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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时候过年和现在确实
不一样，现在一说起，就是以
前过年特别有年味。但是到
底是什么年味呢？有鞭炮的
味道，有街上小零食的味道，
有新崭崭压岁钱的味道，最
丰富最有滋味的，还是每家
转转饭的味道。

后来才发现，不是年味淡
了，是我们这个时代变了。在
实行独生子女政策这三十多
年里，我们已经习惯了一家三
口的简单快乐，再加上生活富
裕了，出门旅游已经成了踩几
脚油门的简单快捷。

这年味呀，就在我们图
清静的思想下消失不见了
……

每一个家庭，过年的时候都有
一些专属的只有自己家才有的充满
仪式感的举动或习惯。它谈不上习
俗，但对这个家里的人而言，一提到
过年，却总会条件反射地想到它。

比如一起动手做年夜饭，一起
在新年钟声敲响之后去寺庙里烧
香，一起研墨铺纸写春联，选一个好
天气照一张全家福……

这一个又一个充满仪式感的举
动，就构成了我们每家每户独特的
年味。

可是，过着过着，却发现这年怎
么越过越淡。后来才发现，不是年味
淡了，是我们懒了。我们懒得围在锅
灶边花时间制作一道费功夫的菜，也
懒得花时间一笔一划写春联了。我们
已经习惯了掏出手机直接下单。

这年味呀，就在我们的懒毛病
下消失不见了……

腊月里来炒年货

炒年货一般
都会在腊月
某个下雨天
里完成。

炒年货

年夜饭是成
都人民最重
要的一顿饭，
持续至少六
七个小时。

年夜饭

发压岁钱是
很讲规矩的，
顺序绝对不
能乱。

压岁钱

这热乎乎的
一锅饺子，就
是最热闹的
年味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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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先即使是
一处坟茔，仍
然代表着我
们这群人共
同的来处。

祭祖

每年的全家
福都照得很
好，每个人都
一脸发自内
心的喜悦。

全家福

小时候，我和村里的小伙伴总
盼着过年。过年，除了有新衣服穿，
还意味着有许多过年才有的专属美
食可吃。

除了熏香肠腊肉，我们村过年
还有件重要的事情要做，那就是“炒
年货”。

炒年货一般都会在腊月某个下
雨天里完成，似乎冻手冻脚的日子
最适合围着锅灶炒年货。炒，就是用
滚烫的细沙翻炒食物。炒什么呢？可
以炒花生、炒红苕干、炒胡豆、炒苞
谷籽、炒黄豆或是炒豌豆。炒好的年
货会被母亲存放在密封的坛子里或

是有盖的陶缸里。为了防潮与防止
小孩偷嘴，这些陶陶罐罐一般都放
在阁楼里，需要爬木梯才能拿到。

在所有这些炒货中，如果炒了
阴米，就意味着极有可能会按麻糖。
麻糖和米花糖相似，是用炒过的阴
米与熬过的红糖经过多道工序切按
做成的。

村里会按麻糖的人不多，于是
需要提前约好时间排好队。在我的
记忆里，我家也按过好几次麻糖。在
微弱的灯光下，一群人围在案板周
围，看着我二叔一个人费劲地用木
板挤压阴米，用菜刀切割阴米，期待

他能变魔术般地把散乱的米粒变成
麻糖。切好的麻糖四四方方的，大人
们会用废旧的报纸把麻糖包好，讲
究些的人会用白纸包，很少有人用
红纸包。

现在过年，村里的人基本上都
不炒年货了，集市上的炒货品种丰
富，小孩的零食也琳琅满目，大人们
图方便就直接从集市上把喜欢的炒
货搬回家。前些日子，母亲上街给我
们带回来一袋麻糖，一家人都很兴
奋，仿佛往昔的味道与逝去的时光
都跟着麻糖一同回来了，但这味道
分明又与往昔有些不同。 （海鸿）

