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华社长沙电(记者段羡菊)没想到罗霄山
脉深处的湖南茶陵县一个山村，坐落着这样一
栋引人注目的祠堂。

大年初一，很多村民都到祠堂来祭奉先
人，祠堂门前残留着鞭炮燃放后的红色纸屑。

祠堂绿墙红顶，立柱翘檐。大门正中为
赫红匾额“朱氏宗祠”，祠堂顶部书“五龙呈
祥”四个大字，左右分别嵌写“入孝”“出悌”。
祠堂正厅高悬“厚德堂”匾额，陈列朱氏先人
牌位。两旁长联历数家族光荣，勉励子弟建
功立业。

春节之际，穿行在湖南乡村的田野村落，
经常可以发现一栋栋风格古朴的祠堂。这其
中，古旧建筑不少，也有一部分为近年新建。
朱氏宗祠是 2014 年落成的，相距不远的另一
村刘氏宗祠，则是 2015 年底竣工的。

在湘东、湘中、湘南大部分乡村，历史上
大多聚族而居，一村一姓，一姓一祠堂，或相
邻数县的多个同姓村落，共同建筑供奉一个
祠堂。这些祠堂既是缅怀先人之地，也是宗族
公共议事场所。

作为乡村文化的活化石，祠堂正被纳入

文物部门的重点保护对象。2012 年，茶陵县
严尧乡的“刘氏家庙”祠堂，被列为株洲市的
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距茶陵不远的湘东南汝城县，是湖南古
祠堂保存最完整的县。这个人口不到 40 万的
县，有姓氏近 300 个。全县现今还保存着据考
证始于宋元、盛于明清的古祠堂 710 座。

春节是在外人员纷纷回村之际，也是祠
堂募捐的好时机。就在春节之前，湘中的衡阳
县曲兰镇邹氏祠堂内，举行了已经形成传统
的冬祭活动。活动都由民间自发组织，周边数

县数百同姓者前来参加。活动除了回溯历史、
祭祀先人，还有龙狮表演、现场募捐，一位百
岁老人和 6 位困难家庭得到了资助。

今天的乡村祠堂，还依然扮演着家族教
化的角色。朱氏宗祠也是一样，只不过这些教
化当中也开始打上时代变迁的烙印。祠堂庭
中挂着一副楹联，上联“耕读为本，勤俭持家
千秋颂”，下联“诚信创业，厚德传世万代扬。”

“祠堂凝聚着家族和村落的记忆，有记
忆，乡村才有生命。”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博
士、湖南省社会科学院科研处处长陈文胜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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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成都 2 月 13 日电(记者黄艳)大
年初五一早，还在睡梦中的黄东就被两三个
少年吵醒：“拜财神喽！抢红包啦！WiFi 打开
没有？WiFi 打开没有？”

“没有关！没有关！自己联！”他说了两遍
密码，然后迅速起床，拿着手机加入到了抢红
包的“站队”中。

今年 23 岁的黄东是四川广汉市兴隆镇
樊池村一位退伍军人。去年 11 月底回家后
的第一件事就是给家里装上光纤网络。
“ 100 兆，速度比有的城市小区还快！”黄
东说，回到农村一点没有影响他的“互联

网”生活。
“大家在一起娱乐游戏，彼此交流在城市

打拼的见闻和故事，还建起了微信群，WiFi
简直就是农村新晋人气王啊！”

而早在二三十年前，记者记忆中的“人气
王”则是电视机。

1988 年前后，记者家里买了一台黑白电
视机，那个时候正在播放《射雕英雄传》。每天
晚上，不算狭窄的房子里坐满了生产队的叔
伯邻居。坐不下时，还有坐在房屋横梁上的，
实在挤不进的，就站在门口听声音。人气爆
棚，盛况空前。

村里的老人告诉记者，电视机过了，就是
洗衣机、电冰箱、小轿车，哪家买了时髦的新
电器，都会有人围观，有人借用。“现在是互联
网了，我们老年人耍不来了，不晓得过两年又
是啥？”

相对于人口稠密的成都平原，记者所在
的村子处于广汉与什邡交界地，是一个远离
城市的村庄。然而，从 2014 年开始这里就
陆续有光纤进村入户。仅在记者所在的生产
队，粗略统计已有 10 余户农民联通了互联
网。

