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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孩小孩你别馋，
过了腊八就是年……”腊
八已过，天公作美，趁着
休息时间，赶紧清洁家
居，把那浓浓的年味儿造
起来吧！

老妈说过：在农村老
家，进了腊月门，就要开
始忙年了。刷洗清扫、缝
补修整，早早干完，准备
后半月的蒸炸卤炖、置办
年货。记得学生时代，家
里一般是腊月二十一二
扫灶，也就是大扫除，老
家那边叫“扫灰”。老妈
说，要把一年的灰尘清扫
干净，把“灶王爷爷”干干
净净地请上去！哦，记起
来了，灶王爷爷就是一张
薄薄的写满了二十四节
气的符，最顶上坐着个

“灶王爷”，下面表格里是“冬日九九”和一年四季的民
俗谚语，很是神奇。这种符表一般是走街串巷的小贩
送上门的，各种版本，价钱不贵，但通常集市上是买不
到的。符表是那种古老的刻板印刷制作的，只有三种
颜色：黑色、水红还有草绿色，周边用花纹点缀，灶王
爷是红绿相间的图案设计，饱满福相、长髯飘飘、慈眉
善目、俯视苍生。符表上的小字密密麻麻，竖版印刷，
小时候的我感觉那像是咒语。在农历“小年”那一天，
要将最底下印着一匹小马的一端剪下来烧掉，老妈说
那是灶王爷爷来时的坐骑，叫“灶马”。灶王爷既然来
家了就住下不走啦，会保佑我们家这一年地里风调雨
顺、庄稼丰收满仓，家里人丁兴旺、吃饱喝足。我不懂
那么多，只记得有一样是最要紧的——吃饱！是的，
在那个吃饭都成问题的年代，谁家能每顿让孩子们都
吃饱了，谁家就是好日子！

年关忙活各种美食时，老妈常常在锅台边上对着
这张符表把24节气俗语读上几条，念念有词地讲究一
番，例如“二龙治水”“三羊开泰”之类的词，老妈都能头
头是道地论讲出道理来。我当时虽然不明白具体来
处，但听得多了，也慢慢知晓了许多貌似哲理的词条。
比如，“九龙治水”必是大旱之年，因为“人多乱、龙多
旱”，是不是很有趣？ 现在，老妈真的老了，虽然她做
过十几年的民办教师等“公家活”，庄稼活儿并不是那
么靠的上，但那些庄户人家的民俗谚语仍能如数家珍、
随口而成，让我从心底叹服老一辈的用心用脑、智慧衍
传。而那灶台边墙上的“灶王爷”图表，更让我赞叹中
华文化的博大精深，听说那是聪慧的农家人在年复一
年的辛勤劳作中审时度势、日积月累凝炼出来的精华，
意义非凡。

“扫灶”之日的选择一般是晴天暖日，既然是大扫
除，上下空间、犄角旮旯，便都要翻腾一遍，把那些个
蛛网、渣屑都彻底清理干净。刚开始时，我们只能给
父母打个下手，把一些瓶瓶罐罐、包袱箥箩之类的搬
到院子里，拿小抹布擦拭干净，在阳光下晒一晒，让蜘
蛛呀、小甲壳虫呀之类的赶紧搬家。后来，父母年龄
渐增，我们个子渐长，“空中作业”后来几乎成为我的
专利，因为我从小就是个“飞檐走壁、上房爬树”的主
儿，“投烟囱”“爬墙头”什么的都不在话下。直至后来
工作了，因了假期多的缘故，自然也一直承担着这份
美差。说是“美差”，是有缘由的。一年到头下来，每
个角落拾掇拾掇，可能会发现些许被遗忘的“宝贝”，
或是姐姐妹妹们玩罢随意塞放的，或是被老妈没收了
搁置的。当然，女孩子喜欢的无非是些手工小玩意
儿，或是漂亮糖纸、奇巧小盒子之类的，并非什么奇珍
异宝。老妈一般也不计较，任由我们拿去把玩，因为
放年假了嘛，我们姐妹的优异成绩和年关的幸福忙碌
尚且让老妈高兴不过来呢，玩就玩吧！