家族大会师，齐做年夜饭
以前，我家的年夜饭是大事。我

的外婆生了四个娃儿，两男两女，除
夕一定要全部聚齐，一起动手。除夕
的厨房，从早上开始就围了一群人。
每个大厨都是在自己小家里掌勺
的，都有自己的一两个拿手菜，年夜
饭就是每家拿手菜的大会师，考验
着亲戚们的动手能力和统筹能力。

小舅开始炕蛋皮——把蛋液打
均匀往平底锅里一倒，一倾，一个完
整的蛋皮就炕成了，二十分钟之内
蛋皮在盘子里积起一叠儿。小舅让
出火头给姨父，我妈就用调好的馅
儿包蛋饺。姨父拿出头天晚上洗净

过水控干的土鸭子，烧辣半锅油，把
鸭子炸成金黄，再把鸽子也如法炮
制，然后让出火头给小舅。小舅掏出
一个大肘子也来过油，姨父就往鸽
子肚子里填好蘑菇、黄花、木耳、金
针菇，姨妈用针线缝好鸽子肚子，放
进鸭子肚子里，再用针线缝好鸭子
肚子，放进高压锅里隔水炖着。这个
火头就被占住了，要连续三个小时
的清蒸，才能做好一道八宝鸭。

另一个火头则显示出了统筹才
能：过好油的东坡肘子放中间，头天
蒸好的腊肉香肠摆好盘见缝插针地
放旁边。等到肉菜陆续出锅后，素菜

和汤们才有机会登场。舅妈炝锅炒
好糖醋莲白，旁边平菇汤也咕嘟嘟
冒着泡，把蛋饺煮好，一家人坐一个
长长的条桌，杯子里倒上红酒或者
饮料，一年中最重要的一顿饭就开
始了。这顿饭，要一直吃到瓜子壳儿
遍地，孩子们收了满手的红包，春节
联欢晚会差不多都收到海外游子的
贺电了才算结束。

只是，随着老一辈体力越来越
不济小一辈手艺又没跟上，这么有
年味的年夜饭后来越来越少，现在
已经发展成了全部在馆子里吃。

唉…… （朱殊）

大年三十等着爷爷发压岁钱
在 20 年前，我家过年最有仪式

感的一件事就是大年三十晚上发压
岁钱。

那时爷爷婆婆都还健在。吃完
年夜饭春晚看完，一年之中小孩子
们最期待的重头戏就要开始了。这
时婆婆总会对着眼皮子已经打了无
数回架若不是有个坚定的信念在支
撑着的弟弟说：“刚娃，想不想要钱
钱？你爷爷要睡了哦。”我弟闻言立
马弹了起来，但精神了没一秒，就又
蔫了下来——因为爷爷平时特别严
肃，我们都很怕他。后来我们才知
道，爷爷其实一直最心疼的就是我
弟。但那时我弟哪里知道这些啊，嗫
嚅着，拿眼睛看婆婆，婆婆示意他去
找爷爷；他又拿眼睛看爸爸，爸爸也
笑眯眯地把目光往爷爷身上瞟。

是的，我们家发压岁钱是很讲
规矩的，必须爷爷发了爸爸才能发，
顺序绝对不能乱。至于领压岁钱的，
虽然我们姐弟三人，但打头阵的一
定是我弟。我很多时候都在想，那些
年与其说是爷爷爸爸在发压岁钱，
不如说他们压根就是想看我弟那副
窘相，他们对这个独苗苗的爱，就藏
在这一笑一窘之中。

弟弟见哪里都求不到援，只好
抠了几下脑壳，硬着头皮走到一直
不说话的坐在饭桌边上那把属于爷
爷专座的太师椅旁边，双手合十举
到额头，然后一边作揖一边说：“爷
爷新年好！恭喜发财！”爷爷仍不开
腔。爸爸立马代为发话：“声音太小
了爷爷没听见，再来一遍。”为了钱，
弟弟也豁出去了，以完全是过吼的

