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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夜饭

    年夜饭又称团年饭。

　　除夕这一天对华人来说是极为重要的。这一天

人们准备除旧迎新，吃团圆饭。在古代的中国，一

些监狱官员甚至放囚犯回家与家人团圆过年，由此

可见 "团年饭 "对古代中国人是何等的重要。 

　　家庭是华人社会的基石，一年一度的团年饭充

分表现出中华民族家庭成员的互敬互爱，这种互敬

互爱使一家人之间的关系更为紧密。家人的团聚往

往令一家之主在精神

上得到安慰与满足，

老人家眼看儿孙满堂

，一家大小共叙天伦

，过去的关怀与抚养

子女所付出的心血总

算没有白费，这是何

等的幸福。而年轻一

辈，也正可以借此机

会向父母的养育之恩

表达感激之情。 

　　孩子们在玩耍放

爆竹的时候，也正是

主妇们在厨房里最忙

碌的时刻，年菜都在前几天做好了，而年夜饭总要

在年三十当天掌厨做出来。在北方，大年初一的饺

子也要在三十晚上包出来。这时家家的砧板都在噔

噔噔地忙着剁肉、切菜。此时，家家户户传出的砧

板声，大街小巷传出的爆竹声，小店铺子传出的 "

劈劈啪啪 " 的算盘声和抑扬顿挫的报帐声，再夹杂

着处处的说笑声，此起彼伏，洋洋盈耳，交织成除

夕欢快的乐章。 

　　说到除夕的刀砧声，邓云乡撰写的《燕京乡土

记》却记载着除夕一个十分凄凉的故事：旧社会穷

人生活困难，三十晚上是个关。有户人家，丈夫到

三十晚上很晚了尚未拿钱归来，" 家中瓶粟早罄，

年货毫无。女人在家哄睡了孩子，一筹莫展，听得

邻家的砧板声，痛苦到极点，不知丈夫能否拿点钱

或东西回来，不知明天这个年如何过，又怕自己家

中没有砧板声惹人笑，便拿刀斩空砧板，一边噔噔

地斩，一边眼泪潸潸地落……，这个故事让人听了．

确实心酸。 

　　吃年夜饭，是春节家家户户最热闹愉快的时候。

大年夜．丰盛的年菜摆满一桌，阖家团聚，围坐桌

旁，共吃团圆饭，心头的充实感真是难以言喻。人

们既是享受满桌的佳肴盛馔，也是享受那份快乐的

气氛，桌上有大菜、冷盆、热炒、点心，一般少不

了两样东西，一是火锅．一是鱼。火锅沸煮，热气

腾腾，温馨撩人，说明红红火火；" 鱼 " 和 " 余 "

