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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逢佳节，马达轰鸣，糖厂的生
产线依旧链轮飞转，糖蜜飘香，一派
莫负春光、快马加鞭的繁忙景象。
春节期间，甘蔗含糖分最高，糖厂的
产糖率也随之上升，处于创收的黄
金时段，职工们岂可错失稍纵即逝
的良机，他们伸开双臂紧紧拥抱这
美好的初春季节。于是，从大年三
十至元宵节，坚守岗位的工人师傅
们一直在制糖生产线旁领略春意和
吉祥气。从甘蔗卸运、破碎到糖蜜
分离、糖晶震筛，长长生产线上那些
形状各异的机器设备扯着调门，发
出欢快高昂、低沉浑厚，抑或柔和清
悠的声音，此起彼伏，绵延回荡，仿
佛一首韵律甜美、节奏悦耳的多声
部迎春交响曲。

那一年的除夕日，上午，春雨霏
霏，被清冽的春风缠裹着扑到人脸
上，有几分惬意，但很快便雨停天
晴。此刻，艳阳在天上，万物盎然。
身为糖厂管理者，每逢大年三十这
一天，在处理毕手头的事务后，我总
要到各车间给大伙拜年。卸蔗场是
露天作业工段，一车车濡染着山野
气息的甘蔗在这里被吊上喂蔗台，
在阳光照射下散发出一股浓浓的甜
味儿。我到卸蔗场时，恰逢交接班
时刻，仰头望去，见一位青工一脸笑
意，咚咚咚蹬上蔗场龙门吊车，将一
张红红的“福”字和一张饱含美好愿
景的年画张贴在吊车操控室的外壳
上。我向他挥挥手，然后抱拳拜
年。他乐滋滋地朝我喊道：“过年
了，年画一贴好运来！”言毕，小伙子
开启了龙门吊车。咣当一声，那装
饰着年画和“福”字的吊车在长长的
吊梁上来回运行，朝偌大的卸蔗场
撒播着农历新年的祝福。

在卸蔗场空旷处，停泊着一辆
待卸甘蔗的卡车。司机从驾驶室里
跳下来，一边察看车上的甘蔗，一边
嘴里嚼着东西，吃得津津有味。我
一看，便晓得司机许是赶了一宿的

路，才把甘蔗运至糖厂。他吃的是
简便早餐吧。

我先给他拜年，继而朝他打
听。果不其然，那车甘蔗是从距糖
厂二十多公里的山窝里运回来的。
从位于山地里的甘蔗园运输甘蔗至
糖厂的经历，我是体验过的，其间要
经过一段路程不短、坎坷颠簸的山
路，艰辛异常。此时已是除夕日的
上午，青工见我关注他吃东西，有点
不好意思，说他吃的是年糕，是妻子
给他特制的，个儿只有巴掌一般大，
既方便携带又可充饥，亦可尝尝过
年的味道。

我驱车来到糖厂南面一处甘蔗
园。被称为糖厂第一车间的甘蔗园
也是一片春意漫溢，洋溢着浓烈的繁
忙气息。暖阳下，蜂呀蝶呀三三两两
地围着遗在甘蔗园里的蔗根，悠然起
舞，诠释着春的律动。一班砍蔗工人
把砍下来的甘蔗搬到停在路边的卡
车上，装满了车才到蔗地边的一棵榕
树下歇息。这时，一位甘蔗园主模样
的汉子提早给大伙送来了年夜饭。
园主和工人们在蔗地里的一块草坪
上支起一张简便的竹桌子，摆上烤乳
猪、白切鸡等菜肴，一起围拢着用餐，
其乐融融。我向他们拜了年，婉谢了
他们盛情的聚餐邀请便告辞了。

到了煮炼车间，又是另一番景

象。车间门框上，晌午时分便灼灼
地贴出一副水墨淋漓的大红春联。
上下联为：“辞旧炼糖蜜，迎新舞春
风”，横批：“芬芳暖心”。此联是车
间同仁自撰自书的，写得颇有文采，
也有书法笔意。我晓得车间里有擅
长文墨的能人，不禁驻足朝那副春
联品赏了一会，然后到车间值班室
向大家拜年，爬上煮糖楼看望当班
师傅们。迎面遇着煮糖工老刘，他
原在酒厂工作，受环境影响嗜酒成
性，每逢大年三十必喝得酩酊大醉，
蒙头便睡，再精彩的春晚亦与他无
缘。今年除夕夜，逢着老刘值班，有
厂规约束着，酒自然是喝不成了。
我一见他便握着他的手说：“给你拜
年来啦！今晚没饮酒也没关系，你
就闻着糖晶的香味迎接新年吧！”岂
料老刘一弓腰，从身边工具箱顶上
抓起一个玻璃瓶，晃了晃说：“也真
没关系，我有这个随身也能壮精
神！”我细看，原来是一个装酒的空
瓶子，瓶腰上贴着“二锅头”酒商
标。老刘瞧我迷惑不解，腼腆地笑
道：“不好意思，逢着上班喝不了酒，
我就带来一个刚饮完的酒瓶子，没
事时嗅嗅也能解酒瘾！”在场的人听
他这一说，都朗声笑了。