再后来，我们也长大及开始回味生活，有些儿时
的小物件反而真的如“奇珍异宝”般的感觉，让我们蓦
然沉浸在久远的记忆深处，甚至有些根本早已丢在风
中的斯人斯事，却被这些老物件刻画下了深深的印
记，往往会勾起串串美好的回忆。那些陈年旧事，有
的成为女儿睡前的故事，给儿时的她以好奇和遐想；
而我，也在回味的过程中拾掇起记忆的碎片，给童年
艰难困苦的历程赋予了诸多乐趣，更有一些其实一直
是励志的法宝，陪伴着我们一路前行一路歌。

时光如水，岁月如梭。人，总是在慢慢变老的，时
间便是最好的答案。如今，老妈的腰身已经不再挺
拔，我的两鬓也已泛起霜花，但在翻箱倒柜、除旧迎新
的过程中，还能听老妈讲述那过去的故事，家长里短、
世代繁衍，便仿佛又回到那苦中有乐的奋斗年代。感
觉真好。

转瞬又是岁末。山长水阔，柳暗花明，又一轮四季的幕布
即将落下，在徐徐关闭的缝隙里，许多的人和事即将成为过去
了，连同旧岁里的我。岁序的尾音从幕布里探头探脑地露出
恋恋的眉眼，舒缓弹跳着的是轻轻的告别的跫音。

春天嫣然的花已然凋落，夏天聒噪的蝉声已远去，秋天缤
纷的叶已宿入泥土，此时是冬天，万物寥落的季节。海消隐了
澎湃的激情，安静地隐在冬天淡淡的雾霭中，似在沉思着。海
边的城市街道上堆着积雪，暗示着曾经的雪的消息。河流已
经结了冰，冬天的寒冷冻结了它的欢歌与笑语，只向着天空呈
现它们的玉壶冰心。乡下的鸭与鹅依然贪恋着河流，它们在
河流的冰冷中玩耍与嬉闹。冬天的相守让人感到温馨。树木
裸露着枝杈，不再荫蔽干净的心。没有了遮挡的道路明晰起
来，它们逶迤远去，引导着远方的思绪与遐想。道路上行人车
辆稀少，冬天温暖的室内羁绊着人们畏惧寒冷的躯体。

鸟儿依然是自由的，它们倏然起落的身影勾画着冬天的
轻盈与欢快，我艳羡喜爱的目光分辨出了麻雀的小巧和喜

鹊修长的大尾巴。裸露的田野里，曾经邂逅了成群的喜鹊，它
们飞翔的身影渐渐缩小为白杨树上一群暗色的花苞，它们在
寒气里与树木相依为命。暖阳高照的时候，它们繁密的私语
织就了欢快的瀑布，一波一波地泼洒到心间，奏成叮叮咚咚的
喜悦的泉水，冬天的枯燥便被润泽得朗润起来。鸟儿，是天地
之间的精灵，它们传递着天空与大地的情话，牵引着眼睛与心
灵的舞蹈的节拍。有了鸟儿，萧索的冬天不再呆板与冷漠。

阳台上的花儿却次第开了，似乎给我酝酿出了一方小小
天地之间的春天。红的火热，粉的婉约。它们簇拥在我的窗
台上喜笑颜开着，似一群爱意绵长的小儿女围拢在我的家
里。长寿花亭亭的茎上簇簇的花苞一朵接一朵
的绽放，层层叠叠的花瓣精致而又饱
满，分明是一朵朵小小的牡丹花，
那热烈的红映着阳光的明亮，
似一位红妆艳裹的美人
在大声歌唱

着光阴的祥和与美好，看一眼，心便醉了。翠绿的铜钱草覆盖
了花盆，与一盆盆的鲜花相映成趣，使我的阳台充满盎然的生
机。室外风吹雪飘，室内花开叶盛，这样的锦绣光阴教人珍重
与端庄。

我的内心亦是笙歌燕舞。寒冷的风会变暖，海洋会重新
潮汐涌动，树上挂着的破败的枯叶会被春风吹走，新枝会萌
发，一个姹紫嫣红的春天等候在前方。

又是一年腊月天。光阴的长河裹挟着往昔淙淙流向未
来，它从未止息。孔子曾经站在岸边慨叹过：“逝者如斯
夫！”这一声慨叹如此的嘹亮与厚重，穿透了古今的光阴。
生命如逝水，沉淀着亲情、苦乐与梦想，涵泳其中，百味绵
厚，余味甘甜。过去、现在与未来，串联了珠光闪烁的人生
的链条，站在今天的节点上，我以花的微笑告别昨天，以叶
的新生自渡明天。