谐音，是象征 " 吉庆有余 "，也喻示 " 年年有余 "。

还有萝卜俗称菜头，祝愿有好彩头；爆鱼等煎炸食

物，预祝家运兴旺如 " 烈火烹油 "。最后多为一道

甜食，祝福往后的日子甜甜蜜蜜，这天，即使不会

喝酒的，也多少喝一点。古代，过年喝酒，非常注     

                          意酒的品质，有些酒

                          现在已经没有了，只

                            留下许多动人的酒

                            名，如 "葡萄酒 "、

                           " 兰尾酒 "、"宜春

                            酒 "、" 梅花酒 "、

                          " 桃花酒 "、"屠苏酒

                           " 等等。

                       各地风俗

                     　　  年夜饭的名堂很多，

                          南北各地不同，有饺

                          子、馄饨、长面、元

                        宵等，而且各有讲究。

北方人过年习惯吃饺子，是取新旧交替 “ 更岁交

子 ” 的意思。又因为白面饺子形状像银元宝，一

盆盆端上桌象征着 " 新年大发财，元宝滚进来 " 之

意。有的包饺子时，还把几枚沸水消毒后的硬币包

进去，说是谁先吃着了，就能多挣钱。吃饺子的习

俗，是从汉朝传下来的。相传，医圣张仲景在寒冬

腊月，看到穷人的耳朵被冻烂了，便制作了一种“祛

寒娇耳汤 ” 给穷人治冻伤。他用羊肉、辣椒和一

些祛寒温热的药材，用面皮包成耳朵样子的 “ 娇

耳 ”，下锅煮熟，分给穷人吃，人们吃后，觉得浑

身变暖，两耳发热。以后，人们仿效着做，一直流

传到今天。新年吃馄饨，是取其开初之意。传说世

界生成以前是混沌状态，盘古开天辟地，才有了宇

宙四方，长面，也叫长寿面。新年吃面，是预祝寿

长百年。

新年特辑



--3--

年夜饭民族不同风俗各异 ,食俗

关东年夜饭：保留古风俗　汉满互影响 

    我国知名民俗专家曹保明介绍说，年夜饭在除

夕的夜晚又称 “ 团年 ” 或 “ 合家欢 ”，因为这

顿饭以后就要告别旧岁迎来新岁了，所以又称“分

岁 ”。在古代，人们认为年夜饭还有逐疫、驱邪、

健身的作用。因此，年夜饭的特点是全家大团圆的

宴会，无论男女老幼都要参加，为了这个团圆，外

出的家人或子女都要赶在除夕前返回家来，如果没

能及时赶回来，餐桌上要给未归人留一个空位，摆

一双筷，表示全家团聚。 

    年夜饭通常是旧时关东农家中一年内最丰盛的

一顿饭，必须要在年三十当天掌厨做出来。满桌的

酒菜中必须要有鱼，表示新的一年有余钱、余粮，

一切都很宽裕。还必须有一碗红烧丸子，表示阖家

团圆。曹保明介绍说：“ 根据宗懔《荆楚岁时记》

的记载，至少在南北朝时已有吃年夜饭的习俗。” 

    关东老百姓始终有 “ 穷过年，富过年，不吃

饺子没过年 ” 的说法。吉林省民俗学会理事长施

立学介绍说，饺子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已经出现了，

围绕饺子的起源，民间产生过不同的传说和故事，

但关东人一直崇尚春节的第一顿饺子在除夕夜子时

（零点）吃，此风俗遍布关东城乡，并世代相传至今。 

    如今在东北的许多农家，年夜饭依然保持着古

时的许多风俗，如吃饭前祭祖，放鞭炮，吃饺子等。

但由于近年来年夜饭的吃喝已不重要了，施立学认

为：“ 年夜饭早已超出了 ‘ 吃 ’ 的范围，而在于

那份人与人之间的温馨，它温暖在一家人的问候和

温情中。既有对即将逝去的旧岁有留恋之情，也有

对即将到来的新年怀有希望之意。”

