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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到腊月天，年声逼近，年味也就
浓了。

沉默了一冬的石磨吱吱嘎嘎扭起
来，五花大绑的黑猪被摁在门板上嗷嗷
叫，酒灶的火烧红了半边天，打豆腐、杀
猪、吊酒、熬糖、长豆芽、扫扬尘——为了
忙年事，大人脚底都跟踩着风火轮似的，
对孩子也吆来喝去，我们心里不乐意，嘴
上不敢反抗，行动也不敢怠慢，生怕惹恼
了大人就不能去赶集了。

趁着帮大人干活儿的间隙，我们赶
紧大着胆子问：

“啥时去买年货？”
“腊月底，腊月底就去。”
为了这一天，我们扳着指头数着日

子。在孩子的心里，只有腊月集市上喧
嚷的年声才是最有诱惑力的。

为了这一天，可愁煞了爹娘，他们翻
箱倒柜，摸出几张皱巴巴的票子。爹说
要买这买那，娘说能省就省。他们围着
火塘商量了一个晚上，用烟盒纸列了一
张密密麻麻的年货单。

“有钱没钱，还得过年，平时勒紧点
裤腰带。”爹看着一脸委屈的娘，心疼地
安慰道。

天还没有大亮，窗格子上挂着的几
颗残星还在眨巴着眼睛，娘就把我从热
炕上拽起来，我揉着惺忪的睡眼，才忽儿
记起今儿是去赶集置办年货的日子，人
也一下子灵醒了，赶紧蹦下炕找鞋子。

娘已梳好两条长辫子，还搽了头油，
顺溜光滑，脸上也闪着光亮，看上去年轻
了不少。爹穿上了只有在重大节日才舍
得穿的蓝色中山装，左边的口袋装着包
金丝猴，右边的口袋插着支钢笔，别提有
多神气。在大人的眼里，上腊月集不仅
仅是办年货，更是抛头露面、交流沟通的
机会，所以马虎不得。

“上街办年货喽——上街买年货
喽——”

随着这一声声召唤，各家的门打开，
山路上汇聚着越来越多赶集的乡亲。他
们有挑着担子的、有扛着驮架的，有背着
背篓的，一路上说着笑着，我们跟在大人
的身后跑，心也在扑踏扑踏的脚步声扬
起的灰尘里飞了起来。

走到沟口，队伍又分成了两路，一路
顺着社川河上蔡玉窑，路近，集市小，冷
清。一路顺着社川河下凤镇，路远，集市
大，热闹。有小孩的人家最终都选下凤
镇，大人是禁不住小孩死缠活缠的。

六十余里的路程，中途要经历四次
蹚水过河，任凭寒风刀子般地在脸上又
削又剐，大家自顾赶路，身体的困乏早被
喜悦的心情冲得烟消云散。

赶到凤镇，太阳刚跳出山头，古镇沐
浴在万道霞光中，有说不出的耀眼和
美。从四面八方赶来上集办年货的人把
小镇塞得水泄不通，我紧紧地拽住娘的
衣襟，随着拥挤的人流，踩着光溜溜的青

石板路，东瞅瞅，西瞧瞧，刘姥姥进了大
观园似的。灰色的瓦脊、斑驳的墙面、临
街的商铺，编着门牌号的黑漆木门、石雕
花卉的门墩、石桥下的粼粼清波，小船轻
轻摇过咿呀、咿呀的木浆声，这些只有在
电视里才能见到的画面一下子蹦到眼
前，真实而又迷离。

这座有着千年历史的商贸集镇，商
业繁荣之极，尤其是腊月的集市，水果蔬
菜、锅盆碗盏、衣服鞋袜等应有尽有。它
吸引人们的不单单是那些粉墙青瓦、翘
檐斗拱的居民老宅，还有造纸坊、铁匠
铺、丝织店这些神奇的老作坊，更有琳琅
满目的年货、土杂特产以及让人馋涎欲
滴的各色小吃，那操着各种腔调的商贩
叫卖声、讨价还价声总会让我们挣脱大
人的手挤进去一探究竟。