再走过去就是成品包装间了。
这是制糖生产线的最后一站，操作工
全是妇女，她们爱美，除了身穿工装
外，每人脖颈上都系着一条自购的红
色锦纶围巾。她们似是相约着一起
选购和佩戴围巾，以营造新年的气
氛。那鲜艳的围巾，把她们的脸颊映
照得红扑扑的，从皮带机上滚滚而来
的白砂糖晶体，也被衬托得更加晶莹
剔透。我向她们拜完年，抬头一看，
对面糖袋封口机一旁的窗台，不知什
么时候被美化了，摆着一株栽在陶瓷
盆里的金橘树，肥硕的绿叶衬着金黄
的果子，还有一盆兰花，悬挂着好几
颗小花蕾，和金橘树一起，搭配得烂
漫多姿，柔婉翩然。

记忆中的春节既是阖家团圆的
日子，又是母亲一年中最忙碌的日
子。

母亲的忙碌是从腊月廿四开始
的，腊月廿三祭完灶爷，家里便开始
了大扫除，里里外外，犄角旮旯，一
个角落都不放过。母亲负责用新扫
把“扫屋”，我们负责清理母亲扫下
的灰尘，整个村庄的大人小孩都行
动起来，一年的“扫尘”活动也变得
轰轰烈烈，热闹非凡。

扫完尘，母亲便带领我们清洗
厨房，拖地，把家里堆积的所有锅碗
瓢盆搬到水井旁洗刷一新。若是晴
天，一切都会显得万分美好。但记
忆里的那一天大多是阴雨绵绵的寒
冷天气，每次洗碗被冻得难受的时
候，我都忍不住向母亲抱怨，怪她因
循守旧不懂变通，每次都要等到腊
月廿四才打扫卫生。她总是笑笑
说，几千几百年来的习惯总不能因
为你这个臭丫头而改变吧，少说话，
多做事，干干净净过大年。

腊月廿五到廿八是小孩子最喜
欢的一段时间。这是一年里父母亲
唯一一次从早到晚都在忙着制作年
糕的时光。那段时间里的厨房每天
都是热气腾腾的，祖母负责让灶膛里
的火苗旺盛，父亲负责采购糯米、油、
面粉之类的材料，母亲负责炒花生，
小孩子们负责剥花生，一边剥，一边
往嘴里扔去。这段时间里，父亲负责
制作“糖贡”和揉面，我们和母亲负责
煎花生饼，油炸“京果”“领带花”“月
半”等等，各色年糕花样百出，院子里
的人们你到我家“试锅”，我到你家

“试锅”，每天都是人声喧哗，日子里
到处都充满了人间烟火气。

等腊月二十九陪哥哥姐姐们贴
完春联，我就会乖乖地给母亲当下
手去准备饭菜。那时外出的人们都
回到了家里，大家天天聚在一起吃
围桌饭，天南海北地聊着这一年来
的种种事情，几乎每天都是吃到天
黑才散席。除夕夜的那顿年夜饭更
是大家吃得最久最开心的一顿饭，
从早上忙到下午三点才开吃，吃到
天黑透了还没有人愿意散席。大家
胡喝海侃，再加上伯父开上的那一
瓶上好佳酿，连祖母都忍不住会开
心地喝上一两口。各种祝福的话语
从桌子的这一端传到桌子的另一
端，孩子们则端着饮料四处敬酒，全
家上下到处呈现出一派喜乐融融的
景象。

其实春节真正到来的时间是在
除夕夜后的凌晨。当伯父接春的鞭
炮一点燃，所有守岁的孩子基本都
跑回各自的房间，在噼里啪啦的鞭
炮声中呼呼大睡，鞭炮越响，睡得越
香。家里灯火通明，大人们则忙着
接鞭炮、挂鞭炮，鞭炮从正屋的门前
庭开始挂起，接着往第一间偏屋延
伸，一直延伸到第十三间偏屋，最后
再往屋门前的椰子树林里延伸开
去，远远望去，就像是一条红色的长