重庆土家年夜饭：“扣肉”“灌海椒”不可少 

    刚进腊月，重庆市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板溪

乡红杏村农民许文旭家就忙开了。为了准备好这顿

年夜饭，一些必不可少的传统主菜不提前十天半月

准备是不行的。其中最主要的当数“扣肉”和“灌

海椒 ”。许文旭说，“ 扣肉 ” 看似简单，但要做

到真正肥而不腻、嫩滑爽口，是要下一番工夫的。

“ 灌海椒 ” 则是把糯米面拌上作料后填入一个个

掏空的海椒中，然后放入咸菜罐子里封存半个月，

到了除夕，拿出来用油一炸就可以上桌了。 

    许文旭告诉记者，土家人之所以重视这两道菜，

是因为以前一年到头难得吃上几回肉，糯米也是稀    

罕东西，因此家家都把这两道菜当作年夜饭展示手

艺的机会，同时也是为了犒劳辛劳了一年的家人。 

    令人意外的是，海带还曾一度成为土家年夜饭的

主菜。因为以前土家族聚集地区吃盐巴都困难，医疗

条件也差，经常有人因缺碘患上大脖子病。为了给家

人补碘，土家人就在年夜饭上一道海带，以补充人体

所需的碘。在当时的条件下，海带对土家人来说，真

可谓 “ 山珍海味 ”，经常吃根本不可能，因此成了

年夜饭上的一道好菜。如今，海带早已退出年夜饭的

“舞台”。 

    土家人吃过年夜饭后，各家都会燃起一根木柴，

大家围坐聆听老人讲故事，守岁到天亮，名叫 “ 守

田埂”，以表达对田地的热爱。

朝鲜族：“岁酒”和“德固”占据特殊位置 

    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是我国朝鲜族主要聚居

地区，春节也是朝鲜族的传统的和最重要的节日。朝

鲜族的年夜饭有着自己传统的食品和特色。 

    民俗专家曹保明介绍说：“朝鲜族的年夜饭丰常

丰富，大大小小的盘子七八十个，有的人家甚至达上

百个。其中占特殊位置的是 ‘ 岁酒 ’ 和 ‘ 德固 ’

二种。” 

    春节前夕，记者在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的各乡村看

到，很多朝鲜族村民都在酿造 “ 岁酒 ”。今年５２

岁的金真实是珲春市密江乡的村民，她告诉记者，朝

鲜族在年夜饭有喝 “ 岁酒 ” 的习俗。这种酒多在过

“岁首节”前酿造。岁首节相当于汉族的春节，“岁

酒 ” 以大米为主料，配以多味中药材，是一种药酒。

用于春节期间自饮和待客，他们认为饮用此酒可以避

邪、长寿。 

    金真实介绍说，“德固”是一种汤饼，就是将

大米面和好蒸熟后，捣成大粘团，再搓成椭圆形圆条，

切成薄片，倒入鸡、野鸡、牛肉汤锅中，吃时再放些

麻油或香油以及紫菜，味美可口。 

记者了解到，在年三十那天，朝鲜族妇女都要穿上漂

亮的民族盛装。大多数家庭从一大早就开始做打糕。

“尽管现在有卖做打糕的机器，但我们还是喜欢用打

糕槌自己动手做，因为感觉味道还是不一样。”朝鲜

族村民朴英子说。 

    金真实说，除夕夜自己一家十几口都围在一起吃

年夜饭，是非常幸福的时刻。他们全家都会守岁通宵

达旦。与汉族不同的是，朝鲜族大年夜这顿饭会载歌

载舞，伴着朝鲜族古老的伽耶琴和筒箫乐曲迎接新年

的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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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狮（lion dance）

