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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铁军是1980年生人，老
家在河南开封。在京东工作近
5年，春节还没回过一次家。

李铁军是位名副其实的
“中国好配送”。京东官网上显
示，他已成功配送超过22万件
货物，跑了27万多公里，足以
绕地球 6.82圈。除了获得超过
200 份打赏外，顾客还称赞他

“配送神速”“举止大方”，是
“暖男配送员”。

过年为啥不回家？
据李铁军介绍，往年遵从

自愿原则，回家与留守的配送

员比例差不多是一半对一半，
但今年公司主动要求一线配送
员留下来。公司有规定，年后
会轮班调休。他打算那个时候
错峰回老家待上一星期。

李铁军坦言，公司并不亏
待大家。过年期间加班工作发
3 倍底薪，同时每个人发 1000
元过年费。有孩子的，公司欢
迎大家把孩子接过来一起过
年。“凡是接到北京的，一个
孩子发3000元团圆费，两个就
6000元。”李铁军说。

尽管李铁军和媳妇还没要

孩子，但说起这事儿也是嘿嘿
直乐。我问李铁军，年纪也不
小了，为啥没要个孩子？李铁
军说，想等在老家把房子定好
了再要孩子。

我说，这些年工作这么
拼，买房款应该攒够了吧？

他憨憨一笑说：“首付够
了。”

说起狗年春节，李铁军没
太多感触。毕竟作为一个老

“北漂”，不回家过年已是常
态，春节逛北京的新鲜劲儿也
逐年暗淡。今年春节，除了工
作，就是跟同事们一起喝点儿
小酒聚个餐。“每年除夕团圆
饭，公司让我们自己选好餐厅
后就组织大家去聚餐。”李铁军
想了想又说，“别的就没啥了，
像庙会那些，前 几 年 都 逛 过
了。”

我离家赴美已经十多年
了，这期间除了在硕士毕业
后、参加工作前的那一年曾回
家过年外，其余的春节都因功
课和工作离不开而在国外度
过。今年，我决心要回家过
年，所以提前向公司老板请了
假，早早订好回国的机票，然
后就开始掰着手指头算日子。

历经十几个小时、飞行万
里，终于在狗年大年初一下午
落地北京。驶出机场，路上车
辆不多，但街道两旁布置的红
色灯笼、红色福字、红色中国
结和其他红色的装饰物，一下
子就把我包围进浓浓的过年气
氛中。我回家了！回家过年
了！

逛庙会是过年的重头戏。
海外求学期间，我曾无数次梦
中吃着糖葫芦，逛着庙会。我
生长在北京，小时候每逢春
节，爷爷奶奶、姥姥姥爷、爸
爸妈妈都会带我去逛庙会，地
坛、厂甸、白云观、龙潭……
庙会承载着我太多美好的童年

回忆。记忆中，我去得最多的
要数地坛庙会。所以大年初
二，我带上年逾八旬的爷爷奶
奶和姥姥，来逛阔别多年的地
坛庙会。也可能是因为我长大
了，感觉今年的地坛庙会和我
印象中童年时逛的庙会有很大
的不同。当然，相同的是那比
肩接踵的男女老少；令人应接
不暇的文艺曲艺表演；吸引孩
子们的新奇玩具和游戏；种类
繁多的各色美味小吃……来上
一串冰糖葫芦，喝上一碗面
茶，对了，还要尝尝我最爱的
卤煮火烧，简直是太幸福了！

时代在进步，地坛庙会也
在变，变得高大上了，环境比
以前整洁干净了，也比以前重
视环保了。不变的是包括我在
内的北京人对庙会一如既往的
那份热情。虽然回国过年只有
短短一周，虽然北京五环以内
禁放烟花爆竹，但看到爷爷奶
奶姥姥高兴的样子，和爸妈一
起去吃各种好吃的，我觉得这
个年过得挺圆满。

新春佳节、万家团圆之
际，我带着一双儿女来到帕米
尔高原深处的边防哨所和丈夫
凤少虎团聚。成为新疆喀什阿
然保泰边防连的一名军嫂，我
很荣幸。

大年初一晚上，连队组织
卡拉 OK 晚会，欢迎家属的到
来。晚上 8 时许，太阳西垂，
夜幕临近，卡拉 OK 晚会如约
而至，整个营院瞬间被欢声笑
语充斥着，军属的到来让晚会