当然，最吸引孩子的是玩具吃食，男
孩子最想要的是一把塑料玩具枪，比自
制的洋火枪要高级美观很多，别在腰间
在村子里晃上几圈，在小伙伴前呼后拥
下，那简直过足了封山为王的瘾。当然
还有玩具车、竹节人也颇受他们的青
睐。女孩子则喜欢那些花花绿绿的头
箍、发卡、耳钉、手链之类的首饰，当一回
小仙子，要让伙伴们羡慕好几个月呢！
还有软糯的油糕、香脆的麻花、蒙着花花
纸的水果糖，慢慢地撕开糖纸，轻轻舔一
口，直甜到心底。为了得到自己想要的，
我们会软磨硬泡让大人买，全然忘记了

答应爹娘“不见啥要啥”的承诺，反正大
不了回去挨一顿板子。

集市上的人流像波浪滚来滚去，都
要挤破人头。还好，我们总算过足了眼
福，撑饱了肚子，买到了想要的东西，大
人也办好了年货，就聚集在上街头，女人
们一边清点年货，一边比较着价钱的便
宜贵贱，男人们叼着一管旱烟，悠哉悠哉
腾云吐雾，孩子们相互炫耀着各自的“战
利品”。蛇皮袋子、背篓里塞着满当当的
年货，水果蔬菜、烟酒糖茶、花生瓜子、衣
服鞋帽、鞭炮年画……大人们花光了一
年的积蓄，心里心疼不已，脸上却扬起了
幸福的笑容。

日影渐渐西斜，眼瞅着就要从凤凰
嘴掉下去了，拥挤的人影开始扩散，越来
越淡，喧嚷的年声慢慢归于沉寂。乡亲
们背扛肩挑着沉甸甸的年货往回赶，而
我，忽然没有了来时的喜悦，心里空荡荡
的，像丢失了什么，总想回头去寻找。

我究竟在寻找什么呢？
多少年过去了，我一直在追问自己。

年 声
邹小芳

知道冯桂平这个名字，是在他的作
品《獒王归乡记》获得“大白鲸”原创幻想
儿童文学奖之后，作家鱼在洋满商洛打
电话问，知不知道有个冯桂平？我说我
不知道。鱼在洋就在电话里吱哩哇啦唠
叨了许久，顺便介绍“大白鲸”原创幻想
儿童文学奖文学界的重要地位。从此，
我就记住了冯桂平这个名字，可我还是
不认识他。后来，还是鱼在洋得意地告
诉我，他是你们镇安大坪人，在柞水红岩
寺工作，已经在儿童文学创作上取得了
不凡的成绩，我就有了想见他一面的想
法。而真正见面，是在两年之后的2020
年秋天，鱼在洋带领摄制组来拍镇安《秦
岭有峰——商洛作家再进军》的专题片，
我们才坐在一起。

冯桂平长得瘦小，一张娃娃脸写满
拘谨温暖的笑。鱼在洋介绍他的创作
成绩时，我的老脸上也写满了笑——那
是羞愧的笑。我回想我在那个年龄写
出了什么作品呢？那时不说出书获奖，
发表的文章也不多，而年纪轻轻的他已
经 成 为 商 洛 山 中 一 道 受 人 关 注 的

“峰”。好在他已经考回镇安工作，我们
就有了更多的交集，对他也有了更深的
了解。他出身农家，上大学期间勤工俭

学，在西安打过工，毕业去甘肃煤矿挖
过煤，考上事业单位当过基层干部，现
在是一个小城机关办事员。这样的经
历，使他遭遇经见过众多甜酸苦辣，他
的内心应该有许多的抱怨和不平，而他
一心向善，微笑前行。更难能可贵的
是，他的笑不仅写在脸上，留在心中，而
且幻化成温情脉脉暖意融融的文字，温
暖自己，也温暖着读者。

冯桂平的文学天赋极高，出手不
凡。他大一时开始文学创作，大学期间
获得过 10 多个全国公开征文奖项。在

“包商银行杯”全国高校征文活动中，连
续两届获得小说奖。后因谋生缘故，中
断创作数年。2017年，他转向儿童文学
创作，出版首部长篇儿童小说《獒王归乡
记》，讲护院神犬——獒王巴勒占堆被寻
獒人偷到拉萨，他巧用计谋逃脱，与“闹
市魔王”成为朋友，在老索朗的帮助下走
上返乡之路。但偷走他的人始终尾随
着，意欲再度偷窃。他受到诺布、益西等
善心獒犬的帮助，又差点落入人类的圈
套但再次逃脱，与黑獒加古成为挚友，与
野狼数次恶战，亲身经历了野驴争夺王
位的悲剧。最终，他以德报怨，感化了偷
他的人，成功返回家乡。故事告诉我们，