　　舞狮是我国优秀的民间艺术，每逢元宵佳节或集

会庆典，民间都以狮舞前来助兴。这一习俗起源于三

国时期，南北朝时开始流行，至今已有一千多年的历

史。

    表演者在锣鼓音乐下 , 装扮成狮子的样子 , 作

出狮子的各种形态动作。中国民俗传统 , 认为舞狮

可以驱邪辟鬼。故此每逢喜庆节日，例如新张庆典、

迎春赛会等 , 都喜欢打锣打鼓 , 舞狮助庆。舞狮亦

跟随着华人移居海外而闻名世界，马来西亚、新加坡

等地相当盛行舞狮。聚居欧美的海外华人亦组成不少

醒狮会，每年的春节或重大喜庆 , 他们都会在世界

各地舞狮庆祝。 

　　据传说，它最

早是从西域传入的

，狮子是文殊菩萨

的坐骑，随着佛教

传入中国，舞狮子

的活动也输入中国

。狮子是汉武帝派

张骞出使西域后，

和孔雀等一同带回

的贡品。而狮舞的

技艺却是引自西凉

的“假面戏”。

也有人认为狮舞是

五世纪时产生于军

队，后来传入民间的。两种说法都各有依据，今天已

很难判断其是非。不过，唐代时狮舞已成为盛行于宫

廷、军旅、民间的一项活动。唐段安节《乐府杂寻》

中说：“戏有五方狮子，高丈余，各衣五色，每一狮子，

有十二人，戴红抹额，衣画衣，执红拂子，谓之狮子郎，

舞太平乐曲。” 诗人白居易《西凉伎》诗中对此有

生动的描绘：“ 西凉伎，西凉伎，假面胡人假狮子。

刻木为头丝作尾，金镀眼睛银帖齿。奋迅毛衣摆双耳，

如从流沙来万里。”诗中描述的是当时舞狮的情景。

　　舞狮有着悠久的历史，它是中国与西域之间文化

交流的产物。早在一千九百年前，波斯通过了丝绸之

路同中国进行了双方的商业贸易，同时也促进了两国

之间的文化交流。波斯使者还把狮子等动物运到中国，

当时中国中原地带不产狮子，但随着接下来的古代中

国与西亚、印度等国之间进行友好交往，更多的狮子

来到了中国境内。

    今天的舞狮主要分南狮、北狮两种。最初北狮在

长江以北较为流行；而南狮则是流行华南，南洋及海

外。近年亦有将二者溶合的舞法，主要是用南狮的狮

子，北狮的步法，称为 "南狮北舞 "。 

北狮

　　北狮的造型酷似真狮，狮头较为简单，全身披金

黄色毛。舞狮者 ( 一般二人舞一头 ) 的裤子，鞋都会

披上毛，未舞看起来已经是维肖维妙的狮子。狮头上

有红结者为雄狮，有绿结者为雌性。北狮表现灵活的

动作，与南狮着重威猛不同。舞动则是以扑、跌、翻、

滚、跳跃、擦痒等动作为主。 

　　北狮一般是雌雄成对出现；由装扮成武士的主人

前领。有时一对北狮会配一对小北狮，小狮戏弄大狮，

大狮弄儿为乐，尽显天伦。北狮表演较为接近杂耍。

配乐方面，以京钹、京锣、京鼓为主。 

南狮

　　南狮又称醒狮，造型较为威猛，舞动时注重马步。                   

                          南狮主要是靠舞者的动

                          作表现出威猛的狮子型

                          态，一般只会二人舞一

                          头。狮头以戏曲面谱作

                          鉴，色彩艳丽，制造考

                          究；眼帘，嘴都可动。

                          严格来说南狮的狮头不

                          太像是狮子头，有人甚

                          至认为南狮较为接近年

                          兽。南狮的狮头还有一

                          只角，传闻以前会用铁

                          做，以应付舞狮时经常

                          出现的武斗。传统上，

                          南狮狮头有「刘备」「关

                         羽」、「张飞」之分。三

种狮头，不单颜色，装饰不同，舞法亦跟据三个古人

的性格而异。 

　　南师的舞动造型很多，有：起势、常态、奋起、疑进、

抓痒、迎寳、施礼、惊跃、审视、酣睡、出洞、发威、

过山、上楼台等等；舞者透过不同的马步，配合狮头

动作把各种造型抽象地表现出来。故此南狮讲究的是

意在和神似。南狮有出洞、上山、巡山会狮、采青、

入洞等表演方式，。当中「采青」最为常见。相传“采

青 ” 原来是有 “ 反清复明 ” 之意，现时一般是取

其意头，有 “ 生猛 ”，生意兴隆的象征。「青」用

的是生菜。把生菜及利市(红包)悬挂起来，狮在「青」

前舞数回，表现犹豫，然后一跃而起，把青菜一口「吃」

掉，再把生菜「咬碎吐出」，再向大家致意。为了增

加娱乐性，采青有时还会用上特技动作，例如上肩 (舞

狮头者站在狮尾者肩上), 叠罗汉，上杆(爬上竹杆), 

或者过梅花椿 (经过高低不一长木椿 )等等。 

　　舞南狮时会配以大锣、大鼓、大钹。狮的舞动要

配合音乐的节奏。舞南狮有时还会有一人扮作「大头

佛」，手执葵扇带领。 

　　舞狮之前通常还会举行「点睛」仪式。仪式由主

礼嘉宾进行，把朱砂涂在狮的眼睛上，象征给予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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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语课堂
                                 语言广场

