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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是一場盛宴
田雪梅

年之色，火紅而喜慶；年之聲，熱烈
而激昂；年之味，溫情而綿長。年，是一
場有色有聲有味的盛宴。

年之色是人見人愛的中國紅，熱情
絢爛，喜氣洋洋。大街店面小攤上，廣告
牌是亮眼的紅，過年新衣主打色是亮麗的
紅，小孩手裡舉著的氣球是透明的紅，串
串冰糖葫蘆像輪輪小太陽。紅紅的燈籠高
高掛，紅艷艷的對聯兒喜盈門，紅紅的鞭
炮屑展示著它曾何等燦爛地盛放。紅紅的
窗花映紅了大人小孩的臉龐，鼓鼓的紅包
裡裝著長輩滿滿的祝福，紅紅的中國結代
表著每一個華夏兒女滾燙的中國心。年之
色是亮晃晃的喜慶紅，明艷艷的富貴紅，
象徵歡天喜地賀新春，打鼓敲鑼送舊歲。
紅紅火火的日子，張燈結綵的節日，喜笑
顏開的人們，構成了一幅祥和的畫卷。

年之聲是鏗鏘有力的鑼鼓聲，齊鳴
歡騰，熱鬧非凡。社火鬧起來了，腰鼓打
起來了，小曲唱起來了，二胡拉起來了。
鼓樂喧天，歡笑不斷，掌聲雷動。年之聲
是辟里啪啦的鞭炮聲。王安石的千古名句
「爆竹聲中一歲除，春風送暖入屠蘇」，
道出了年的盛況。大年三十晚上，陣陣鞭
炮聲競相走出家門，此起彼伏，遙相呼
應，把人們推向歡樂的海洋，把年的氣氛
渲染得熱火朝天。「烈火琅玕碎，深堂霹
靂鳴」，朵朵煙花于深碧夜空乍然綻開，
璀璨耀眼，無不傳遞著過年的激動喜樂。

年之味是佳餚的熱氣騰騰，是親人團
聚的其樂融融，是子女帶孩子回家的鬧騰
歡笑，是兒孫繞膝的天倫之樂，是父親溫
熱的飄飄酒香，是溫情美好的聲聲祝願。
「豬頭爛熟雙魚鮮，豆沙甘松米餌圓」，
滷肉濃香，魚肉鮮香，蔬果嫩香，黃酒醇
香，香味和著親人的愛意入口，因那濃得
化不開的情，因那難得的知足，酒不醉人
人自醉。年味是平平安安、健健康康、團
團圓圓、和和氣氣，是一份守護陪伴，是
一種期待祝福。

半盞屠蘇，殷殷勸飲，一莖燈草，小
楷桃符。酌酒示平安，春聯寫團圓，年在
乳花中清歡乍現，在墨痕中古雅自尋。炮
聲迎歡喜，煙花祈福願，白雪鞭炮紅屑是
年，淡雲艷陽煙花是年。雪下寒梅艷，家
裡飯米香，年藏在梅蕊中一笑而開，躲入
餃子裡溫情脈脈。