在我寓身的小城，雪已落，梅含蕾。
再见，在歌声中远去的昨天的我，你好，我的又一岁辞旧

迎新的腊月光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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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耕十年耕耘耘谱华章谱华章
——《烟台散文十年精选》札记

□燕台石五味评书

烟台散文学会自2007年11月成立，到2019年已经走过
了十一个春秋，翌年创刊的《烟台散文》也渡过了十周年的历
程，为纪念这块来之不易的文学园地的诞生，烟台散文学会首
任会长、《烟台散文》主编綦国瑞先生特在新中国成立70周年
之际，编辑出版了《烟台散文十年精选》一书，奉献给为《烟台
散文》的成长倾注心血的众多作者和广大读者。

十年间，《烟台散文》共出版40余期，发表文章1500多
篇。刊物除在本市发行外，还在全国、全省大范围、大数量地
发行交流。与此同时，刊物还在胶东在线开设了《烟台散文》
栏目，在新浪网建立官方博客，全面推介《烟台散文》的内容。
随着刊物的不断发展，其影响越来越大。众多读者认为，《烟
台散文》不但在内部刊物中，就是放到同类文学刊物中也是上
流的。山东省新闻出版局曾在《山东新闻出版》期刊上全面介
绍办刊经验。

本次《烟台散文十年精选》的散文，就是从《烟台散文》十
年间刊发的大量散文中，精心筛选的110余篇，计有40余万
字，470多页，分为《本乡本土》《至亲至情》《千山千水》《文根文
脉》四辑，虽说放到浩如烟海的散文作品中，只不过是小小的
浪花一朵，但它却是烟台市广大散文作家和作者十年辛勤耕
耘的累累硕果，十年砥砺奋进的时代华章，散发着独特的芬芳
和炫目的光彩。

一个人的一生，会走过很多道路，经过很多熟悉、很多陌
生的地方，看到很多变化、很多变迁的场景，记忆最多的应是
浸淫着岁月初萌的故乡，一思一念之间，时常会牵动心底那份
最柔软的温情！那些《本乡本土》的散文，散发着馥郁感人的
浓浓乡情、乡韵和乡愁。2009年夏季号峻青写的《登蓬莱阁》，
作为原籍烟台海阳的著名散文家，他写过许多赞美家乡的作
品，这篇《登蓬莱阁》将烟台的名胜描写得起伏跌宕、引人入
胜，“当我们站在蓬莱阁上，看着这仙境优美风光，眺望着水天
苍茫一碧无垠的辽阔海域，缅怀着先烈们御侮卫国的英雄业
绩时，怎能不倍加感到我们祖国的可爱，民族自豪，自己的神
圣职责呢？”峻青于2019年8月19日驾鹤西行，这可能是他晚
年不多的几篇作品之一，今日让人读后唏嘘不已。烟台的本
籍作家写了大量包含真情实感记叙本乡本土的散文，如尹其
超的《永远的烟台山》、孙为刚的《舌尖上的记忆》、于大卫的
《老烟台的无花果》、朱相玉的《守望历史的街巷》、华亭的《食
海蟹》、井小力的《四季流转之小城》、安家正的《老将军重返天
福山》等等，那一座青山，那一餐美味，那一株老树，那一条老
街，那一口老井，那一位老乡，那一位老将军，都是难以忘怀
的、魂牵梦萦的、可爱美丽的家乡。本书并不排斥外地人对烟
台的所见、所思、所感，收录的散文名家书写的烟台别有情趣，
颇值一读。散文大家石英的《感受烟台莱山》，邱华栋的《去莱
山看山和海》，红孩的《到莱州去授粉》，梁衡的《这里有座古树
疗养院》，王秀云的《莱州词语》，不仅有对烟台美丽山水的记
叙描写，还有对独特烟台人文的赞美褒扬，让人阅后受到美的
熏陶，引发到此一游的豪情。这些年来，《烟台散文》刊发了大
量抒写烟台山水名胜、自然风物的散文，《本乡本土》选辑的44
篇散文，无疑是这方面众多作品的优秀篇章，它们既突出了地
方特色，也以文学的巨大能量传播了地方山水文化的美名，让