「旧正月」 

旧正月（きゅうしょうがつ）は、旧暦の正月（年初）。

旧暦元日（旧暦 1 月 1 日）、またはそれから始まる

数日間のこと。ここでの旧暦とは、中国（清）・日本・

朝鮮半島・ベトナムでかつて使われていた、中国暦

およびその変種のことである。

旧暦 1 月 1 日は、通常雨水（2 月 19 日ごろ）の直

前の朔日であり、1 月 22 日ごろから 2 月 19 日ごろ

までを毎年移動する。旧暦で平年だった年は翌年の

旧正月は約 11 日後退し、閏月があれば約 18 日進む。

中国・台湾・韓国・ベトナム・モンゴルでは、最も

重要な祝祭日の一つであり、グレゴリオ暦（新暦）

の正月よりずっと盛大に祝われる。ほかに、華人（中

国系住民）の多い東南アジア諸国、世界各地の中華

街などで祝われる。ただし日本では、沖縄・奄美の

一部地域や中華街を除けば、もっぱらグレゴリオ暦

の正月が祝われる。

なお、旧正月は全ての国で同じ日とは限らない。こ

れらについては後で詳細に述べる。

日本とベトナムの旧正月は、時差により、中国標準

時を使っている他国と異なることがある。 

モンゴルの旧正月は、中国暦とは別系統のモンゴル

暦の年初なので、他国と異なることが多い。

呼び名

日本語 - 旧正月 

中国語 - 春節（簡体字では春节、繁体字では春節）、

新年（新年、新年）、大年（大年、大年）、過年（过

年、過年）、農暦年（农历年、農曆年）、農暦新年（农

历新年、農曆新年）、旧暦年（旧历年、舊曆年）、過

新年（过新年、過新年）、過元旦（过元旦、過元旦） 

韓国語 - ソルラル、クジョン（旧正月）

ベトナム語 - テト（漢字では節）、テトグェンダン

（Nguyên Đán、節元旦） 

英語 - Chinese New Year (CNY)、Lunar New Year、

Chinese Lunar New Year、Spring Festival、Tet（ベ

トナムの）、○○（国名の形容詞） New Year 

モンゴル語 - ツァガーンサル (Tsagaan Sar、白い

月の意味 ) 

これらの中には「旧暦で」の意味を持たず単に「年

初」の意味しかない語もあるが、それらの語も旧正

月を意味することが多い。

中国では、中華民国成立後、「元旦」は新暦の、「春

節」は旧暦の 1月 1日と定められた。

中国語での呼び名のいくつかに現れる「農暦」とは

中国の旧暦のことである。

「正月」という言葉は本来は旧暦 1 月のことなので、

日本以外では「旧正月」とは言わない。ただし、韓

国の「旧正」は「旧正月」に由来する。

モンゴル語のツァガーンサルは、「モンゴル暦の年

初」の名称であって、他国語での旧正月の名称とイ

コールで結ばれるものではない。

英語では、Chinese New Year は中国に限らず中国

暦（およびその変種）での旧正月の総称として使え

る。ただし、モンゴルの旧正月は中国暦ではないの

で含まない。Lunar New Year は、中国暦・モンゴ

ル暦のみならずイスラム暦などを含む、太陰暦・太

陰太陽暦一般の年初の総称である。各国の旧正月

を特にいう場合は、Korean New Year などともいえ

る。テト攻勢により、ベトナムの旧正月は Tet で

通じる。Japanese New Year は日本でのグレゴリオ

暦の正月を意味するので、旧正月を意味するには

traditional Japanese New Yearという必要がある。

                           ( 摘自《基维百度》)