嗓门大声说：“爷爷新年好，恭喜发
财！”这时，爷爷就会笑眯眯地从中
山装的荷包里掏出早就准备好的红
包，一脸慈祥地把弟弟的手牵过去，
再把红包塞到弟弟手板心上。弟弟
领过红包，喜滋滋地退下，到火炉旁
一张一张地数钱钱。而我和我姐，就
依次以同样的程序，给爷爷作揖领
压岁钱。

领爸爸的压岁钱就要简单得
多，我们三个一字排开，一边作揖一
边叫嚷：“爸爸，快点发钱！莫小气
哈，多给点！”爸爸一边哈哈哈地笑，
一边摸出三个红包，我们仨一把抓
到手里，推推搡搡地笑成一团。

只是后来，爷爷婆婆都走了，
再领压岁钱就没了那份仪式感和
庄重感。 （柳芭）

除夕晚上12点，准时开煮硬币饺子
因为嫁了个山东男人，所以每

次跟他回家过春节，大年三十晚上
总要包饺子。作为一个四川人，我真
的没见识过这样的阵仗——吃完年
夜饭，我们和他姐一家在客厅热热
闹闹地看春晚，他妈就一个人在厨
房里忙着包饺子了。也不知道北方
人都这样呢还是只有我老公家才这
样，反正他们家过年特别看重这顿
饺子，12点的钟声一响，这饺子一定
要准时下锅，仿佛这热乎乎的一锅
饺子，就是最热闹的年味儿。

按照北方的习俗，过年包饺子

的时候，饺子里还得选几个包上五
分钱的钢镚儿，预示着来年招财进
宝，财源滚滚。据老公讲，小时候作
为小男孩，他们对来年不稀罕，稀罕
的是可以用钢镚儿买上几挂带响儿
的鞭炮，听着多带劲啊。可是，要在
一大锅一模一样的饺子里吃出钢镚
儿，是件多么不容易的事儿啊，于
是，家里几个小娃，常常为了这个吃
到了那个没吃到而吵闹不休，从炕
上打闹到地下，滚一身土。

不过和老公结婚以后，这十来
年随他回家过年，也就最早一两年

吃过有钢镚儿的饺子。后来有了孩
子再回去，他姐姐作为老大，开始发
话了，不许他老爸老妈再往饺子里
搁钢镚儿了，怕小孩子卡着喉咙。

后来，孩子们长大了，去年他
爸又想往饺子里搁钢镚儿。仍然是
当老大的大姐发话：“老爸，你真是
的，干嘛老抱着旧习俗不放呐！你
那些钢镚儿，脏兮兮的，不许往里
头搁。”老娘赶紧打圆场，讨好地对
亲闺女说：“好好，咱不包钢镚儿，
包枣子或者花生行吗？”“这个可以
有。”姐姐说。 （杨小云）

初二集体到公墓给外公外婆上坟
在我家，无论一家亲戚平日分

布得有多么五湖四海，年初二必定
约齐了，在公墓给两位老人上坟。

住得最近的小舅舅早早买好了
香蜡钱纸，会齐大家，带着香蜡纸钱
往公墓里走，先一起动手，用矿泉水
抹干净了墓碑，拔去杂草，再擦干净
香炉插上两根蜡烛。接下来各人上前
烧香作揖，就是一两岁的小娃娃，妈
妈也捉着他的小手拜上一拜。每人上
香时再燃一叠儿黄纸，还会在墓前念
叨两句。“外婆，我妈硬是太节约了，
我买点有机米生态水果被她骂了半

年！你说，人活到是不是该享受，钱又
不是节约下来的！”我上香时诚意祝
祷。亲戚们相顾微笑，我妈用眼睛把
我“棱”了又“棱”。于是她上来补了一
叠纸，开始申辩——家庭祭祖么，顺
序没有那么严格：“那个过日子总要
节约的噻，把钱不当钱肯定要不得
噻！”大舅妈也帮腔：“是该想开点，钱
不用就成了纸！”

