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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味儿

“二十四，扫房子；二十五，磨豆腐；……三十晚
上熬一宿，大年初一扭一扭。”今天正是农历腊月二
十四，昨日方送过灶君，看着看着，年就来了；盼着盼
着，
年味儿就浓厚起来了。
在这个中国人最看重的传统节日里，团圆饭和
春晚是一家人的年味儿；压岁钱和新衣裳是小孩子
的年味儿，欢聚和祝福是朋友间的年味儿……
鲜花装点下的家，是温馨美好的年味儿；火光四
溅中腾空而起的飞龙，是喜洋洋、热腾腾的年味儿；
而中山古镇长街宴，勾起的千千乡愁，更是“美美与
共”
“ 安康祥和”的温暖年味儿……哪一“味”最让人
感怀？
何不趁着新春佳节，邀亲唤友一同前往，去品那
最动人的年味儿。

寓乡愁
“千米长宴”
笋河潺湲袁四望苍翠遥 中山古镇似一把千年包浆而
佳声永在的古琴袁弹奏着婉约隽永的咏叹调袁醇厚绵长袁
不绝如缕遥 它的精彩在于袁在婉约低调中袁偶尔作激越变
调袁铿锵跌宕袁惊艳绝伦遥 而这变调袁自然是古镇的野千米
长宴冶遥
千米长宴是中山古镇最具地方特色的民俗文化袁发
端于宋朝袁已流传千年遥 每逢重大民俗节日袁在古镇的商
贩尧游客尧挑夫尧力汉等因为离家较远袁暂时不能赶回家
中袁古镇居民就沿街设宴袁为他们免费提供吃住遥 后来演
变为古镇居民与八方宾客一道品美味尧拉家常尧话节庆尧
道吉祥遥 不知何时中断的长宴袁2005 年得以恢复遥 在
1132 米的老街上摆起百家宴袁 老街居民都会自发献厨袁
每家各出几道菜袁用石板糍粑尧红苕条粉尧烟熏豆干尧农
家腊肉等古镇特色菜肴招待自家宾客袁外来客人也可随
机品尝袁体验野千米摆长宴尧万人祈福祉冶的古镇风情遥
今年 2 月 3 日的第十三届千米长宴看点特别多院老
街入口袁93 岁的庞递老人搬出自家的桌椅板凳袁 摊开大

红纸袁免费为游客书写福字尧寿字遥 古老的敬神尧祭祖尧祈
福等传统仪式上袁8 位头扎白帕袁身着长衫的老者整齐地
站在摆满猪头尧猪尾尧苹果尧糕点的香案旁袁虔诚地点燃
香烛钱纸遥 随着司仪的口令袁他们双手抱拳对天地祖宗
整齐地行鞠躬礼袁 祈求上天和祖宗保佑来年风调雨顺袁
家庭美满幸福遥 传统项目川剧坐唱尧玩狮子尧舞小龙尧炸
火龙尧送财神等活动则让千年古镇变得热闹非凡遥 今年
的独特还在于可以欣赏充满异域风情的意大利舞蹈和
音乐表演袁畅享野一带一路冶沿线国家美食遥
当然袁最大的看点是宴会遥 事先预备的 800 多张席
桌在老街的屋檐下一字摆开袁一眼望不到尽头遥 据说古
镇居民周婷婷一家人从三天前就开始准备饭菜袁烧白蒸
了三大笼遥
最精彩的看点是 野打盆冶遥 在传统的祭祀祈福仪式
后袁随着一声野开宴啰冶的吆喝袁千米长宴正式开席袁千米
长街顿时香气四溢袁人声喧哗遥 身着红色对襟外套袁光脚
穿着草鞋的 61 岁老人杨光祥展示着他的绝活要要
要野打

盆上菜冶遥 只见他将 9 份热气腾腾的菜肴盛放在一个长
约 2 米尧宽约 20 厘米的木托盆里袁顶在头上袁敏捷稳健
地穿梭于席间袁为大家上菜添饭袁利落的身手赢得阵阵
叫好遥
我左手持杯尧右手执筷穿行席间袁有中意的菜夹上
一筷子袁有相熟的人闲聊几句遥 相识不相识的袁都送一个
笑脸尧碰一个杯尧道一声过年好遥 杯盘铿尔尧觥筹交错尧欢
声不绝袁祥和欢乐消融了红尘与凡虑遥
长桌宴袁虽是吃袁更是在品院品千年历史尧千般风情尧千
千乡愁遥 千米长宴流淌出的古风古韵袁让时光恍若倒流到
野诗经冶时期院
野我有嘉宾袁鼓瑟鼓琴遥 鼓瑟鼓琴袁和乐且湛遥 我有旨
酒袁以燕乐嘉宾之心冶渊叶小雅窑鹿鸣曳冤遥
中山古镇以千米长宴连通古今袁融合人心袁直趋野美
美与共袁天下大同冶之境遥
以宴以乐袁安康祥和遥 要这是庶民百姓千载不变
要要
的愿望袁也是我们振兴乡村尧留住乡愁的初心遥 渊张涌冤