年是一場靚色、美味、浩大聲勢俱全
的饕餮盛宴，讓人珍藏心間，回味無窮，
永遠也品不夠。

梅花開，暗香來
彭濤

 「 病 來 如 山 倒 ， 病 去 如 抽 絲 。 」

「陽」了之後，身體突然就按下了暫停

鍵，除了臥床，什麼都不想幹。身體稍有

好轉之後，也只能情緒低落地坐在陽台上

曬太陽，養精神。

百無聊賴之時，刷刷手機，發現朋友

圈裡也是「陽態百出」。有人曬出病中的

可憐狀，尋求安慰；有人轉發獨家 「陽

康」秘笈，冒充專家；還有人趁機大談人

生無常之理，販賣焦慮。所有這些，非但

不能舒緩病痛的症狀，反而會讓人有一種

被病毒淹沒的窒息感。

該如何度過這難熬的「陽」呢？我索

性放下手機，閉上眼睛，讓自己浸泡在陽

光裡，屏蔽一切關于「陽」的信息。

冬日的陽光像一匹毛絨絨的毯子，

蓋在身上，暖洋洋的。空氣中，一縷淡淡

的花香甦醒了嗅覺，讓堵塞了幾天的鼻子

有了鬆動的跡象。我睜開眼，轉頭搜尋花

香的來源，原來是窗台上的那盆臘梅花開

了。黑褐色的虯枝上，花朵星星點點，

嫩黃而又明亮，一下子點亮了病中陰霾的

情緒。「眾芳搖落獨暄妍，佔盡風情向小

園。」我默默地念起了林逋《山園小梅》

中的句子。這盆我從花木市場淘回來的梅

花安家在我的窗台上已經好

幾 年 了 ， 當 初 我 選 擇 將 它

帶回家，正是因為林逋的詩

句。自古以來，就有眾多文

人墨客將梅花視為生命的清

供，他們借助梅花獨特的生

長習性，汲取面對人生坎坷

境遇精神力量。冬天是萬物

蕭條的季節，而梅花卻能逆

勢生長，讓自己最嬌艷的姿

態綻放在最嚴酷的環境中，

這既是對惡劣環境的抗爭，

更是對自己生命力量的挑戰

啊！

我坐在椅子上，靜靜地與梅花對視。

那嫩黃的花朵用溫柔的目光與我交流，慢

慢將一股暖流注入我的心裡，也讓我明白

了情緒的明朗與陰暗，並不完全取決于自

己所處的境遇。梅花傲霜斗雪，憑的是它

在困境之中安之若素的心境。

與其讓自己被動地沉浸在病痛的煎熬

中，不如放寬心態，主動找一些其他的事

情來轉移對病痛的耿耿于懷。

于是我給自己泡了一杯紅茶，從書

架上拿出一本一直想看卻始終沒看完的厚

書。很奇怪，之前每次捧起書本，看到厚

厚的書頁，總擔心自己沒有耐心讀完它，

而這一次，反正有的是時間。在淡淡的花

香裡，我放下浮躁與焦慮，慢慢品讀，竟

然感受到了之前沒有感受到過的安靜與愜

意。

幸好有梅花，在這個冬日裡屏蔽病

毒，傲然綻放。它似乎對惡劣的環境有

著天然的免疫力，靜靜地展示著嫩黃的明

媚，悄悄地吐露著沁人的芬芳。這是于蕭

瑟之中彰顯生命活力的倔強，這是于呼嘯

北風中靜守高潔品性的沉靜。

梅花開，暗香來，在寒冷的冬天，梅

花正用頑強的堅守，點燃了春天的希望。

那麼我自己呢？在「抗陽」的日子

裡，我也需要讓自己真正的安靜下來，屏

蔽焦慮與浮躁，信任自己，信任春天。

開在舌尖上的花
楊鈺珍

        深冬季節，水仙花在陽台上的盆裡綻放，梅花在屋外的雪地

盛開。每到此時，便憶起兒時開在舌尖上的一種花，那便是爆米

花。

　　大雪節後，農事畢，母親忙著納鞋底，鞝鞋邦，給全家人做

過年鞋，根本無心管炊事，做飯一職便落在父親肩上。父親做飯

簡單便捷，早上紅苕酸菜稀飯，桌上放碗泡蘿蔔下飯，中午蒸一

鍋紅苕，就蘿蔔絲湯，晚上是紅苕丁酸菜玉米糊糊。每天老三

樣，十天半月後，我毫無胃口，飯一日比一日吃得少，餓得我腳

妑手軟，額頭冒虛汗，母親急了，責怪我為啥不好好吃飯，我淚