等到大舅一家上香，先烧了一
份录取通知：表妹是博士啦！然后再
烧一份雅思成绩——表妹夫就要外
派出国了！接着才是黄纸一叠。不知

道外婆外公还认识英语不？雅思成
绩可全是英语的。也有认真的左性
子。表妹郑重上前拜一拜，却不肯说
请外婆保佑身体健康的话，“老人累
了一辈子，可不该再费心保佑谁了，
自己过好就行！”

祭祖结束，就是下山再集体去馆
子里嘬一顿。那热闹劲儿，即使平时少
于见面，但到此时，仍然感觉到一理同
枝，骨肉相连。只是我们家的娃儿好像
都很读得，毕业后有的到了国外，有的
留在了杭州北京，要在大年初二再聚
在一起去祭祖就难了。 （杜羽）

每年正月初三照张全家福
也不知道这个规矩是从哪一年

开始的，反正自我嫁到老公家以来，
每年正月初三，睡了懒觉，吃了午
饭，我和嫂子还在洗碗，妈就吼一
声：“等会儿去府南河边耍嘛。”大家
一边“哦哦哦”地答应着，一边就开
始找相机收拾打扮。

那时候的相机还是胶片相机，
那时的人们也大都没有私家车，那
时候的过年就是一家人裹在一起东
转西转。那时候的我们一般都是从

水碾河的家里出来，沿着蜀都大道，
走到东风大桥时，要不就直接在东
风大桥附近转，要不就往合江亭方
向走。慢慢走慢慢看，一路上我和妈
还有嫂子三个女人就东拉西扯地摆
点家长里短或单位上的小八卦，老
公和他哥以及他弟三个男人走在前
头，不时回头等我们一下，唠叨一句

“哪里有那么多摆的哟”。
走到合江亭或东风大桥的喷水池

前，我们就会找一个角度，准备照全家

福。没人拍？那多好办，随便找个路人帮
忙拍一张就是了。嘴巴甜一点，“谢谢”
多说几个，别人也高兴，帮完忙还要对
一起来的家人说：“你看他们这样子多
好，我们回头也照一张。”

这样的全家福我们坚持了至少
十年。但随着私家车的普及，一到过
年，大家的心都像被猫抓一样，过完
除夕就迫不及待地想往外面冲，最
近一次全家福，已是八年前在新都
宝光寺前的广场上照的了。（贺和）

席间没有炒
菜，说是吃了
炒菜，一家人
容易吵闹，来
年不和气。

炒菜

正月初四就
挨打赢得了
“想去就去不
想去就算了”
的自由。

挨打

回家路上偷
偷把手揣进
口袋，用手指
头悄悄数一
数张数。

红包

我倒是为我
妈不平：我家
的菜多实在
啊，尽是肉！

肉菜

转转饭不兴吃炒菜怕来年一家人吵架
我老家在德阳，一直是腊月二

十八团年，那时吃团年饭兴赶早，越
早越好。通常家里面凌晨三四点就
开始做菜准备，五六点就开席。而我
家外公倔脾气性子急，一两点钟天
未亮，灶台的柴火就滋滋烧起来。必
不可少的是烧一条河鱼，鲤鱼鲫鱼
或是草鱼，还有蒸肉甜肉。晒干晒香
的腊鸡腊鸭腊兔子和香肠，都是自
家养的自家灌的，煮过后的汤里再
烧一大锅的青菜头，浸上些肉味。席
间没有炒菜，说是吃了炒菜，一家人
容易吵闹，来年不和气。

团年饭吃得早，饭前放鞭炮，吃
饭时还会把门关好，怕有人来踩年。
踩年，说的是村里老乡来串门怂嘴，
那时候团年这顿可是一年里最好最
讲究的饭菜。但若真碰上有事上门
的来客，一定会请人留下吃饭，共度
新年，以寓吉祥。

团年是直系亲人的团聚，吃转
转饭是一个家族的叙旧。转转饭又
叫做“吃春酒”，亲戚互相“走人户”、
拜年，轮流做东。正月初一吃素，初
二通常是儿女回娘家，探望父母，一
家人兄弟姊妹聚在一起，商量着这
转转饭的排期，你初四我初六，两家