又多了几分热闹。
晚会一开始，少虎抱着我们

可爱的女儿辰辰唱了一首《小兔
子》。唱着唱着，他的眼睛就红
了。从辰辰的歌声中，他听得出
陪伴我们的时间太少了。

随后，战士们纷纷登台，
演唱了 《大中国》《新年好》
等曲目，最后还合唱了一首

《朋友》，将晚会推向高潮。
一同来队的军嫂梁强丽拿

起话筒与丈夫周芳芳合唱了一

首情歌。这是梁强丽婚后第一
次来连队过年，之前周芳芳总
说一切安好，可来到4000多米
的高原，她真切体会到了缺氧
的痛苦。聆听官兵们讲述生命
禁区爬冰卧雪、昼巡夜伏的故
事，我们都哭了。

晚会临近尾声，我坚持和
少虎一起走上了哨位。我想体
会一下他在寒风刺骨、零下20
多摄氏度的高原上站哨的感
觉。可没站多久，浑身就不争
气地打起了哆嗦。少虎心疼，
让我回去。我擦了擦眼泪对少
虎说：“我愿意陪你站着。你守
边关，我守着你。”那一刻，少
虎的眼眶再也无法阻挡滚烫的
泪水。

张官星、刘忠林整理

趁着父母精神尚好，孩子
还没上小学，姐姐决定过年前
出趟远门，于是一家六口奔波
了一天，来到位于南太平洋的
岛国斐济。

在 斐 济 ，“BULA （ 你
好） ”是必须要学会的，认识
不认识的，说一声“BULA”，
就和老北京见面说“吃了吗，
您哪？”一个效果。南迪是斐济
的第三大城市，在这里，我们
看到了中国农历狗年的春节元
素，不过气氛却安静、不喧
闹。离开斐济的前一天正好是
大年三十，酒店服务人员听说
是中国农历新年前夜，纷纷向
我们表示祝贺。

除夕这一天，我们特地订
了海边的烧烤晚餐来庆祝农历
新年。海浪层叠有序，周而复

始的一次又一次地拍打着岸
边。两个孩子在海边玩得不亦
乐乎，抓螃蟹、海星、寄居
蟹，观日落、云海，到海里浮
潜看小鱼，甚至还去了当地人
的村庄，参观了当地的学校。
我永远都不能忘记 3 岁半的二
女儿二宝拉起当地小朋友的手
用中文说“我们是朋友”时的
纯真；也永远都不能忘记，当
我问大女儿大宝，今天你交到
好朋友没有？她回答我“我交
了两个好朋友，是两个外国小
孩儿，我们一起玩了”时单纯
而又明朗的愉悦心情。

我问孩子们：“今年过年开
心吗？”她们马上回答：“开
心。”看来在异国度过的这个狗
年春节，会让两个孩子难忘终
生的。

尽管春节期间好几位朋友
要到日本旅游，希望和我在东
京聚聚，但在日本工作的我一
定要回国，因为要过年了。当
成田机场挂出“欢迎春节游
客”横幅的时候，我回到了北
京的家。

与往年相比，这次我回来
的行李相当简单。除了换洗衣
服，4 桶婴儿奶粉、两包尿布
——这是带给刚满一岁的孙女
的见面礼，也是我征求家人意
见的结果。前年这个时候，我
一人带回了 3 只电饭锅，之前
买马桶盖、带大牌包之类的事
也都做过。但今年明显不同。
家人在电话里居然说没想好需
要带回些什么了——电饭锅可
以买小米的，国产的电器既便
宜，质量外观也不错。包包已
经改用轻便环保的布挎包了，
化妆品在网上买也很方便……
最终奶粉、尿布成了我今年购
置的年货。

年三十晚上，年夜饭除了
红烧鱼、炖排骨等传统菜肴
外，弟妹还准备了日式寿喜
锅。她说这是去年去北海道旅
游时学来的，希望我给品鉴一
下。全家人围坐在餐桌，把新
鲜的牛肉、蔬菜、蘑菇、豆腐
码放在平底电火锅里，加入调
料汁，锅里热气蒸腾，吃一口
煮好的牛肉片，那味道比地道
的日本餐馆一点儿不差。弟妹
说这道菜健康还好吃，“人家的
好东西我们就该学回来嘛！”全
家人很是认可年夜饭有这样的
改良和创新。

抢红包是过年全家最开心
的节目，就连80多岁的岳父岳
母也手捧手机参与其中，每抢
得大红包，一家老小就乐不可
支。联想到日本许多商场都引
进了支付宝和微信支付，感觉
全世界都在为适应中国的发展
而寻求变化。