龙在椰林里穿梭，实在是让人越看
越爱看。买来的烟花则由年轻的哥
哥们搬到偏屋的屋顶摆放整齐，只
等时间一到便在天空灿然绽放。

每年正月初一，燃放鞭炮的时间
大概是凌晨五点。每次母亲都要赶
在鞭炮燃放前催我们起床洗漱换新
衣服，虽然还是睡意朦胧，可一想到
新衣服，大家都急匆匆爬起了床，穿
上新衣就往外面冲，巴不得快点让小
伙伴们看到自己的新装扮。鞭炮一
响起，家里的一群人就不约而同地聚
在了椰子树底下，在爆竹不断升腾起
的烟雾中，每个人都宛若走进了仙
境。大家在椰子树下打照面，互相说
着吉利的话，然后再静静地立在寒意
中听鞭炮齐鸣，看烟花绽放。

我们家应该是全村最早燃放鞭
炮的人家。当一个小时的燃放时间
结束后，天慢慢地亮了起来，左右邻
居才开始响起了洗漱的声音。母亲
则迅速招呼我们回家搬各色年糕去
主屋排席，大伯父和二伯父搬出来
的都是从各大超市买回的各色漂亮

的巧克力、果脯和饼干，我们搬出的
都是父母亲亲手制作的“糖贡”、花
生饼、“领带花”……大年初一的敬
茶时间也是我们家最重要的一个时
刻。祖母和大伯父坐在主位上，我
们轮流给他们敬茶拜年，他们则轮
流给我们发红包。家里的每一个小
孩和长辈都有红包领，个个笑逐颜
开，你说恭喜发财，我说万事如意。

那一刻，大家围坐一起，喝着
茶，嗑着瓜子，聊着新年的愿望，小
孩子的心里对新的一年又充满了好
奇和想象。不曾想，那些如蜜如糖
的时光，只是一恍惚，就消逝了无痕
了。

吃完早茶，就是走村串户的时
间，我们跟在伯父的身后往南走，走
完村子，挨家挨户道完祝福之后，再
顺着东南方往海边走去。那时伯父
从三亚带回了相机，每次都会在海
边给我们拍拍照。那是我们一年中
唯一的拍照机会，既想拍，又怕拍，
一到拍照时间，大家就拼命互相推
辞，伯父最后只好选择给我们拍集
体照。新年的海风拂过每一个人的
脸颊，那是一段在记忆里都能闪着
光的美好时光。

从大年初二开始，我们就尾随
着父母亲到外婆家拜年，回来之后，
就是亲戚们到我们家拜年。鞭炮声
声，每天都不间断，宴席每天都在轮
换着花样摆，我和嫂子们在水井旁
把碗刷了一遍又一遍，记忆里都是
手指冻麻的滋味。

直到正月初八伯父们回到各自
的岗位上班，我们家才渐渐从喧闹
恢复到了春节前的宁静。春节的热
闹气氛也随着家人的陆续离家而逐
渐消散。直到元宵佳节，我们家才
又一次进入了春节的第二个高潮。

有一种行动叫无声，有一种品格叫
鞭策。如果不是耳濡目染，很难相信红
尘滚滚中还有这样的另类“达人”。

每天晨起，他都在小区一隅挥舞太
极，那动作虽然不十足规范甚至有点“夹
生”，但认真的劲儿几乎达到痴迷。任凭
多少人从他身边“噔噔”走过，他依然头
不转向，眼不斜睨，如置无人之境。年逾
古稀之人天天乐此不疲，你能说他没有
那么一股子“踔厉奋发、笃行不怠”的时
代精神吗？

晨曦初露，暖阳亲吻着大地，给壬寅
新春增添了些许祥和。也许是年的气氛
驱使，他已开始收功谢幕而转入“编外保
洁”阵地。只见他挥动那把随身携带的大
扫帚，“沙沙”作响地把练功周遭的落叶扫
净、装袋，小心翼翼地放进垃圾桶里。对
散落在地上的枯枝残桠，他躬身拾掇，费
了好大的劲才用麻绳捆扎紧实，有序地放
在垃圾桶一侧，只待环卫车拉走。而当小
区物业的清洁工上岗时，老人又已“换景
转场”——加盟社区新春公益活动去了。