从不“打伙”一起请的，这转转饭可
以从初三就一直“转”到正月十五闹
元宵。

家族里的新旧事在族人几辈之
间流传，平时不常见的表亲辈的孩
子们也自然在一块耍，尤其是爷爷
奶奶辈的后代们，难得地，欢聚一
堂。每天相见却有说不尽的话，喝不
完的酒，像一场不停歇的流动的盛
宴，所以这年饭吃得特别久，特别喜
乐。

那时的转转饭，多在自家屋里
张罗，清晨四五点开始忙活，准备三
四桌甚至更多的菜。除了午饭晚饭，
还得备上零食以解午后嘴闲。吃转
转饭的人头数比团年的多，吃席也
更有讲究，除了桌上的老幼尊卑，通
常男人一桌，妇幼一桌，如此，男人
桌上的酒肉自然也更多一些。

一桌人不齐，主人没开席，大人
没动筷，娃儿们只能干瞪着眼任凭
憨口水直流。每桌主人都会“安插”
一个主持进餐的桌长，桌长通常性
格开朗善于活络气氛。桌长一声

“请”，大家提筷，桌长再一声“请”，
喝酒的赶紧喝酒，吃肉的赶紧吃肉。
据说早年曾曾祖母去吃席，耳朵里

听着“请”，指尖麻利地夹一块干香
的猪肝兜在手板心上，裹在手帕里，
悄悄带回家给孩子们吃。

上一代的转转饭，多是由掌舵
的大人代表出席。那时请的不仅有
亲戚，还有生产队上的乡亲。作为家
庭代表，外公或外婆或者曾曾祖母
互相轮换，并在四个儿女中选一个
作“跟班儿”。孩子们欢欣鼓舞，与其
说是为了吃亮腊肉，坦白点儿，实则
惦记着小红包里打发的两毛钱。

母亲小时候吃春酒的送礼标配
是一包糖加两把面，到我小时候，家
里依然没多少闲钱，两把面变成两
瓶酒。外婆收到三姨婆送来的一包
糖加两瓶酒，隔天吃春酒就送到二
舅爷家去了。礼物在这么“转送之
间”，有不小的概率送回到自个家
中，然而送礼的收礼的，也都心照不
宣，乐呵呵地把年过。姨妈感慨道：

“以前虽然穷，但是人情味浓。”
如今，“一辈亲，二辈表，三辈四

辈认不到”的俗语似乎正在成为现
实。怀念儿时团年、吃转转饭的浓情
年味，或许是在怀念——从前的日
子慢，慢得可以用一年，去期待、去
准备一个春节。 （刘昕怡）

小时候挨打也不去长大了却怀念起来
说实话，我爸并不是一个特别

注重亲戚的人，平常家里少有亲戚
来往。但不晓得为什么，一到过年，
我爸的亲戚观念总会骤然复苏，非
要我们走完这家走那家，一家都不
能落下，而且是全家都要去，“不能
失了礼”。所以每年的春节，除了大
年初一必须在家（我们那儿的规矩，
初一不出门），初二我们家请完客之
后，其余时间我们几乎都是在亲戚
家度过的。初三大舅舅家，初四二姨
家，初五四表叔家，初六……

每天的程序也大同小异，都是
吃完就打麻将，打完麻将又接到吃。
而且参与的人都差不多，吃来吃去
就那几家，无非是今天在我家吃，明
天在你家吃，后天在他家吃。那时候
的年味确实很浓，客厅里到处都是
人，茶几上瓜果花生胡豆酥心糖堆
成山，感觉总也吃不完，刚刚才把山
尖尖吃了，立马就有人又添上。所到
之处，每个人家里都喜气洋洋，连阳
台的角落里都听到到哈哈笑声。

我其实是很喜欢这样的氛围
的，因为除了可以不劳动，还可以
随便耍也没得人说你。但有一年，
我却一反常态，打死都不想出门。
为什么？因为那一年我们县的叉转
台（转播台）在放《射雕英雄传》！而
且那时候放电视剧都是下“重手”，
三集四集地放，也没得广告，一集
接一集。