“ 龙 ”的惊艳邂逅
与

铜梁龙舞身上有许多光环袁首批国
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袁三次参加国庆庆
典袁奥运会开幕式首秀袁惊艳亮相纽约
时报广场跨年盛典袁以重庆特有的文化
名片袁舞向美洲尧欧洲尧东南亚袁被誉为
野天下第一龙冶噎噎但这些都比不上袁真

新年 花 语
新年将至袁 除了返乡团聚的
期待袁 更有购置年货的热闹遥 鲜
花袁一直是山城市民过年的宠儿遥
走进重庆及周边地区规模最
大尧 功能最全的大型综合花卉文
化展示交易市场要要
要宏帆望海花
都袁 道路两旁门店整齐排列袁鲜
花尧植物尧盆栽堆齐店门口袁站在
路中放眼望去袁 如十里长街繁花
似锦遥
象征野大吉大利冶的金桔袁小
巧而饱满的硕果金光灿灿曰 象征
野生活幸福美满冶 的红色蝴蝶兰袁
花瓣优雅娇艳形似蝴蝶飞舞曰寓
意野鸿运当头冶的红籽袁似给新年
送去的一抹火红吉祥遥 阳光穿透
玻璃花房屋顶袁 洒落在娇艳的朵
朵鲜花上袁 仿佛走进一座座植物

王国袁种类繁多的植物尧造型各异
的盆栽快迷乱了挑剔的双眼噎噎
人们在花海里尽情挑选袁 怀抱着
一束束尧 一盆盆沉甸甸的幸福和
喜悦袁满载美好花语走向新年遥
在水族区袁 各类鱼儿轻快摆
尾尧游来游去袁摆放家中也增添许
多生机遥 观鸟宠物区最受小朋友
的喜爱袁羽毛艳丽尧可爱乖巧的鹦
鹉 成为 孩 子们 争相 围 观的 野明
星冶遥 鲜切花店也格外热闹袁一大
捧玫瑰新鲜娇艳袁 价格也格外亲
民曰亭亭玉立尧香气袭人的水仙花
也是家家必备噎噎市民争先挑选
中意的花束袁 准备给家里添置一
份新意袁 也期盼着将鲜花寓意的
美好含义带进新的一年遥
渊程 卓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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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来到龙乡袁 与铜梁龙舞
来一次美丽邂逅的感触来
得真实尧来得震撼遥
铜梁距重庆主城仅五
六十公里袁 仅需半个多小
时 的车 程 遥 春 节临 近 袁每
逢周末晚上袁 铜梁黄桷门
的奇彩梦园便有一场龙舞
盛宴遥
彼时袁 墨染的夜空为
景袁 空场坝两边的火炉欢
欣地吐 着 红红 的火 舌 袁在
高亢激越的伴奏下袁 十来
个舞龙人露着油亮健硕的
臂膀袁 腰间系着金黄色的
宽腰带袁随着音乐的节拍袁踏着激越的
鼓点与龙身一起摇摆跳跃遥
野嘭浴 冶铁水师傅站在场子一边袁大
喝一声袁将手持的早已烧熔的铁液轻轻
一抛尧再运腕一击袁一瓢橙红铁水就飞
上 10 多米的高空袁刹那间袁铁水流星尧

龙腾舞跃尧掌声雷动遥 但见漫天火花从
天而降袁铁花如雨如注袁不断飘洒而下袁
飞向龙体袁飞向舞龙人袁飞向在场的每
个人遥 传说袁铁水花是火龙发出的喜气袁
能佑平安袁驱邪害遥 于是袁场边里三层外
三层的观者们大声惊呼着尧欢笑着相互
推搡袁 既喜且盼沾点那祥瑞的喜气儿袁
又怕且惧那猩红的铁水烫坏头发衣帽袁
嬉闹间袁但见两条飞龙从万千星辉中腾
地跃起袁昂首摆尾袁身披金光霞衣向观
者奔袭而来噎噎
雄壮 尧辉 煌 尧惊 艳 尧绝 美 噎噎 那 磅
礴壮丽的龙舞就在奔袭而来那一瞬
间袁闯进了观者的心里袁让人内心久久
无法平静袁与火龙的第一次亲密接触袁
更像是浴火重生的灵魂之遇袁激情尧气
势袁喷薄而发曰壮 志尧豪情尧油 然而生袁
那具舞动的龙身所承载的袁除了力量袁
更有信仰噎噎
虽是一次邂逅袁已然终生难忘遥
渊文 博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