看着干净的地表，有的清洁工还以
为“昨夜风静无落尘”，但也有的首肯“早
有蜻蜓立上头”的先行者把好事干了。
其实，小区里的住户都心知肚明，好事是
那位练功老人所为，但他没那么张扬而
已。春节临近，我曾多次目睹这样的一
个场景：晌午刚过，小区正当午休时分。
老人踽踽独行，徘徊在垃圾桶旁，这边瞧
瞧，那边瞄瞄，或捡起散落在地上的垃

圾，或调整桶里溢满的容量，或提水冲刷
地上的污渍，或擦拭被泔汁污染的桶盖
和桶身四周的污迹……

有感于内，必表于外。一青年住户被
老人家的精神打动，便悄悄印制两张招贴
做了个“温馨提示”：对准入口，小心扔放；
小区是咱家，清洁靠大家。也许，无声的
鞭策更加抵达人心。从此，随手扔垃圾，
乱堆放弃物的现象几乎绝迹了。有一天
傍晚，我看见老人家伫立在那块告示牌
前，时而沉思，时而喃喃自语，时而掠过一
丝笑靥。看得出，老人家也为这里有了

“明白人”而感到欣慰和释怀。
任何文明都是渐进和累积的过程，

老人透悟个中道理。因此，在思维行事
上，他虽然不强求别人与自己一样，但还
是乐意做个榜样。你看，大树底下时常
有人纳凉围坐，有的吸烟闲聊，有的喝茶
打牌，那烟头茶渣满地狼藉，有点“触目
惊心”。老人家选择大伙散场后行动，将
丢在地上的烟头茶渣一支支、一撮撮捡
起，连几案上的烟灰、果皮和纸屑也擦拭
收拾得干净利落。然后，他悄悄放上一
个大铁盒让人们“对号入座”。

老人家的善行引起我的思考：他为
何专挑没人或人少的时候出现，如果当
着众目睽睽不是更具警醒效应吗？可
老人家的认知却非常特别：“那样就太
生硬地打脸别人，伤害感情，显得多此
一举了。”他还说：“我是个老人，既不能
造山川，也不能造星河，只能做一点力
所能及的微尘小事，习惯了，不算什
么。”我被老人家“不贪热烈，只愿俗常”
的修为折服，心灵深处久久回响着“修
合无人见，存心有天知”的和弦余音。

后来我才知道，老人家是个读书人，
平生尊儒崇道且学力颇深。在他的调教
和影响下，两个儿子早些年都考上名牌
大学医学硕士，都热心社会公益事业，在
他们工作的城市是个响当当的抗击疫情

“逆行者”和“志愿者”。有其父必有其
子。我为老人良好的家教家风有了传承
而起敬，更为他把所有的情志都藏在善
行里而喝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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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月留痕——海口老街》（油画） 王家儒 作

这次无意之中来到万泉河边的侨乡
留客村，看到蔡家森四兄弟建的那座具
有南洋异域风情、深具中华文化底蕴的
椰林庄园及建筑群，很是惊喜。

惊喜有四：
一是惊叹和喜欢这座热带庄园。它

的海边椰风，它的南洋风情，它的热带情
调，它的文化韵味，它的中国气派，都让
人惊叹不已，欢喜异常。

二是惊叹和喜欢这片建筑群。它既
人文，又生态；既历史，又时尚；既异域，
又中国；既坚固，又通畅。尤其喜欢它的
整体布局，它的原始肌理，它的风水选
址，它的相互和谐，它的天人合一。

三是惊叹和喜欢建筑群中每幢建筑
的款式、姿式和架式。有模，有样，有神，
有韵，有“派”，还有“范”。看它向着蓝天
往上冲的劲头，那种自由拼命舞的灵动，
是不是令你有满眼的惊讶、满心的欢喜？

四是惊叹和喜欢这座庄园建筑群里
的文化。看惯那种竹木结构的农舍村
宅，再看看这种大宅老屋，是不是惊诧蔡
氏家族的名望地位？还深感历史的久
远，乡情的厚重。

海南琼海万泉河畔、博鳌亚洲论坛
会址旁的这座热带庄园建筑群，它是民
房，又像堡垒，还像宝盒，这种建筑保得
住真气，能厚植底气，会孕育大气。

留客村的蔡家宅，是下南洋的去番
客蔡家森们回家乡建的，离乡下南洋，人
走向了世界，眼光更宽广；回乡盖楼房，
人安顿了灵魂，心灵更亮堂。

留客村的蔡家南洋庄园，生动地诠
释了留客村的“留客”两字的含义。它代
表了琼海对海外游子的深情召唤，也代
表了下南洋去番客对家乡的乡愁眷念。
有人说“人世间最长的路，就是那越走越
近的回乡的路。人世间最深的情，就是
那越来越浓的思乡的情。”所谓“近乡情
更怯，不敢问来人。”看了这座庄园建筑
群，读了蔡家森们的去番史和回乡史，想
起一句诗“人生漫漫南洋路，乡情浓浓留
客村”。