那天看到 11 点钟的时候，我妈
突然进来喊我去二姨家：“快点，再
不去别人就要开席了！”我正看得起
劲，脑子里全是黄蓉的俏模样，怎么
可能装得下吃吃喝喝这些俗事！于
是头也没抬地回答道：“我不去，你
们去嘛。”

我妈进来拉我，我本能地一挡，
我妈猝不及防，差点摔在地上。这下
惨了，我妈立马去找我爸这个救兵。
我坐在凳子上，正看得起劲，我爸铁
青着脸进来了，指着我只说了一句：

“你到底去不去？小心老子今天给你
开个张！”我斩钉截铁地回答道：“不

去。”我爸也不说话，一耳光就扇了
过来。我妈也没想到我爸会下这样
的重手，又生气又心疼：“你这个娃
儿咋个不听话呢，电视又不能当饭
吃，你去了回来再看嘛。你晓得你爸
爸最要面子了，别个都是一家人都
去，你不去你爸咋个在亲戚面前交
代嘛。”

然而，我就是那么掘：挨了打还
去，这不是白挨打了？最终我爸败下
阵来，和我妈拂袖而去。我则以正月
初四就遭开张的“丰功伟绩”，从此
赢得了“想去就去不想去就算了”的
自由。

只是长大后，当人们一说到现
在的年味越来越淡了的时候，我就
会不由自主地想起那些聚到一起嗓
门就特别大的亲戚，那些挤得坐都
没地方坐的客厅和永远油腻永远在
添菜的盆盆和碗碗。我终于发现：什
么是年味？年味就是一群人窝在一
起，用呼吸把空气焐热，用哈哈，把
生疏打碎。 （柳时言）

把手偷偷揣进口袋摸一摸红包里有几张
以前过年请客，鲜有在大酒店

进行的。大部分人家都会置办一桌
宴席，宴请最亲近的亲友一起聚餐。
这种转转饭，以三到十家为单位，贯
穿整个春节，一般是大人一桌，孩子
一桌，大人喝酒，小孩子喝饮料。

那时候的转转饭中，有一道我
印象很深刻的菜，现在完全没看到
有人做这道菜了。这菜在我老家叫
做裹肚子，是用猪肚裹上猪肉馅，卷
成筒状，还要拿竹条夹住，腊月间风
干后，就是一味绝妙的腊味。猪肚有
韧劲，瘦肉带着腊香。

而且用这道菜拿来摆盘，效果
还特别漂亮：切好后，是一片片圆圆
的螺旋状的肉片，怎么摆都好看的，
基本没有边角余料。可是近二十年
的春节，我都没看到这道菜了。想来
是做法复杂，太过费事，年轻人懒得
弄，老一辈也没精力了。

饭桌上的小客人们，吃饭的方

式也是很有特点。小孩子一上桌子，
先就被桌上摆得花里胡哨的凉菜惊
呆，手中又多了平时永远不给喝的
天下秀啤露和巧克力小香槟之类的
软饮料，大人一说开吃马上狼吞虎
咽，一会儿凉菜和饮料就把肚子塞
满了。这时候就开始边玩儿边吃，甚
至跑去看电视。等到热菜上桌子的
时候，几乎已经丧失了斗志，连筷子
都不愿意动，最后吃米饭的时候，都
是被大人强迫拿鸡汤泡饭，硬逼着
灌进去……

所以我家每年转转饭结束后，
都把小孩子那桌的热菜拿做剩菜继
续吃，因为很干净，筷子都没动，更
没有酒洒进菜中。

吃完饭，小孩子就开始等待最
重要的事情：收压岁钱。一番扭捏
后，满怀欣喜把压岁钱揣进兜，在回
家路上偷偷把手揣进口袋，用手指
头悄悄数一数张数。

近年来，长辈们老了，没有那么
多精力再置办这一桌精美的宴席的
时候，我们就把这餐桌挪到了各大
酒楼，奇怪的感觉开始出现，主人客
人变得有点拘谨的热情着。避免冷
场的时候，总是在互相询问着更尴
尬的话题。上来的菜，总是酒楼千篇
一律的口感，没有从前爸妈们怀着
爱心精美的摆盘。最后，无论怎么精
简，还是会剩下一桌没吃完但再也
不想吃的菜——明天的转转饭可能
还要来吃这一家，为什么要打包呢？