眼汪汪，說父親做的飯難吃。

　　一天放晚學後，父親從灶房裡端出一碗爆米花讓我嘗嘗，拈

起一粒，舌尖輕轉慢旋到牙床，有絲絲兒甜，又有縷縷的辣，還

有淡淡的酸，上下牙稍稍一碰，立即脆崩崩響，那香噴噴的味兒

立即在口腔瀰漫開來，我的舌尖原本是板結的，此時如久旱遇甘

霖，有針尖細的蓓蕾在潛滋暗長，旋即彷彿原子裂變，迅速開出

一朵朵花來，始覺如梨如桂，再覺似桃似李，慢慢地，最後宛然

芝蘭。那日晚飯，我胃口大開，吃了滿滿一碗。

　　從此，父親每週都要給我炒爆米花，周周味道不同。有時，

他將十餘個橙子剝皮，撕開瓣兒，擠出籽兒，裝一大碗待用。清

油半斤，燒至冒青煙，把打理好的橙子瓣傾入熱油中煸出橙子

味，將半碗苞米倒入，不多時，辟辟叭叭的苞米次第炸開，少

頃，橙黃色的爆米花開了半鍋。食之，酸甜相滋相潤，橙味盎

然，舌尖上頓時開出月白色的橙花來，清香而悠遠。

　　有時，父親從菜園裡拔幾根胡蘿蔔，洗淨，切成筷頭粗的

條，浸泡水中，待清油燒至冒清煙，倒入水淋淋的蘿蔔條，炸至

微軟，倒入苞米，一會兒，烏亮亮的鐵鍋裡開出一朵朵紅色的爆

米花。遠瞅，有如兩岸曉煙楊柳綠，近觀，原來是一園春雨杏花

紅。左手抓起一把爆米花塞入嘴裡，右手拈來胡蘿蔔條，米花淡

甜爽脆，胡蘿蔔條軟硬適中，嚼出的胡蘿蔔味兒在舌尖跳躍，翻

轉，縈繞。

　　恍惚間，我覺得自己就是一根胡蘿蔔，扎根于鄉土，在初冬

的霜華里艱難度日，又被深冬的冷雪醃製，以為日子永遠都是這

樣的冰冷而蒼涼。幸遇愛我的父母，把我拽回煙火人間，我不再

驚悚、恐懼、焦慮，而過上了簡單、平和、安寧的日子，使我的

舌尖開著一朵生活的情詩之花。

　　有時，父親也會給我炒大蒜味、洋蔥味的爆米花，我的味蕾

就在這一個個滋味裡含苞、盛開、停頓、凋落，直至最後心生歡

喜。

　　長大後，我的人生裡歷經了酸甜苦麻辣鹹各種滋味，有深有

淺有起有落，斯時，我鎮定地像小時候吃爆米花那般一一拈起放

在嘴裡，嚼嚼，吞進腹中。揮揮手，淡然一哂，這些味兒從小就

嘗過，怕甚？一個舌尖既然能夠升起花開，必須承受得住無數次

花落。我懂得，因此從容。

城鄉市集春意濃 過年出遊闔家歡
——春節假期各地消費市場一線觀察

　　新華社北京1月24日電　鄉鎮市集上年貨
琳瑯滿目，返鄉人忙著採購；都市商圈裡，
餐廳生意紅火，商品暢銷；「北賞雪、南避
寒」的長線遊預訂火爆，各地新春文旅活動
精彩紛呈；自然風光和非遺燈彩，因為數字
技術的引入煥發活力、助力激活消費……記
者在全國多地見到，今年春節假期消費市場
供需兩旺，折射出我國經濟發展強勁的內生
動力。

城鄉市集火熱 餐飲年貨消費旺
　　清晨7時許，重慶市大足區寶頂鎮香山老
街上，炒貨幹貨、活禽水果、鞭炮香燭商品
一應俱全，商販們沿路吆喝，往來行人不時
駐足詢價，構成一幅新春農村趕集年俗畫。
73歲的夏應合走了2個小時路趕來，背篼里整
整齊齊碼放著自家地裡種的新鮮白蘿蔔。
　　「過年期間，家家戶戶大魚大肉，解膩
的蘿蔔賣上了好價錢！」隨著蘿蔔銷售一
空，老夏從賣家變買家，在集市上挑選心儀
的年貨。因疫情許久沒有回家的女兒和外孫
今年回家團圓，老夏要燒一鍋女兒最喜歡的
海帶臘肉湯。
　　蔬菜油綠，滷肉飄香……西安市西咸新
區空港新城北杜街道年貨大集綿延近兩公
里。在浙江嘉興的工廠里上班的杜龍朝和王
盼盼夫妻倆返鄉後早早前來趕集，興致勃勃
為孩子和親戚們選購禮品。
　　北京薈聚中心新春市集推出40個攤位精
選佳品，供顧客挑選心儀的年貨。該中心總
經理周欣介紹，大年初一，商場內7000多個