编者语：大家试着读一读，看看自己能看懂多少，有

兴趣的还可以自己试着翻译一下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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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连载

鬼吹灯（盗墓者的经历）
作者：本物天下霸唱

正文 第五章 康巴昆仑不冻泉

　　那一年的春天，整个中国都笼罩在战争的阴云之

下。苏联在中国北方边境线上部署了三个集团军群总

数一百多万的军队，中国的近邻印度也和中国的边防

部队不断的发生摩擦，岛上的国军见此情形觉得有机

可乘，摩拳擦掌的准备反攻回来，同时美国的第七舰

队也进入了应战状态。

　　中国政府的高层感受到了国际敌对势力的威胁，

不断进行战略部署上的重新调整，军队扩编，备战备

荒，深挖洞，广积粮，群众们积极进行防核防化防空

袭的三防演练。

　　我回城探亲的时候有人告诉我内部消息，我父母

的问题很快就将得到组织上的澄清，证明我祖父不算

地主，他的成份是中农，所以他们被释放出来是迟早

的事，这时由于解放军大量征兵，我父亲以前的一位

老战友让我当了“后门兵”入伍。

　　我爹的战友陈叔叔是军分区的总参谋长，当年第

九兵团入朝参战，冰天雪的盖马高原，十几万志愿军

合围了美军最精锐的海军陆战队第一师，美军航空兵

投掷的大量航空炸弹、凝固汽油弹，把深夜的天空都

照成了白昼，冒着美军钢铁弹幕所组成的火力屏障，

志愿军象潮水一般，发动了一波又一波的冲锋……

　　在那场残酷的战役中我爹冒着零下四十几度的低

温，把身受重伤的陈叔叔从死人堆里背了出来，到了

救护所的时候，两人的身体被身上的血水冻在了一起，

护士用剪刀剪破了皮肉才分开。他们之间的友谊已不

能用生死之交四个字来衡量，而且我父母的历史问题

也快要解决了，现在安排老战友的儿子参军，对一个

分区参谋长来说不是什么难事。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中国人养成走后门的习惯就是在部队里最先开始的。