今年我妈说，几家亲友决定了，
以后不吃转转饭了，一年只留一家
做东，按年龄排序，大家轮着来。不
知是不是不想再天天吃酒楼的席。
仔细想想，心里难免惭愧：其实应该
轮到我们小辈用心张罗了。即使做
不出来漂亮的裹猪肚，也得有个热
闹的交代，给长辈们最真心的春节
祝贺。 （Joshua）

肉菜被封“飞机大炮”哥俩摸黑去饭店端菜
在我妈还掌勺的时候，吃完年夜

饭，我就等吃“转转饭”。城里几家亲
戚都要走遍，一家要接待所有亲戚
来拜年，每家里要吃一天，各家轮流
坐庄。父母大人对“转转饭”很重视，
因为这牵涉到我家的脸面，我妈可
是个要强的人，自家菜肴要比人家
多，还要好。

有一年，“转转饭”按约定大年
初几就到我家了，客人多得从房里
都挤到院外，我爸忙得像工蜂一样
在厨房外扑腾，我妈镇定自若在煤
气灶前忙碌，终于在天黑前铺满了
一桌子菜，足有十八样，博得众家一
片叫好，都夸我妈能干。

这些菜里有肘子，大骨朝天，亮
晶晶的酱皮面上插满根根白亮亮的
短须毛，咬一口不烂，我爸从厨房拿
出明晃晃的菜刀来个骨肉分离；还
有那喷喷香的糖醋排骨，整块连着

脊骨的，我舅舅用筷子猛地一挑，
“啪”一声筷子断了。我妈连声说：
“不忙不忙。”然后，从我妈身后，我
爸拿着斧头过来了……

这一年“转转饭”过后，舅舅给
我家的菜肴取了响亮的名字：“飞机
大炮”，连块整排骨——“飞机”！肘
子大酱骨——“大炮”。相比之下，姨
妈家片片如画的卤菜拼盘，舅舅家
热气腾腾的火锅，我家菜式确实显
得太过威武了。这让我妈脸上很不
好看。我倒是为我妈不平：我家的菜
多实在啊，尽是肉！

失败的教训告诉了我家，日子，
要开始讲究了，光大吃大喝不能算
过好年。“飞机大炮”的名声传了一
年后，转转饭又来了，我妈奋发图
强，精心组织菜式。那天，亲戚们热
热闹闹进了家。天一黑，我妈把我和
二哥拉到一边，悄悄地说：“桥头十

字路口，张二娃的饭店，直接到厨房
取红烧猪脚和清蒸鱼，老二骑车，老
三拿菜，速去速回，回来有赏！”接
着，我妈转身回到客厅，就像稳住敌
人的武工队长一样，继续谈笑风生
招呼舅舅和姨妈。

我们哥俩悄悄推出自行车，如
日本忍者一样消失在夜幕中，昏暗
的路灯照着叮叮当当晃动着的自行
车上两个影子。等我们回来，我妈就
从厨房里端出最后两个菜：红烧猪
脚和清蒸鱼，就连讲究的舅舅当即
也赞叹，这一桌子菜就这两个菜做
得好啊，真好吃啊！

这招用了几年，在亲戚们的转转
饭口碑中，我家再没落过下风。当然，
把戏不可久玩，终于有一天，我妈向
她哥哥透露了从“飞机大炮”到厨艺
高手的秘密。然而，那时亲戚们都改
为早早回到乡下过年了。 （黑陨石）

什么是年味什么是年味？？年味就是一群人窝在一起年味就是一群人窝在一起，， 用呼吸把空气焐热用呼吸把空气焐热，，用哈哈把生疏打碎用哈哈把生疏打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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