“人间仙境、醉美烟台”饮誉四海、声震华夏。
亲情是母爱、父爱，是心爱、关爱，是骨肉之亲，是手足之

情，是长者对幼者的疼爱。孙德斌的《回家的路》、田野的《可
怜天下父母心》、孙慧铭的《在父亲的田野上》、姜远娜的《想
您，在深秋》、于里杰的《有一种等待，会让月圆》、邹爱娟的
《院子里的紫丁香》、张金强的《“永久”的深情》、于云福的《永
远的托举》、刘建坤的《六分地》、王忠华的《樱红》、刘郁林的

《哦，妈妈家的香椿树》等，分别从不同的事
件、不同的视角回忆了自己的父亲、母亲，感
恩父母、知恩父母、报恩父母的一腔深情溢于
言表。母爱如水，似水温柔；父爱若山，如山巍
峨。父母为我们撑起了一方晴空，铺就了一条条
通往幸福的道路，那每一条路上都是满满的爱。
文集展示的亲情之爱虽以父亲母亲为多，但并不
仅仅局限于父母亲情。“亲情”重在“情”字，无血
缘关系也可以有亲情；有血缘关系也不一定有
亲情。真正的爱才是亲情，它是人间最美的
一种情感。王韵的《温暖的斑马线》让我们看
到一对老太太之间的温暖亲情；李元仁的《亲
亲的嫂子》让我们见识一位农村女子大
爱无私的情怀；黄晓东的《牵着姥姥的
手》、王道芸的《笤帚疙瘩》、方华敏的
《梦回故里》同为回忆姥姥，让我们感受
到性格各异、境遇不同、但爱心都是一样
的姥姥；李心亮的《祖父事略》讲述了一位老实
近迂的长辈的隔辈亲；潘雪松的《铁人二叔》记叙了一位朴实
勤劳让人敬重的亲人；付桂香的《老婆婆、姥婆婆》回忆了两
个离世亲人的故事；桑晓东的《同桌的你》念想的是中学时代
的纯真友情。一些散文作品甚至超越了一般的亲情，展示了
大爱无疆的胸襟。缪海燕的《你有多少难以忘记的人》，刘颖
的《四个四十岁的女人》，鱼鸿的《陌生人的背影》，王成的《混
沌》，兰翠的《旧家的燕子》，姜海波的《山之眷恋》，姜小杰的
《水与树的故事》或写人与人的情缘，或记人与动物的情谊，
或抒人与自然的情怀，诠释了他们对大爱无疆这一真谛的理
解。本辑筛选的41篇《至亲至情》散文看起来平淡无奇，叙
写的大多是司空见惯的日常琐事，但它传承的是中华民族的
优秀文化传统，是对人性真善美的热情讴歌。正如作者瓦当
在《思我在》所言，“只有面朝散文，才能返回故乡”，“你可以
说我贱，但我的爱不贱”。

青山绿水是上帝赐予人类的瑰宝，细品每一露珠，静观
每一花朵，徜徉天地间，放眼河山时，那众多山水总在向人们
娓娓讲述着一个又一个的动人故事。触景生情，有感而发，
情动于心，欣然命笔，这是散文作者的常态，因而就有了大量