　　陈叔叔问我想当什么兵种的兵，我说想当空军，

听说飞行员伙食好。陈叔叔笑着给了我一个脑锛儿：

“战斗机哪有那么容易开的，你小子给我到野战军去，

好好锻炼几年，等提了干，再把你调到军区机关来工

作。”我说回机关工作就算了吧，我还是愿意留在基

层部队，办公室呆不惯。

　　想回岗岗营子和小胖燕子他们告别，但是时间上

不允许，就给他们写了封信，心里觉得挺过意不去，

自己去部队当了兵，留下好朋友在山沟里插队，怎

么说也有点不能同患难的感觉。不过这种感觉我三

个月以后就没有了，那时候我才知道在山里当知青

有多舒服。

　　我被征兵办按排到了一只即将换装为装甲师的

部队中，没想到阴差阳错，刚在新兵训练营苦熬了

三个月，中央军委一纸命令，这支部队就被调往了

青藏高原的昆仑山口六十二道班兵站，全师改编为

成工程兵部队。

　　其实这件事说起来也不奇怪，当时的情况是全

国的部队都在挖洞搞人防建设，各种洞，防空的，

弹药储备的，战略隐蔽的等等，全军几乎没有不挖

洞的部队，所不同的是我所在的部队由业余挖洞，

转变成职业挖洞，我们的任务是一级机密，要在昆

仑山的深处建设一座庞大的地下战备设施，虽然没

有明确的告诉士兵们这个设施的用途，但是稍微有

点脑子的人都应该能猜得到吧。部队中有保密条例，

所以大伙平时从不谈论这件事。也有传闻说完成了

这次的工程任务，我们还要被编回到野战军的序列

中去。

　　昆仑山口也称昆仑垭口，海拔 4767 米，在地

质学的角度上来讲属于 “ 多年冻土荒漠地貌 ” 是

由古代强烈腐蚀的复杂质变岩构成，我们师从上到

下，除了会挖战壕之外，对土木工程建筑施工一无

所知，所以部队里派来了很多工程师技术员指导工

作，对指战员们进行为期五个月的强化培训，我所

在的一个班就作为先遣小分队率先向南经过 “ 不

冻泉 ” 进入茫茫昆仑山的最深处，我们的任务是

去寻找适合施工的隐蔽地点。

　　“ 不冻泉 ” 位于昆仑河北岸，又名昆仑泉，

花岗岩板圈成了池壁，池中清澈的泉水万年不停的

喷涌而出，即使严寒的冬季也从不封冻，谁也不知

道泉眼下面通着哪里。上级传达了纪律，命令士兵

不许在这里洗澡，因为当地藏民视 “ 不冻泉 ” 为

神泉，时常对泉水膜拜。以前西藏刚解放的时候，

进藏大军途径此地，那时候还没有发布这些规定，

有三名战士在泉里洗澡，都给淹死在了泉眼里，死

因据说是因为泉水中含有大量的硝磺，他们的墓就

安在离这不远的兵站，我们小分队最后的补给站也

设在那里。

　　终于进入了昆仑山，几乎所有的人都产生了严

重的高原反应，人人的脸都憋得发紫，目光也变得

模糊，在我们的眼中似乎产生了幻觉，巍巍昆仑的

千丘万壑，如同一条条滚滚向前的银灰色巨龙。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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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这支十多个人组成的小分队在这雄浑无际的山脉

中显得还比不如一只小小的蚂蚁。

　　我在行军的路上想起了祖父传下来的那本书，那

书上曾说昆仑群峰五千乃是天下龙脉之祖，这些山脉

中从太古时代起直到现在，里面不知埋藏了多少秘密，

相传西藏神话传说中的英雄王格萨尔王的陵塔和通往

魔国的大门都隐藏在这起伏的群山之中。

　　（在古藏俗中，天葬并不是最高待遇，最高规格

是塔葬）

正文 第六章 一百张美女皮

　　先遣队的任务是找到合适的施工地点，随行的还

有两名工程师和一个测绘员、一名地质勘探员，弃车

之后在山里行进了整整两天，第二天的黄昏大家扎了

帐篷休息，铅云密布的天空上飘起了零星的雪花，看

来到晚上会有一场大雪降临。

　　那四名工程技术人员都是戴着眼镜的知识份子，

其中还有一个是女的，他们还远没有适应高原的恶劣

环境，趴在帐篷里喘着粗气，听那声音都让人替他们

的小身子骨担心。

　　领队的连指导员和班长卫生员三个人忙着给他们

倒水发药，劝他们吃点东西，越不吃东西越会觉得缺

氧。

　　士兵们身体强壮，入伍的时候都经历过新兵营每

天五公里武装越野的磨练，适应环境的能力很强，这

时候基本上都已经稍微适应了缺氧的环境，用特制的

白煤球燃料点燃了营火，战士们围在一起取暖，吃煮

得半熟的挂面和压缩饼干，因为海拔太高，水烧不开，

挂面只能煮成半熟。

　　和我混得比较熟的几个战友是东北黑龙江的

“大个子”，藏区入伍的藏族兵“尕娃”，年龄只

有十六岁的吉林通信兵 “ 小林 ”。我们几个三口两

口吃完了面条，喘着粗气休息，感觉在高原上吃一顿

饭所使的力气，简直都超过了在平原上的武装越野行

军。

　　小林休息了一会儿对我说道：“胡哥，你是城里

参军的，知道的事多，给俺们讲几个故事听呗？”

