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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习难改，尽管洋节来势汹汹，农历年依
然是中国人心中最重要的节日。在沿袭了数千
载的年俗中，人们辞旧迎新，走亲访友，在欢
笑中开启新的一年。

春节期间，数亿人东奔西往，如同往年一
样，在熟悉的年俗中度过新年。当然，随着时
代变迁，年俗也在变化，今年感觉则尤为强
烈：一是人们的年俗日渐丰富多彩；二是在中
央强势的反腐倡廉中，过去的一些畸形年俗正
在消失。年俗，正回归本质。

年俗中有着醇厚的传统味道。在我的家乡
山东潍坊，中国民间木版年画三大产地之一的
杨家埠出产的灶王爷像，张贴在了家家户户的
灶台上。在许多老辈人的屋里，还贴有大门
画、房门画等等，炕头上常贴的则是“连年有
余”、“麒麟送子”等图画，题材多喜庆、吉
祥，神话传说、戏剧人物一应俱全。

老家人对于年俗有着严肃的态度，这些动
辄上千年的传统，在时光流逝中，如同时钟的
刻度，到了点就发出的“滴答”声，提醒着人
们是时候告别旧年，迎接新岁了。每到腊月二
十三，就要过小年，过了小年就要“扫尘”，彻
底打扫房屋，之后要蒸馒头、年糕，贴春联、

“过门钱”，正月初一早晨放鞭炮后去拜年，正
月初二回娘家……

年俗丰富多彩。尽管许多传统，如年前打
扫房屋，除夕吃团圆饭等
是南北皆有的，但许多年
俗南北差异明显。在皖

南，过年长辈给晚辈发云片糕，寓意“步步高
升”；在山东，过年期间少不了秧歌队的热闹；
在北京，春节逛庙会是过年的传统项目。

年俗在不断地推陈出新。以央视春晚为
例，尽管褒贬均有，但随着电视大规模普及，
过年看春晚，已成为近几十年来的年俗之一。
而在马年，微信推出的“抢红包”，以每分钟领
取近万个红包的速度，刷新了人们对于红包这
一传统年俗的印象。

年俗也需要去除糟粕，回归本质。在今年
的春节中，得益于中央持之以恒的高压态势，
许多由不正之风塑造的“伪年俗”被赶出了过
年的行列。

春节假期里，与在城里当公务员的朋友聊
天时，对方笑着说，如今的官员真是应了那句
广告词，“今年过节不收礼”。中央八项规定与
十数道禁令之下，官员们近些年形成的奢靡年
俗，倏然终止。

不仅如此，在不少地方，公车在春节期间
被全部封存。“开着公车走亲访友”这样的“伪
年俗”，在马年的春节被强势禁止。另据报载，
许多官员的孩子纷纷抱怨今年收到的压岁钱太
少，相信孩子们长大后会明白，压岁钱的本质
是长辈表达对孩子喜爱的方式，不是变相送礼
的借口。而高端餐饮在春节期间的寥落，也
成为了压垮许多追求奢华商家的最后一
根稻草，不少高端
饭店表示，节后将
很快转型。

春节是万象更新的节日，人们期盼着日子
一年更比一年好，但年俗却不是“越奢侈越
好”。在马年合家团圆的日子里，奢侈年俗退
出了舞台，普通人的年俗则更为丰盛了。

“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
九百多年前的一个春节，王安石写下这样两
句诗，彼时恰逢他大力推行改革，以新秩
序革除时弊。当下的中国，正在迎来大刀
阔斧的改革，从年俗的变化中，当可一叶
知秋：年俗在回归本质，新的风气正充盈
着这个国家。

新风气充盈这个国家
刘少华

因为亲人定居新疆，所以春节假期
经常在乌鲁木齐过。今年春节，我们再一
次回来，除了一如既往地能感受到天山南北
贺新春、各族民众同欢聚的热闹氛围外，也看
到了一些节日新风，感受到了更清新、更健康、
更环保的气息。

不变的当然是浓郁的节日氛围。
从大年初一起，乌鲁木齐上空的雪花，总是三天两头地飘

着。漫步雪中，我们的行程排得很满，没办法，放假嘛，什么
都想看一眼。

“要说新疆过春节有啥特别的，那就是‘一体多元’的文化特
色。在新疆这个多民族聚居区，汉族、蒙古族、满族、锡伯族、达斡
尔族等民族都有过春节的习俗，各族人民在长期的生活中早已相
互交融。”正月初三，我们走进新疆民俗专家楼望皓的家中，这个
在新疆生活了60多年的浙江人，能骑马，会放牧，还会讲6种少数
民族语言，足迹踏遍了天山南北。楼望皓一边热情地邀请我们品
尝馓子、干果，一边讲起了各种有趣的春节习俗。