善良是无敌的，善良是伟大的，纵然邪恶
能够张狂一时，乌云终究不能遮盖太阳
的光芒，善良无处不在，善良终究会取得
胜利。戳破黑暗，送上阳光，这也是一个
作家的职责，他让读者看到阳光，让生活
充满希望。

《獒王归乡记》获得“大白鲸”儿童文
学奖后，由大连出版社出版，版权输出至
尼泊尔。他随后的中短篇小说创作，让
我们再次感受到他的天赋与实力。《延
河》杂志连续四年刊发他的中篇小说，而
且配有创作谈。20多篇中短篇作品相继
刊发、入选多种杂志和年度选本。他的
作品构思精巧，语言优美，想象力超强，
让读者喜欢，让专家惊叹。2020年，中篇
儿童小说《百合静静绽放》获得又一个重
要原创儿童文学奖项——“接力杯”曹文
轩儿童文学奖。随后，出版社接连推出

《百合静静绽放》《寨王》两部作品，得到
广泛好评。2022 年，他的“秦岭山地传
奇”系列儿童小说第一部《孩儿鱼》获得
大自然原创儿童文学优秀作品奖。冯桂
平成为陕西乃至中国儿童文学创作界的
一颗熠熠生辉的新星。

新近出版的《山神》，主要讲述了一
位叫“木丁”的少年被仁慈的野狼拐进

山里，在山神庙化身为一只动物，而他
冷血的猎人父亲为寻找他，最终化身为
山林守护神的传奇故事。作品深入人
物内心，通过人物复杂的心理变化推进
情节发展，人类与动物间切换自如，将
人性、神性、兽性巧妙融合，在浩瀚幽
深的密林中，照见了神灵对人性升华的
指引。佛说，众生平等；人说，人与自
然和谐发展。而人类总是以万物之主
的身份存在，肆意残杀众生，任意破坏
环境。作者通过角色的互换，换位思
考，让人自我反思，呼唤人类要与自然
和谐共生。

作品立意深远，想象超群，情节离
奇中又紧贴现实，玄妙的故事里充满生
活的气息。作品穿插了众多的商洛山
中耳熟能详的民间故事，让我有一种亲
切自然的感觉，相信年少的读者也能从
中体察到先辈的智慧。作者语言洗练
干净，犹如山间清泉清澈明朗，又充满
音乐的美感，让人享受到文字的美好。
最重要的是冯桂平虽然个子矮小，但文
学境界高，他的作品不仅适宜少年儿童
阅读，也适合成人。记不得是谁说的，
好的文学作品是不分群体的，愿用此话
与冯桂平共勉。

冯 桂 平 和 他 的《山 神 》
刘立勤

儿时的年，阴晴全在父母
脸上。三十吃罢团年饭
初一换上新衣新裤，和新鞋
左边兜里揣一封鞭炮
右面兜里有蹦跳的压岁钱
那时，我就是大爷

青年时过年怕回家
房贷未还完，小车没买
身上穿着去年的新衣
口袋全是空的
回到家里还要听大人数落
这过年就是过关

这几年过年心里装满了期待
儿子爱吃甜，女儿喜食辣
提前给孙子装好的红包
比往年又沉了几分
在儿孙们眼里，我们
更像是一对下人

腊 月

在腊月，村庄上空浓浓的炊烟
一伸手就能抓住。房梁上挂的腊肉
油光红亮，坛子里的酒泄露了
主人的秘密，院子里柴火一点就燃
雪片贴的窗花，挤进了年画
那些狗的叫声格外张狂。年的气味
在村庄里回荡、弥漫

这是个适合抒情的月份
清晨或傍晚，风奔跑在村道上
吹着哨子，呼唤出门在外的人
回家。还有那些爆竹声、猜拳声
欢笑声和天籁声融合在一起
企图把腊月掀翻

还有村道上匆匆的脚步声，小河
解冻的裂冰声，这轻轻颤抖的腊月
多像30年前，一家人围着火炉
开怀的笑声。夜晚，墙上有日历翻动
的声音，哗哗作响。我知道
新的一天即将到来