地下車位停得滿滿當當，多家餐館需要等
位，黃金珠寶銷售額較上年翻番，新春消費
「火」起來了。
　　上海南京路步行街沿線餐廳生意紅火。
老字號新雅粵菜館堂食位幾乎天天訂滿，外
賣和預製菜深受歡迎。餐廳特別為在滬過年
的小家庭推出小份半成品套餐，還緊抓年輕
人「圍爐煮茶」的新愛好推出相關菜品。
　　美團平台上標記「春節不打烊」的商
家接近百萬家，覆蓋餐飲、景點、酒店、
KTV、美發等多類服務，滿足各地消費者多
樣化的春節消費需求。
　　受益於發達的互聯網經濟和快捷的郵政
快遞運輸，回家團圓的人或許還在路上，年
貨已先抵達。淘寶天貓的數據顯示，今年春
節期間異地年貨成交保持同比正增長；菜鳥
直送數據顯示，今年春節期間預計處理單
量同比將增加30%，不僅酒水和年貨禮盒熱
銷，運動戶外產品等消費也大幅增長。

長線遊大幅增長 各地主客共享
　　春節假期，以「北賞雪、南避寒」為特
點的長線遊迎來「爆發式」增長。
　　下午4時的哈爾濱，喧囂和歡樂拉開帷
幕。第24屆哈爾濱冰雪大世界園區內，15萬
立方米的冰和雪凝成上百個冰雪景觀，500米
超長滑梯前遊人排著長隊，新晉「網紅」遊
樂項目大雪花摩天輪增添浪漫氣息。「嚮往
已久的‘北國’之旅，終於實現了！」來自
廈門的遊客章懿說。
　　受北京冬奧會帶動，哈爾濱「冰雪熱」

持續發力，拉動消費增長。哈爾濱中央大街
上的一家西餐廳，近日異地客流佔比已超過
七成，消費者主要來自北京、廣東、浙江等
地。餐廳運營經理王旭說，餐廳生意的火爆
讓我們對哈爾濱旅遊市場全面復蘇充滿信
心。西安遊客吳蘭一家三口自駕來到海南，
先後在海口、三亞、陵水待了數天。吳蘭
說，最讓自己開心的是購物。此前，她已在
三亞的免稅店消費，回到海口又忍不住在免
稅店「血拼」。一家人還前往海口騎樓老
街，觀看了這裡的傳統舞龍舞獅巡街表演。
　　攜程集團數據顯示，2023年春節假期旅
遊產品預訂量同比上漲45%，人均旅遊花費
同比提升53%；其中長線旅遊訂單佔比達七
成，訂單量同比增長72%。
　　新春文旅活動精彩紛呈，各地本地旅遊
休閒也頗有年味和新意，實現主客共享；北
京、上海等多地度假酒店熱度持續攀升。
　　北京文博單位共推出展覽70餘項以及線
上線下文博活動140餘項，結合生肖文化，形
式多樣，年味十足。春節假期前3天，上海
迎接遊客441.26萬人次，500餘項特色文旅活
動吸引各地遊客尤其是長三角遊客前來「打
卡」。「西安年」春節文化旅遊活動涵蓋6大
主題44大類系列活動，全方位展示西安特色
年文化。