留客村的蔡家南洋庄园，之所以悦
目、赏心、养神、长气，不仅在于它的山水
位置、园林风情、典雅建筑，更在于它厚重
的历史、文化的交融，以及向上的精神。

蔡家这座庄园建筑群，让人感觉有
文化。

在会客堂的墙壁上，我们看到一副
对联，是苏东坡的诗句：“沧海何曾断地
脉，白袍端合破天荒。”诗句意思是：滔滔
沧海，割不断人气地脉；书生白丁，有志

气可破天荒。宋绍圣四年（1097年），苏
东坡驾一叶孤舟过琼州海峡，来到荒凉
之地儋州。此时的苏东坡已是第三次被
放逐。从京城贬黄州，从黄州贬惠州，最
后从惠州贬至儋州。正像他自己所说

“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问汝平
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

但苏东坡毕竟是苏东坡，他渡鄱阳
湖，越梅关庾岭，过琼州海峡，来到海南
苦热潮湿之地，写下了“我本儋耳人，寄
生西蜀州”。苏东坡被贬海南，来到儋州
任所。自己遭贬受难，却为海南百姓做
实事，兴修水利，耕种技术，还设馆办
学。他收的学生里有个海南人名叫姜唐
佐。苏东坡在《书柳子厚诗后》中说：“元
符己卯闰九月，琼士姜君来儋耳，日与予
相从。至庚辰三月乃归”。“日与予相
从”，即指姜唐佐来投师从学。

姜唐佐在苏东坡门下，学习勤奋，进
步很快。半年时间过去了，姜唐佐因母
病要返回家。也有资料说是苏东坡要北
返了，总之，两人要分别了。临行前，苏
东坡给姜唐佐题了两句诗：“沧海何曾断
地脉，白袍端合破天荒。”

你还别说，事情就是这么神奇，后
来，姜唐佐果然考取了举人，据说他是海
南的第一个举人。从这两句诗来看，苏
东坡的教育并不只是传授知识，更不是
私下传授科举秘诀，而是给姜唐佐种下
了理想和志气。

从“沧海何曾断地脉，白袍端合破天
荒”的诗句联语中，我读出苏东坡的豁
达、无私和眼力，海南人姜唐佐的勤奋、
聪慧和出息，同时，我还读到一种历史的
信息、文化的密码。一个地方的繁荣发
达，在于社会的开放，在于人才的流动，
在于文化的交流，无论是古代中原人苏
东坡来琼州，还是近现代海南人蔡家森
们的去番地下南洋，都输出与引进了文
化，都学习并带来了价值观念。扩大开
放、加强交流就是成长、发展、繁荣之路。

蔡家森几兄弟有着中国传统文化的
扎实底子，发达之后在印尼普及中华文
化，传播中国价值，他们在艾力岛捐资开
办华文小学、中学，在印尼的蔡家墓园墓
碑上都刻上“世居留客，海南琼州”字样，
不忘来处。

在这座蔡家庄园老宅里，也到处可
见蔡家森们对中华文化的钟爱、传承，和
他们用中华文化来教育家人的自觉。

蔡家屋前院正堂上书“忠孝传家”，
两侧门联恢宏大气：“胸中云梦波澜阔，
眼底沧浪宇宙宽”，既有儒家传统的文化
底蕴，又融入了海洋创业的无畏精神。

蔡家宅还专门在老屋开辟私塾“槟
榔书斋”，正中悬挂孔子画像，两边贴着

“蒙学养正，知书尚礼”。
留客村的这座蔡家庄园建筑群凝聚

着散落世界各地的蔡家后人。如今，蔡家
人虽散落在世界各地，从事不同的行业，
但每逢清明就会回乡祭祖，三年一次小聚
会、五年一次大聚会，全家还设立了基金，
用于保护修缮老宅。“炎黄子孙家乡的观
念很重，不管走多远，都要落叶归根，蔡家
老宅承载了子孙六代人对家乡的念想，是
魂牵梦萦的家。”蔡家的后人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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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的家乡东方市八所镇，人们过春节，
总喜欢热热闹闹。春节期间，不管在城市，还
是乡村，处处都沉浸在喜庆热闹的氛围之中，
那浓浓的亲情、友情也就在这醇厚的年味里
氤氲升腾。