饮食文化最突出。“过古尔邦节时，少数民族朋友常会邀请我
们去家里做客。同样的，过春节时，我们也常邀请少数民族朋友来
家做客。”楼望皓说，不管走到哪家，桌上都会摆着大盘的馓子、葡
萄干、杏干等各具特色的小食，喝的也许是浓香的奶茶。少数民
族家庭的主人说不定会炒上大盘鸡等各种菜肴，不少汉族家庭
的主妇也能做得一手拉条子、抓饭，再给客人端上热气腾腾的
粉汤、薄皮包子、烤肉……种类丰富的美食，让人胃口大开。

再说看的，文化庙会很红火，秦腔京剧豫剧俱全。在乌
鲁木齐文庙，本届庙会从1月23日小年开锣，一直办到元宵
节，祈福、敬香、剪纸、猜谜以及社火表演、新疆曲子等
汇聚一堂。在乌鲁木齐市文化馆举行的新疆非物质文化遗
产春节习俗展上，可以看到各种传统手工技艺、新疆杂
话、新疆曲子表演。可惜我们离开得早，如果正月十五还
留在新疆的话，元宵节的社火演出不容错过。楼望皓当
年曾经作为总顾问参加过一次昌吉回族自治州的元宵节
社火，那次全疆来了15支队，舞狮、舞龙、威风锣鼓。
他们除了表演汉族的秧歌外，还表演维吾尔族的“麦西
热甫”和塔吉克族的鹰舞，十分生动，为元宵节社火
增添了多种文化的元素。楼望皓还介绍说，在哈密巴
里坤举行的春节社火，有蒙古族和哈萨克族青年表演
踩高跷、扭秧歌的节目等，各民族的精彩演出应有尽
有，春节已成为多民族的节日。

当然也有新变化当然也有新变化。。与其他地方一样与其他地方一样，，中央的八中央的八
项规定及一系列禁令在新疆同样深入人心项规定及一系列禁令在新疆同样深入人心，，一股清一股清
新过节之风新过节之风，，愈发让春节返璞归真愈发让春节返璞归真，，人情味更浓人情味更浓。。
酒风变了酒风变了，，放鞭炮的也少了放鞭炮的也少了。。

事实上事实上，，春节期间春节期间，，我们的切身体会是我们的切身体会是，，乌乌
鲁木齐这个多民族的城市鲁木齐这个多民族的城市，，春节真不错春节真不错，，令人身令人身
心愉快心愉快。。而这样的不错而这样的不错，，既来自于多姿多彩的节既来自于多姿多彩的节
日气息日气息，，也来自于风清正气的俭朴风气也来自于风清正气的俭朴风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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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俗不是一切民俗不是一切，，
但一切离不开民俗但一切离不开民俗。。过年期间这么说过年期间这么说，，毫毫
不为过不为过。。

腊月三十傍晚腊月三十傍晚，，爱人老家湖北罗田县黄道山村爱人老家湖北罗田县黄道山村，，整整
个湾子被冉冉升起的一条条烟柱缭绕个湾子被冉冉升起的一条条烟柱缭绕。。每年这个时候每年这个时候，，
家家户户家家户户，，都要都要““烧烟烧烟”。”。不为营造仙境不为营造仙境，，也不为焚烧也不为焚烧
垃圾垃圾，，只是一种民俗只是一种民俗。。岳父从柴房顶上搂下沉积的树岳父从柴房顶上搂下沉积的树
叶叶，，在柴房与山之间的小道上拢成一堆在柴房与山之间的小道上拢成一堆，，然后点燃然后点燃，，并并
用新的树叶覆盖用新的树叶覆盖，，盖住了火苗盖住了火苗，，催生了浓烟催生了浓烟。。儿子觉得
新鲜，跑去观看。继而是到厨房后面，再度拢起一堆树
叶，如法炮制。岳父说，很早以前，年是一种怪兽，每
到除夕它都要为非作歹，我们这就烧烟，放鞭炮，贴春
联，要把它吓走。