WiFi 不仅让农民在春节期间也加入到

了抢红包大战中，还逐渐改变了他们的生产
生活方式。网购服装、家电，海淘奶粉、药品，
通过互联网卖农产品，样样也不落下。

黄东告诉记者，等他办完退伍手续，也
打算做“互联网+蔬菜”，把家乡的小菜卖
到网上去。“我想只要线下产品好，加上线
上推广，慢慢做，坚持做，肯定能把老家的
蔬菜做出名堂。”

广汉兴隆镇是成都周边重要的蔬菜基地
之一，这里水土肥沃，收完水稻之后，可以种
两到三茬蔬菜，黄瓜、豌豆尖、茄子、莴笋等蔬
菜销往全国各地。

从去年春节期间的博士返乡日记，到今年春节前“一个农
村儿媳眼中的乡村图景”，再到除夕夜“火”了的网帖“上海女
孩见第一顿饭就和江西男友分手”，有人在问：农村，为什么一
到过年就出“新闻”？

且不论“分手”网帖的真伪，背后是否有策划，网帖发布后
引爆话题本身就反映了舆论对城乡差距的关注。在农村人口
占大多数的中国，农村承载了太多人的乡愁记忆，是很多人难
以割舍的梦里故乡。从发达的国际大都市到中部地区的江西
农村，落差引发的“逃离”话题，打到了痛点，挠到了痒处。

一次偶然的尴尬，反映的是城乡发展存在的巨大反差，不
仅体现在一顿饭上，还有与其相关的一切：简陋的房屋、落后
的交通、昏暗的灯光、脏乱的卫生……更有难以调和的文化差

异——— 这些有关农村的刻板印象，依然在人们意识中将农村
与贫困“绑定”。

消除城乡鸿沟，经济发展是基础。我国城乡差距客观存
在，直面这种差距，就是直面中国城乡社会二元结构的最大现
实，需要有一份从容和包容。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党和国家的奋斗目标。在扶
贫的路上，不能落下一个贫困家庭，丢下一个贫困群众。随着
新农村建设的推进，同样在江西，既有亟待脱贫的山村，也有
越来越多像婺源这样的美丽村落。这些乡村良好的自然环境、
淳朴的民情风俗，既是“二元”的内容，也是“多元”的精彩。

广袤农村，为何近年来逢春节就出“新闻”？很大程度是因
为在这个时段，人们才更多关注了农村“老家”。农村这块我国

社会发展的“短板”，经互联网放大后，乡土中国的问题愈发沉
重。

城乡发展不协调的短板亟待补齐，价值观念、精神文明建
设亦刻不容缓。少一些情绪化的诘难和指责，多一些理性和包
容，人们无须窥探隐私，更不要“人肉”。试想，倘若网帖晒的是
像婺源这样的美丽乡村，网友又该如何评说？

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脱贫不脱贫，难点是农民。可以
预见，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程中，城乡经济、文化的差异依
然存在，种种纠结、惆怅仍将存在。社会需要正视这些话题背
后的真问题，因为，正是这样一个个“话题新闻”，提醒人们为
家庭梦、家乡梦、中国梦继续努力。 (记者高皓亮、余贤红)

新华社南昌 2 月 13 日新媒体专电

为什么农村一过年就出“新闻”

WiFi ——— 农村新晋“人气王”

▲ 2 月 14 日，市民在庙会上游览。

当日是农历正月初七，在安徽省合肥市城隍庙第二十二届新春文
化庙会上，游人络绎不绝，节日气氛依旧浓厚。据悉，本届年会将一
直持续至 2 月 22 日。 新华社记者郭晨摄

红火庙会 年味依旧

祠堂——— 乡土文化“活化石”

“我是你的眼，帮你圆过年梦”

新华社上海电(记者郭敬
丹)“小时候，乡愁是一枚小
小的邮票……”曾经，这句诗
描述着人们心中对故乡的情
感。在我国进行新型城镇化建
设的今天，乡愁又意味着什
么？

上海交通大学城镇空间文
化与科学研究所发布的“当代
乡愁的认知调查年度报告”显
示，乡愁是当代中国人拥有的
一种普遍情感，与特定的记忆
场所、物质载体相关联，且呈
现出不同的时空分布特征。乡
愁关系到家乡中的“人情
味”，也投射到人们回乡工作
的意愿当中。

