了表弟的
婚床上。想不到一年后，他们果然生了个儿子。

春节是全家人的节日，也是家族的节日。从
传统来看更是一个民族的节日。中华民族的血
脉，也是在春节的喜庆里一年比一年更新的。

当我向表外甥如实述说了自己的感受时，我
发现他听得有点意外。很显然，还是年轻小伙子的
他没想到自己的位置在家族的眼里有那么重要，他
说：“孃孃这么一说，我感到压力好大呀！”听得我
笑出了声。其实我就是想表达我对他的出现有多
么的欢喜。他的来访对我来说又是多么意义重大。

其实这样的感受，对我们海外华人来说，不
仅仅表现在个人身上，更是表现在全体身上。以
往国家每到春节临近都会派出大量的慰问演出
团，给海外各地的侨胞们送去春节的问候。那时
候，我们是顶着风雪也是要前去观看的。这不仅
仅是一场演出，这是来自祖国的巨大温暖和华人
同根的坚定信念。每当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歌响
起，大家一同起立向祖国致敬的时候，那种精神
上的回归和认同是如此强有力地明晰于心。一个
春节，就将全体华人的心都连接在一起了。

这种来自同一条炎黄血脉和同一个中华民族
的认同感在春节达到高峰，在人内心所留下的感
动是如此悠久绵长。它让我们在飘泊的时候有安
逸，艰难的时候有安慰，孤独的时候有温暖。

什么是春节的味道？我
想就像表外甥突然来看我那
样，是再次让我们感受和确
认彼此是同族、同根、同心
的味道。

春节让我们海外华人穿
越时空和故乡与亲人同感、
同心、同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