岳父说的“很早以前”，多早他也不知道。他知道
的是，这种习俗年年坚持，从未间断，正如到祖坟山上
每年将祖先请回家过年一样。烧烟之前，腊月三十下
午，岳父和妻弟走过一道道湾，翻过一座座山，来到家
族的祖坟山，来到了建于“民国十五年”等年份的几座
祖坟前，烧香，然后将祖先请回家。

岳父说，在他小时候，请祖先远比现在麻烦。典型
体现是，到祖坟山去，每人要背上一把椅子，让请回的
祖先坐上面。尽管大家都知道，祖先不会坐上面，但一

把
笨重的椅子，必须要背，
翻山走湾穿树丛，再累再麻烦也要背。也不知
道从哪年开始，有的人家开始不再背椅子上山，至今，
所有人家都不再背椅子请祖先了。

有些民俗，颇让当地人头疼受累：辞年。所谓辞
年，就是腊月底，要到各个亲戚朋友家走走，送点东
西，辞去旧岁。而新春后，马上要重新走一番亲戚。辞
年与拜年，两者距离很近，颇为重复。辞年时一般是送
点酒水饮料保健品，这家送的转送那家，送来送去最后
收到可能还是自家那些东西。尽管大家都觉得没必要且
麻烦，但因是民俗而坚持。

有个词叫“伤害性建立社会资本”——最简单的
理解是，请人喝酒，喜欢把人灌醉，谁豪爽到主动喝
醉，则被视为可交之人，但却以损伤身体和健康为代
价。同样，辞年或许可以称为“麻烦性建立社会资
本”。不过，也有标新立异的人家。爱人的舅舅很早就
给各位亲戚打了电话：“蛇年辞年，我不给你们送了，
你们也别给我送了。”他敢这么做，是因为他和一般农
民打工做体力活不同，机缘巧合，他在中科院给一个

知 名 教名 教
授做助手授做助手，，有过因精通各种有过因精通各种
外国仪器而被尊称外国仪器而被尊称““张教授张教授””的经历的经历。。今年春今年春
节节，，他和我见面后他和我见面后，，聊的第一个话题是聊的第一个话题是““八项规定对八项规定对
你们单位的影响你们单位的影响”。”。

春节期间春节期间，，亲友们谈论较多的亲友们谈论较多的，，还有另外一种民还有另外一种民
俗俗：：办酒送礼办酒送礼。。大至婚丧嫁娶大至婚丧嫁娶，，小至儿女过生日小至儿女过生日，，升学升学
乔迁乔迁，，不一而足不一而足，，都要办酒都要办酒，，亲友们要前来送礼亲友们要前来送礼，，且越且越
送越高送越高。。爱人的小姑在县城一家食品厂打工爱人的小姑在县城一家食品厂打工，，一年挣钱一年挣钱
万元多万元多，“，“也就够送礼的也就够送礼的”。”。

有些民俗是年味有些民俗是年味，，让人怀念让人怀念，，有些则让人头疼厌有些则让人头疼厌
倦倦。。有些长久延续有些长久延续，，如烧烟吓年如烧烟吓年；；有些已经转型有些已经转型，，如不如不
再背椅子请祖先再背椅子请祖先；；而有些而有些，，则需要淘汰则需要淘汰。。

蛇年蛇年，，只有舅舅一家公开不再参与辞年只有舅舅一家公开不再参与辞年，，到马年到马年，，可能可能
就会有两家三家就会有两家三家，，甚至更多家甚至更多家。。就像到祖坟山请祖先的椅就像到祖坟山请祖先的椅
子现在没人背一样子现在没人背一样，，辞年或许也将式微辞年或许也将式微，，转型转型，，甚至消失甚至消失。。
当然当然，，任何习俗演变任何习俗演变，，都需要时间都需要时间，，至少一代人的时至少一代人的时光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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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是山东
一个普通的县城
——新泰市，过年
是一年里最重要的
事情之一，每年刚
进腊月，人们就开始
备年货，哪怕现在的
市场已经足够丰富。

县城，于中国是
个交集的地方，这里的
人大多数有着农村生活
的经历，又有着城市的
生活习惯。从年俗上来
讲 ， 既 不 像 农 村 那 样 正
统，又不像城市那样寡淡。

旧俗中，从腊月二十三
开始的祭灶，早就散落了不
少。灶王爷的寓所从泥巴炉
子也早就变成了燃气灶、电磁
灶，祭灶也就免去了。不过，
吃糖瓜的习俗还是有所保留，
那是一种用麦芽糖做成的椭圆形
的食品。