“心灵鸡汤”挥洒成文。我将辑入《千山万水》14篇的散文通
读一遍，发现以写山的居多，既有名山大川，如陈元胜的《泰
山意象》，刘月峡的《水墨长卷通天峡》，燕台石的《鬼斧神工
观雅丹》，刘国林的《在地下深林》；也有不见经传的山川峡
谷，如静明的《金秋马山行》，綦宝林的《鹰山峡情》，栾世瑞的
《垂钓青山》。这些写山的散文，犹如让我们见到令万人敬仰
的圣贤，对我们诠释着生命的博大、肃穆和庄严。文集中虽
然写水的散文不多，但每篇都很精彩，秋实的《观苍海》让我
们领略了大海的性格；杨衍陶的《夜游漓江》为我们呈现了一
幅美丽漓江神秘夜渔图；宋华的《雨中赏荷》将牟平区沁水河
的一角描写得美轮美奂。水，可以拥有“大浪淘沙”“一泻千
里”的雄浑与苍劲，也可以嬗变为“泉水叮咚响”“军港的夜啊
静悄悄”的婉约与蕴藉。水，象征着不息的生命与灵魂，无穷
的力量和信心。当然，山与水是不可分割的，只有山与水的
交融，所以才有山明水秀，所以才让多少仁人志士为之倾
倒。正如人生的一种境界，既不在山，也不在水，而在于山水
之间。姜景阳在《进疆散记》以一位援疆教师的身份所表达
的正是如此，文中不仅可以领略“天山南北好风光”，而且看
到了一位“位卑未敢忘忧国”的“我们是来自烟台的教师”，克
服种种困难，圆满完成支教任务的报国情怀，令人为之敬佩，

为文集中的山水散文作了
最好的注脚。

历史文化散文从余秋雨发
端，因其从历史中发现那些对当
今社会有益的营养，至今不衰。
我市不少作者在这方面进行了有
益探索。古往今来，中华文化洪
流奔流不息，其之大，浩浩荡荡，

其之深，难寻其底。将中华文化不断传
承和创新，使这些珍贵的财富不致消失，是整

个社会和我们这代人责无旁贷的责任。《文根文脉》
选编的14篇散文，其中陈占敏的《唐宋八大家札记》，王月鹏
的《草根的守望》，王孟子的《大漠行舟：林则徐》，蔡红柳的
《黄叶村之约》等作品，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孜孜不倦地
追寻中国文学的文根文脉。文根文脉，在于魂魄。其魂留存
于文字，其魄则为传承之精神。文根文脉的传承，需要的是
言传身教，脚踏实地，需要活鲜的思想和生命。许多作者在
这方面深研细思，独辟蹊径，艰难跋涉，成果颇丰。难能可贵
的是文集还对胶东地域文化给予了高度关注，如姜瑞光的
《我的家园》，綦国瑞的《那条长长的胡同》，王秀梅的《正月二
十一》，岳新的《心安即是故园》，丁凤英的《远方那片海》等散
文，对胶东地域文化颇有独到见解。古韵今风，旁征博引，传
统与现代互动，挖掘胶东历史资源、唤醒胶东文化记忆、接通
胶东历史文脉，凸现胶东文化完整体系的雏形，应答了当前
在胶东文化研究领域中的诸多热点问题，并对胶东文化与现
代社会、胶东文化的当代价值、胶东文化与和谐社会建设等
诸多论题进行了深入研究，展现出胶东文化的多元性与开放
性风采，为解读胶东文化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具有很高
的文化传承与创新以及实践指导价值。当然，《烟台散文》的
创刊问世，也为胶东地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贡献了自己的力
量。文集收录的李秀丽的《和你一起成长》，郑云利的《春天
来到家门口》，记叙了《烟台散文》创刊十年来，在主编綦国瑞
先生和全体同仁的艰辛努力下，倾心散文事业，无私奉献社
会，为胶东地域文化添砖加瓦，不断成长壮大的历程，安危不
贰其志，险易不革其心，天地可鉴，有目共睹。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我们必须看到，文
化是民族和国家的灵魂，文学是照亮心灵的火炬，散文刊物
必须关注天下、关注苍生、关注当下，必须走紧跟时代、抒写
时代的道路。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精神，任何一个时代的
文艺作品，都是那个时代社会生活和精神的写照，散文写作
家只有同国家和民族紧紧维系，休戚与共，才能发出振聋发
聩的声音。散文作者和作家都应当自觉担当反映时代的使
命，勇于把握时代脉搏，聆听时代声音，回答时代课题。烟台
散文的发展、希望和末来，重在题材的开拓和精神性的提
升。烟台散文作者的进步和上升，关键也在题材的开拓和精
神性的提升。要创造烟台散文的新气象，必须以应有的历史
责任感在题材上大胆突破和开掘。这一点，我们必须有清醒
的认识。真心地希望烟台的散文作家队伍中涌现更多有胸
怀、有志向、有追求、有担当的人，力争写出更多、更好、更优
秀的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