新技術結合傳統文化 助力提振消費
　　正在舉辦的上海豫園燈會，增強現實等
數字技術帶領遊客進入一個「虛實結合」的
奇幻世界。人們慕名而來，大年初一，進入

豫園燈會賞燈的人數超過8萬。
　　用手機掃描中心廣場「玉兔東升、鯤鵬
萬里」主燈組旁設置的二維碼進入小程序，
隨後對準周邊建築掃描，一條色彩繽紛的
「大魚」躍然于屏幕上。伴隨著手機鏡頭移
動，「大魚」圍繞著「玉兔」燈彩和往來行
人游來游去。上海市民周熹與「大魚」合影
時感嘆，賞燈20多年，這樣「跨次元」的拍
照還是第一次。
　　在重慶，世界文化遺產大足石刻景區
張燈結綵。在2022年年中新上線的「實景
拍攝+CG動畫結合」8K球幕電影《大足石
刻》，展現巍峨莊嚴的千手觀音像、宏大寫
意的臥佛等大足石刻經典造像。四川遊客陳
亞對此讚不絕口：「科技讓傳統文化變得
‘炫’！」大足石刻景區在大年初一接待近
萬名遊客，較上年同期增長超過13倍。
　　古都西安延續了36屆的城牆新春燈會也
變「潮」了，形象分別源自唐代婦女、金甲
武士、文人墨客和古絲路上友好使者的「盛
唐天團」IP人物亮相即「出圈」，相關主題
限定數字藏品和文創產品在線上線下熱銷。
　　哈爾濱太陽島雪博會園區引入數字技術
實現「線上預約」「分時預約」，讓消費者
有序分流提升體驗，觀眾還可通過「掃碼」
實現邊賞冰雪景觀邊看相關介紹。
　　美團研究院副院長厲基巍認為，今年春
節假期餐飲、旅遊、出行、休閒玩樂等多板
塊消費將快速回暖，為提振全年消費市場、
促進經濟發展開好頭。

高原古城夜 市集燈火煌：拉薩夜經濟觀察
　　新華社拉薩1月24日電　夜幕降臨，拉
薩西郊的天海夜市亮起華燈，食客們陸續進
入燒烤區內，各家店舖如往常一樣在烤架上
擺好肉串，飄香的煙霧讓晚間的夜市光影朦
朧。
　　「我的燒烤店開業20多年，天海夜市現
在熱鬧依舊，去年底復工之後，尋香而來的
食客越來越多，現在店裡常常座無虛席，一
晚上的營業額超過兩萬元。」一家燒烤店
經理葉少回憶，「跨年的時候大家都很興
奮，最遲的吃到了凌晨4點。這裡的夜晚很熱
鬧。」
　　店裡的客人有的正大快朵頤，有的吹著
口哨，有的則唱著歌，整個夜市充滿歡聲笑
語。

　　古城拉薩已有1300多年的歷史。入夜的
拉薩，燈光璀璨，豐富多彩的夜生活讓這座
古城成為高原「不夜城」。
　　2020年、2021年，拉薩城關萬達廣場、
柳梧萬達廣場相繼開業。新商圈建起，古城
夜晚閃爍的霓虹燈更添光亮，現代與傳統的
人文景觀和諧共存。
　　新年到來，拉薩城關萬達廣場商圈的樓
宇外牆貼上了迎接2023年的喜聯，掛上了燈
籠等裝飾品，喜慶氛圍濃厚。
　　42歲的德吉是拉薩市本地人，她和女兒
一起到萬達廣場逛街購物。
　　有時，德吉也會深夜來此觀看夜場電
影。「凌晨一兩點電影放映結束後，商圈旁
的金街還亮著燈，我常逛排檔、吃小吃、射

氣球……」德吉說，「一路沿著步行街回家
去，讓一天的壓力得到釋放。」
　　在柳梧萬達影城兼職的四郎江措說，兩
個萬達影城的夜場電影越來越受歡迎。尤其
是周末時，許多情侶會一起來觀影，一場有
二三十人。
　　西藏自治區第十二屆人民代表大會第一
次會議上的政府工作報告顯示，2022年，西
藏自治區預計地區生產總值達2165億元，增
長3%左右，城鄉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別增
長8%左右和10%左右。
　　夜裡的大昭寺金光閃耀，鎏金的寶幢華
彩絢麗。八廓街周圍的古城區行人悠閒行
走，街道兩邊是賣藏裝、藏飾或年貨的老
店，人們進店把玩觀賞，有的正討價還價，

好不熱鬧。
　　藏飾店裡掛滿了藏族元素的包包首飾，
許多顧客愛不釋手。38歲的店長桑傑從業10
多年了，他說：「往年冬天都會把店租出
去，今年冬遊西藏已經開啟，我決定自己看
店，希望能把更多帶有藏族元素的商品賣出
去。」
　　西藏自2023年1月1日起至3月15日實施第
五輪「冬遊西藏」市場促進獎勵（補助）優
惠政策，在此期間，遊客享受多項優惠，包
括布達拉宮在內的很多景區將免費向遊客開
放。
　　40歲的加拉是一家藏裝店的老闆，14歲
時就在江孜學習製作手工藏裝。隨著春節到
來，買藏裝的人越來越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