至 于 扫 屋 、 贴 春 联 、 吃 饺
子、放鞭炮、拜年、请家堂、走亲
戚倒还留着。

因为在县城，春联也就只贴在
大门上，不像小时候在农村，猪圈、
粮食的瓮上、大门出去对面的墙上都
要贴，什么出入平安、六畜兴旺、五
谷丰登，处处都讲究着。

年三十晚上12点的时候，家家出去
放鞭炮，之后吃素馅的饺子，寓意第一
天“肃 （素） 静”，整整一年也就肃静，
图的是一年平安无事。民俗学上有这样的
解释：过去的农村大家庭，人口多，妯娌
之间难免有口舌之争，为求家庭和睦“肃
静”，达到“家外无官司，家内无纠纷”，所
以大年初一要吃素馅饺子。

请家堂也是在年三十请家堂也是在年三十，，意在请亡故的亲人意在请亡故的亲人
一起回来过年一起回来过年。。城里人不像在农村的时候那么城里人不像在农村的时候那么
隆重和正式隆重和正式，，请的人家也极少请的人家也极少，，倒是还能见到倒是还能见到。。
八仙桌和长条几案在楼房里已经很难见到八仙桌和长条几案在楼房里已经很难见到，，取而取而
代之的也是普通桌子代之的也是普通桌子，，用红纸糊上牌位用红纸糊上牌位，，一般是一般是
三代三代。。供桌上有鸡供桌上有鸡、、鱼鱼、、肉肉、、青菜等青菜等，，有酒有酒、、有茶有茶
水水，，桌子旁侧有两把椅子桌子旁侧有两把椅子，，是给亡故的亲人做的是给亡故的亲人做的。。
年三十的晚上还要给亡灵烧纸钱年三十的晚上还要给亡灵烧纸钱，，年初二放了鞭炮年初二放了鞭炮
再送家堂再送家堂。。

在县城里在县城里，，请家堂已经简化了很多请家堂已经简化了很多，，操持此事的操持此事的
也主要是有过农村经历的老人也主要是有过农村经历的老人。。儿时的记忆里儿时的记忆里，，奶奶奶奶
家的请家堂何其壮观家的请家堂何其壮观。。那是上世纪的那是上世纪的 8080 年代年代，，奶奶家奶奶家
在村子里是一个很大的家族在村子里是一个很大的家族，，祖先像是卷轴的祖先像是卷轴的，，挂在八挂在八
仙桌上端仙桌上端，，菜摆了满满地一桌子菜摆了满满地一桌子。。白天白天，，家人拿一个白家人拿一个白
色的木头顶着硬币往火纸上敲色的木头顶着硬币往火纸上敲，，这些就是纸钱这些就是纸钱。。过年的时过年的时
候要给祖先磕头候要给祖先磕头，，老人会一再叮嘱那两把椅子是不能坐老人会一再叮嘱那两把椅子是不能坐
的的。。初二下午的送家堂场面很大初二下午的送家堂场面很大，，族里将近一百号人都来族里将近一百号人都来
参加参加。。太爷爷当时已经是族里最大的长辈太爷爷当时已经是族里最大的长辈，，他跟几个同辈他跟几个同辈
的人走在最前面的人走在最前面，，那时的我基本是走在队伍的最后面那时的我基本是走在队伍的最后面。。各各
家还要端了簸箕家还要端了簸箕，，里面装的东西我已经没有印象里面装的东西我已经没有印象。。

这么多年以后这么多年以后，，我仍然记得那个下午的送家堂我仍然记得那个下午的送家堂，，记得记得
我学着大人的模样我学着大人的模样，，记得我属于那个庞大的家族记得我属于那个庞大的家族。。

小时候的走亲戚是需要小辈儿给老辈儿磕头的小时候的走亲戚是需要小辈儿给老辈儿磕头的，，每年每年
的大年初一的大年初一，，换好新衣服换好新衣服，，先给家里的长辈磕头先给家里的长辈磕头，，然后去然后去
亲朋好友家亲朋好友家，，每次都要磕三个每次都要磕三个。。篮子里装什么有讲究篮子里装什么有讲究，，回回
礼也有讲究礼也有讲究。。现在亲戚也走现在亲戚也走，，但简单了许多但简单了许多，，带点酒水带点酒水、、
鸡鸡、、鱼鱼，，吃顿饭吃顿饭，，乐呵乐呵乐呵乐呵，，就行了就行了。。虽然现在通讯已经虽然现在通讯已经
很发达很发达，，但见面还是格外亲切但见面还是格外亲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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