过 年（外一首）

姜 华

镇安人把写春联不叫写春联，叫写对子。
对子家家都贴，特别是过年，没有贴上那用红红
的纸、黑黑的墨写成的对子，似乎就不热闹喜
庆，更不像过年。

我的老家在镇安县西口回族镇一个小山
村，那时候，家乡贫穷，文化匮乏，每年写对子便
成了一件上心的事。

记得小时候，每到腊月二十五后，父亲就要
忙着上街买红纸、墨汁，然后请邻村一位念过私
塾、在副食站工作的远房表叔到家来写对子。
父亲比表叔年长五岁，却毕恭毕敬地为表叔牵
纸，我趴在桌沿边睁大眼睛看着表叔走笔，却不
敢出声。父亲说，写对子时，小孩子在旁边不能
乱说话，万一说出了不吉利的话，会影响一年的
运气。更重要的是，写对子如果有人说话，会让
写对子的人分心，要是写错一个字，或者是写漏
一个字，这一年家里就有不吉利的事发生。等
我和二弟上到初中，父亲说，家中有了读书人，
不能再请别人写对子，要求我和二弟来写。我
的毛笔字咋练都难看，二弟的毛笔字比我写得
好，父亲就让二弟给家里写对子。想起二弟第
一次写对子，真不亚于面临一场考试。父亲识
字不多，但站在二弟身后却犹如一位主考官，看得出二弟心情很紧张，
拿笔的手也哆嗦起来，他叫父亲走开自个儿写思想轻松些，父亲嗔笑着
说：“你这娃啊，写字还怕别人看，好，我离开，你大胆写。”等父亲走开，
我看到二弟拿了张白纸先练习写了几个字，然后才在红纸上写，写了一
会儿，思想不紧张了，运笔也自然了。那时二弟的字虽然不怎么好看，
却也周正，他总算闯过了第一关。以后，左邻右舍知道二弟会写对子
了，也都送来红纸让二弟写，父亲忙着接红纸、送客，脸上泛着红光，那
高兴劲、那自豪感溢于言表。

对子写完后就是贴对子了，母亲忙里抽闲用白面熬些糨糊，我站在
板凳上，用一把刷子蘸上糨糊往门框上一刷，二弟把对子递给我，我把
对子贴在大门、内门上。顿时，屋里屋外红红的一片，意味着红红的一
年开始了。

过春节串门、拜年，我也喜欢看人家门上的对子，那红红的纸、黑黑
的字，也多是些吉祥如意的词和句子。如喜气盈门、辞旧迎新、招财进
宝、五谷丰登等。正是这些朴素的词语，传达出一个平民对生活的小小
祈求：平安、幸福、如意、丰收。

当然，也有的家庭主人根据自己的身份、姓氏、名字而组成些句子，
那对子别有风味。我的一位邻居，在过年时他自己作了一副对子，贴在
自家大门上：公有私有更需国有；大田小田都是良田。横批：民富国强。
这副对子含有邻居男主人的名字“国有”，女主人的姓“田氏”，品味一下，
当然觉得有趣。还有一位平时和我一样爱“爬格子”的文友写的对子：酒
还是往年的酒，烟还是当年的烟。横批：平平常常。这样的对子，和我们
习惯中的对子确实大有不同，甚至让人看起来有点好笑和滑稽，但当你
仔细想一想的时候，也就能看出一个小文人淡泊处世的态度。

有的对子也反映了人世的沧桑变化，记得我有一位农村姑父改革开
放后富了起来，心情舒畅，有感而发，请先生写了副长对子贴在他家中堂
上：耕种几亩责任田，结构调整天地宽，忙也安然，闲也安然。两层小楼
加庭院，鸡鸭成群猪满圈，吃也安然，住也安然。平坦大路通庄前，生产
生活极方便，走也安然，坐也安然。奉公守法心无憾，歪门邪道不沾边，
日也安然，夜也安然。党的政策不变换，幸福日子将更甜，心也安然，神
也安然。一家围坐电视前，谈笑今昔两重天，不是神仙，胜似神仙。

是啊，对子充满了吉祥、团圆、安乐、幸福的美好之词，也是社会生
活日新月异的投影啊。这红红的纸、黑黑的字，送走了一个又一个旧
岁，迎来了一个又一个新年。

写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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刊头摄影 杨 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