据介绍，该研究在全国范
围内通过抽样问卷调查进行，
涉及 34 个省份或地区，其中
有效问卷 1 9 3 6 份，有效率
98 . 8% 。被调研的群体中 18
岁 至 6 0 岁 之 间 的 样 本 占
9 5 % ， 中 低收入 群 体 占
60% 。

“调研结果显示，乡愁是
一种主观的情感，而且是具体
的、可感知的。”上海交通大
学城镇空间文化与科学研究所
所长陆邵明表示，“比如，人
们最主要感知乡愁的方式是通
过听觉来完成的，其次则是味
觉、视觉和嗅觉。”

而关于唤起乡愁的载体，
“有形的”如家乡的老房子、
茶酒、儿时的玩具等，比“无
形的”如家乡的歌曲、传统节
目更具有“唤醒力量”。

从时间分布上来看，春
季、秋季能够唤起大部分人的
乡愁感，其次是夏季，冬季则
与乡愁感的关联性最弱。从传
统节日上来看，春节的确最容
易唤起人们对家乡的思念，中
秋节次之，而清明节、重阳节
唤起乡愁的比重较前两者要少
很多。

“这表明，人们在气候温
和的时节容易产生思乡之情，
与家人团聚的节日也更容易引
发乡愁。”报告研究员杜力解
释道。

个人情感之外，乡愁也与邻里社会关系、社会功能空
间息息相关。统计结果显示，乡愁中人们最思念的是家
人，其次是同学和朋友，再次是工作中的同事。社会交往
的各类日常功能空间中，以“家”为中心的居住空间是最
容易引发乡愁的，其次是校园类的学习场所，再次是交通
空间和工作场所。

相比之下，自然场所如河边、湖滨、农田等所获得的
乡愁的“青睐”则较少。“人们对自然环境的土地依恋感
在减弱。”陆邵明认为，未来城镇化过程中，除了要考虑
建成环境中记忆元素的保护外，还需要平衡自然生态要素
与建成环境之间的比重。

此外，家乡中人与人之间的“人情味”，也是乡愁的
要素。报告显示，人们普遍认为变化后的家乡人情味一
般。“这折射出，现代城市空间的布局让邻里之间的关系
变得较以往更为陌生，人与人之间的互动与交流变少。”
陆邵明建议，以功能为导向的居住形式更多需要考虑到人
际交往空间的塑造，给予居住场所更多的人文关怀。

研究人员还对各省份及地区产生乡愁程度的主观评价
进行了统计，结果显示，各地区会产生不同程度的乡愁。
其中，思乡程度最高的省份为云南，最低为北京。

“西南等传统地域文化特色鲜明的地区，人们的乡情
比较浓厚。总体来看，经济发达地区较之于相对欠发达地
区，乡愁情感是变淡的。”杜力表示。

同时，研究人员还发现，每个省份人们的思乡程度和
回乡工作意愿度之间具有较高的正相关趋势，即“乡愁越
高的省份人们越愿意留在家乡工作”。

“乡愁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人们选择工作的地理空间
位置。”陆邵明说道，在现今劳动力主要聚集于东南部沿
海城市的形势下，提高每个城市的地域特征与吸引力，让
更多人选择留在自己的家乡工作，也能够有效平衡全国各
地区劳动力分布不均的现象。

“总之，对乡愁的关怀也就是对人性的关怀、对人
与人之间社会纽带情感的关怀、对建成环境与自然环境
和谐关系的关怀。”陆邵明等专家认为，我们一方面要
维护上一代人的乡愁、重新发现当代人的乡愁，另一方
面要为下一代人留住乡愁，塑造令人愉悦的高品质、值
得回味的栖居空间，使其在历经时间的洗礼后还能唤起
人们的美好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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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济南 2 月 13 日电(记者陈灏、
滕军伟)在绝大多数人眼里，春节回家是一
次说走就走的旅行。但对于李从金和狄春花
这对盲人夫妇，回家路上每一步都充满艰
辛。不过，刚刚过去的这个春节，他们回家
的路因为有了志愿者的全程相伴而大为不
同。