进入腊月，家居东方的人们会挑选一个
阳光灿烂的日子，拆洗被单、床单，晾晒被
褥。腊月二十四至除夕，家家户户陆续开展
大扫除，把里里外外收拾得干干净净。手巧
的家庭主妇支起炉灶酿制地瓜酒、米酒，或提
前煮晒瓜子，或制作京果、酥饺、酥饼等过年
小吃。

八所街上的年味日渐浓厚，琳琅满目的
年货摆满大街小巷，订购春联、置办年货的人
们接踵摩肩、熙熙攘攘，宽阔的马路变得拥堵
起来。这时候，外出的游子不论身处何方，都
会先后返程，赶在除夕之前回家和家人及亲
戚朋友团聚。

除夕，是家乡人最繁忙的一天。吃过早
餐后，长辈们便开始张罗过年事宜，他们不仅
要准备当天的年夜饭，还要备好大年初一所
需的生鸡、生猪等肉食，因为按照东方的习
俗，大年初一不能“杀生”，这项习俗一直沿袭
至今。生性顽皮、好奇的孩子们会围在一旁
看热闹，长辈们嫌他们碍手碍脚，总会把他们
赶到外面去玩耍。

一切准备就绪后，每户人家都会贴上大
红的春联、门神，祈福新年大吉大利。祭拜祖
先是年夜饭前一项重要的仪式，长辈们在供
桌上摆好供品后，领着儿孙们排好队伍，一起
叩拜祖先，祈求祖先保佑子孙健康平安，新年
好运。

春节期间是东方美食亮相的大好机会，
四更烤乳猪、南港羊、老乡鸡、小岭牛肉干等
纷纷端上各家各户的餐桌，圆圆的桌面变成
了美食大拼盘。除夕夜，阖家团聚，浓浓的亲
情在香喷喷的菜肴里浸润发酵，一年的辛劳
在父母的嘘寒问暖中得到了安慰。这时候，
家成了最温暖的港湾。每年除夕，我最难忘
的是母亲精心蒸制的糯米饭团，咬一口，慢慢
咀嚼，回味糯米饭的甜香，内心才真切地找到
家的感觉。年夜饭后，一家人围坐在一起，边
观看春节联欢晚会，边叙话家长里短，气氛融
洽快乐。

印象中，每年大年初一零点时分，是东方
城乡最喜庆热闹的时刻。这时候，每一家都
会点上香火，然后燃放烟花爆竹，迎接新的一
年到来。从城市到乡村，处处火树银花，炮声
隆隆，燃放时间常常持续半个小时以上。东
方人就喜欢这份喜庆热闹。近两年，烟花爆
竹禁燃令发布后，八所城区多了一份清静，人
们也在慢慢习惯这种氛围，文明过年渐渐成
了一种新时尚。随着大年初一的到来，春节
的喜庆氛围也就越来越浓厚。早上醒来，孩
子们都穿上新衣裳，边玩乐边等着长辈们分
发压岁钱。记得小时候，家里经济困难，一年
到头难得买新衣服，因此那时候的我，总是盼
着大年初一快点到来，有新衣服穿，有压岁钱
拿。现在生活条件好了，新衣服已不是什么
稀罕的物品，但每年春节前，绝大多数人还是
会特意购买几件合适的新衣服在春节期间
穿，以图个新年新彩，顺心如意。

大年初二，是女儿女婿回娘家的日子。
这一天，总要备上一些年礼和“红包”上门给
岳父岳母拜年，祝福他们新年快乐，健康长
寿。从这一天起，由民间组织的民歌演唱等
文体活动渐入高潮。亲戚朋友之间也开始了
相互走访大拜年。热情豪爽的东方人喜欢走
亲访友，每年春节，他们都会轮流请客、拜年，
今天在东家过，明天到西家过，每天都在热热
闹闹过大年。在过去，过完年初四就算过大
年了，该“收心”劳动讨生活了，可是现在，不
过正月十五都不算过年。就这样，亲情和友
情在这相互拜年团聚中愈发深厚。

如今，一些传统的年俗在慢慢消失，人们
过年的方式也日趋多元化。但不管怎样改
变，喜庆热闹的主题没有变。新时代的东方
人在以各种方式欢度春节，一张张笑脸写着
甜美的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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