本报记者 赵秀芹整理

爆竹声起又一年。中国再次迎来过年时光爆竹声起又一年爆竹声起又一年。。中国再次迎来过年时光中国再次迎来过年时光

腊月二十九，跨越30摄氏
度的温差，我们一家三口回沈
阳过年啦！

年夜饭是过年的重头戏。
今年还是一如往常，各小家分
别承包几个菜。

四五个人在厨房里手脚不
停地忙活着，不下厨的人摆桌
子，准备干鲜果品，调整电视
频道，各展所长。

一会儿工夫，香喷喷的年
夜饭就摆上了桌。有老爷子的
传统节目“香菇扒菜胆”，老

太太的水晶皮冻、发财猪手，
家住葫芦岛的小妹夫擅长的海
螺两吃，小姑子的新菜、下饭
菜，我拿手的清蒸鱼、炒酸菜。

当然“大丰收”也不能
少，展开一张有着浓郁豆香的
豆腐皮，涂上心仪的酱料，把
樱桃萝卜、苦苣、黄瓜条、尖
椒、香菜、葱丝卷起来，既爽
口又下酒……

小时候，太婆总说，“人
多好种田，人少好过年”。现
如今，我们不再为粮食发愁，

年夜饭也要聚在一起吃才热闹
有趣。一大家子十几口人，围
坐在餐桌前，伴随着央视春晚
的背景声，聊聊一年来的见
闻，分享一年的感悟，就好像
我们从未在亲人的故事里缺席
一样。酒过三巡，玩起老少咸
宜的游戏——“老虎、杠子、
鸡”“五、十、十五”“敲七”

“看动作猜成语”……玩得好
的收获掌声，输了的举杯认
罚，赢了的举杯庆祝。三代同
堂的餐桌旁，没有代沟，只有
美食和欢乐。

年夜饭后，每个小家出一
个人陪老太太打麻将，其他的
人包饺子。新年的钟声敲响
了，我们放鞭炮、吃饺子、互
相拜年，在浓浓的亲情中品味
浓浓的年味。

狗年春节，家中几处年俗悄然
发生变化，让我顿觉逸趣横生。

吃了蔬菜，凉了鱼虾。
那满载着母亲的味道、家的

味道、爱的味道的年夜饭年年都
是重头戏，母亲一如既往荤素搭
配，全家也其乐融融地享受着家
之盛宴。席间常见家人吃过一两口荤
菜后便转而主攻素菜，再遇荤菜筷子
顶多悬停很少落筷。收拾餐桌时，母
亲喃喃自语：“荤菜动得少点儿啊？”
大家相觑一笑忙解释道：“老妈的手

艺还是一级棒，只是大家饮食习惯
变得清淡了一些。”

免了烟酒，热了清茶。
今年到家之时，只见茶几上多

了茶台茶具。每日饭后，伴随着幽

幽古琴之声，家人围坐茶台，小辈
轮番泡茶，少时便茶香四溢。家人
以茶相敬，琴声悠远，仿佛越过茶
事千年。日日皆是此景，质地普通
的竹茶台、瓷茶具，略显家人对文

化的追求。
抢了网络，淡了烟花。
烟花是孩子们的必需品，网

络是全家的必需品，大人断然不
会去抢孩子们烟花，可孩子们一定
会嫌大人占网。稍有争端，孩子们
就会集体决定，从占网的几个大
人里选人去放烟花，弄得我们
姐弟几个看着烟花就想：“我们
小时候没网，只是烟花特别多
……”进步的科技在家中已然不可
或缺。

变化无声胜有声变化无声胜有声

陈青松 吉林长春 公务员■

万里归家逛庙会

■ 阳 阳 旅美华侨

年货少了红包多

■ 张 立 旅日华侨

斐济岛国年夜饭

■ 周 颖 广东珠海 媒体人

团聚在雪域高原

■ 李 娜 陕西汉中 军嫂

南下北国全家福

■ 侯 昕 广东广州 某医院 会计

过年配送不回家

■ 本报记者 韩维正

▲ 李娜 （右一） 和丈夫凤少虎 （右二）

抱着孩子参加晚会。 刘忠林摄

▲ 侯昕 （左一） 陪着婆婆 （左二） 在户
外游玩。 邵龙泉摄

狗年春节这样过狗年春节这样过

▶ 家住吉林省长春
市九台区的陈希国一家
在大年三十这一天迎来
了大团圆。

张毓姝摄

▶ 二女儿
二宝和斐济小
朋友握手。

周 巍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