2013 年春天，老家在山东省菏泽市郓
城县农村的李从金夫妇前往威海创业，开了
一家按摩店。由于眼睛看不见，小两口每年
只有春节才回一次老家，转车时迷路、花很

长时间找站台、找车是常有的事。
今年 2 月，威海民政局、共青团等部门和

民间志愿者组织共同举办的“我是你的眼睛：
圆盲人朋友回家过年梦”公益活动找到了他
们，安排志愿者送他们回家。

4 号下午五点半，李从金夫妇收拾好行
李。在志愿者的搀扶下，他们踏上了回家的征
程。在志愿者的接力护送下，5 日上午十点
半，李从金和狄春花顺利回到家中，与父母团
聚。

“他们一路对我们照顾得非常周到，让我

们很感动。”李从金告诉记者，从喝水、吃饭
等小事，到协调火车下铺，志愿者们把他能
想到的、没想到的事情都安排好了。“将心
比心，我发自内心地感激这些好心人。”

参与护送盲人回家的威海市民政局社
会工作办公室主任田宏耀介绍，今年威海
市共帮助了 47 名像李从金这样的盲人回
家。其中，22 人家住威海市各区县，25 人
家住外地。志愿者们一路上照顾他们的起
居，有的自己开车直接将他们送回家，甚至
还送去了年货。

芝麻烧饼
昔日年礼走进记忆

据新华社南京电(记者杨绍功)猪肉、挂
面、水果、饼干……正月里，亲戚来家拜年，
年礼中的“老面孔”芝麻烧饼却不见了踪影。
询问亲戚才发现，多数人家过年早已不做芝
麻烧饼，曾经的过年必备小吃，已经悄然成
为封存于记忆的乡愁。

芝麻烧饼是广西南部农村流行的一种
过年小吃，没人能说得清它究竟有多长的历
史。80 多岁的范国英老人说，她从记事开始
就知道做饼吃饼就是过年。小年前后，外出
的人们陆续回村，一个大家族男女老少几十
口人凑在一起做芝麻烧饼。

做饼是个大工程，小孩也不能闲着，提
前几天就要到山上扒松针。松林里整年积下
厚厚的松针，枯黄干燥是烤饼最好的火料。
灶房的角落堆起松针时，巧妇们已经完成磨
面、揉面、拌芯等准备工作。寒冷的冬夜，人
们用松针燃起熊熊灶火，边做饼边说笑。

搓糖芯是小孩的专利，十多岁的娃娃手
抓馅儿料，搓成光溜溜的圆球，大小正好合
适。女人们像包汤圆一样，用米面皮把糖芯
包好，递给打饼的人。打饼的人得是会用巧
劲的老手，他一手拈着饼边，一手挥开擀面
杖，把一个个圆团子打得薄厚均匀。手长的
女人迅速在饼面上撒上湿芝麻，递给灶台上
的男人。大如桌面的饼铛，擦了花生油，被火
燎得嗞嗞冒烟。饼下锅不久，糖芯融化、面皮
焦黄，撒落的芝麻在饼铛上跳跃，香气很快
弥漫在房间里。

做好的烧饼不仅是过年祭祀的祭品、走
亲访友的礼物，到春耕时还是村民下地干活
带的干粮。一个芝麻烧饼横跨年前年后，在
辞旧迎新的一个多月里，成为村民们祖祖辈
辈最重要的吃食。然而，这几年芝麻烧饼却
陆续退出了村民们的食谱。

广西健美乐食品有限公司是钦州市浦
北县最大的食品企业，总经理陆强做了十多
年的芝麻烧饼，好的年份厂里 30 个工人要忙
1 个月做二三万斤，但今年厂里不再做饼。
“人们的需求变了，烧饼不好卖。”陆强说。

“我们这里的大米富含硒，还有特产红椎
菌，只要真材实料，换个组合就是流行年节
食品。”陆强说，厂里近年把重点转向粽子和
特色饮品，已经卖到了东南亚等国家。

▲ 2 月 14 日，参加迎新春锣鼓大赛的队员在进行比
赛。

当日，山东省临沂市郯城县举办第一届迎新春锣鼓大
赛，喜庆欢快的锣鼓声气势磅礴，表达人们对新春的美好
祝福。 新华社发（张春雷摄）

锣鼓大赛闹新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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