　　大个子也随声符合：“哎呀我说老胡，太稀罕听

你唠了，贼拉带劲，反正一会儿还得整哈玩意儿班务

会，也不能提前休息，先给同志们唠一段呗。”

　　尕娃汉话说的不利索，但是能听明白，也想说什

么，张了半天嘴，楞是没想起来该怎么说，干脆只对

我一挥手，我估计他那意思大概是，你讲吧，我也听听。

　　我吐着舌头说：“空气这么稀薄，你们怎么还这

么大精神头？得了，既然同志们想听，我就先白话

一段，等会儿开班务会时班长给我穿小鞋，你们可

得给我帮忙说情啊。”

　　我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们班长看我不太顺

眼，他是从农村入伍的，跟小媳妇似的在部队熬了

五年才当上个小小的班长，他特别看不惯我这种高

干子弟的“ 后门兵 ”。班里一开会他就让我发言，

抓住我发言中的漏洞就批评我一大通，几乎都形成

固定的规律了，把我给气的呀，就别提了。

　　但是我讲点什么好呢？我看过的书加起来不到

十本，其中毛选四本，语录一本，字典一本，《红日》

算一本，《青年近卫军》也算一本。可是这些都给

他们讲没了，还有本《风水秘术》我想他们也听不

明白。

　　我搜肠刮肚的，总算想起来上山下乡时从田晓

萌借来看的一本书，那是一本在当时很流行的民间

传说手抄本，这本手抄本的内容以梅花党的事迹为

主，也加入了不少当时社会上的奇闻异事，其中有

段一百张美女皮的故事，给我留下印象特别的深。

　　这个故事的开始，是发生在一辆由北京开往南

京的列车上，女大学生赵萍萍回南京探亲就是搭乘

的这趟列车，坐在他对面的乘客是一名年轻英俊的

解放军军官，两人有意无意之间就聊了起来，赵萍

萍被这位年轻军官的风度和谈吐倾倒了，在交谈中

还得知他家庭环境很好，受过高等教育，赵萍萍甚

至开始幻想着自己嫁给对方。不知不觉之中火车就

抵达了南京站，军官请赵萍萍到火车站附近的饭馆

里坐一坐，吃饭的时候军官去打了个电话，回来后

拿出一封信，托付赵萍萍帮忙送到他在南京的家里，

因为他自己有紧急任务要先赶回部队，所以先不能

回家了。赵萍萍毫不犹豫的答应了，随后二人依依

不舍的分别。

　　第二天赵萍萍去军官的家里送信，接待她的是

一位老妇人，老妇人把信取出来读了一遍，然后热

情的把赵萍萍请到家中，给她倒了杯茶。赵萍萍喝

了几口茶，和老妇人闲谈几句，突然感觉眼前金星

乱转，一头晕倒在地。一桶冰凉刺骨的冷水浇醒了

赵萍萍，她发现自己赤身裸体的被绑在一条剥人凳

上，墙壁上挂满了人皮。周围站着几个人，正是那

老妇人和她手下的几名彪形大汉。她把那封信拿到

赵萍萍眼前让她看，信上只有一句话：“ 送来第

一百张美女皮，敬请查收。” 老妇人冷笑着说道：

“你死到临头了，让你死个明白，我们都是潜伏的

特务，剥女人的人皮是为了在里面装填炸药，一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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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け止めていますか、人権の重み

要准备一百张人皮，今天终于凑够数了。”说着取出

一把刹利刀交给其中一个手下，让他动手活剥赵萍萍

的皮，刹利刀是专门剥皮用的特制刀，那大汉用刀在

赵萍萍头顶一割，在她的惨叫声中……

我刚说到兴头上，就被走过来的二班长打断了：“都

别说咧，都别说咧。胡八一，你又在胡编乱造咧，

现在咱们班开班务讨论会咧，你那小嘴儿不是喜欢

说吗，咱们这次，就让你先发言中不中咧？”

小幽默
2008 新年搞笑短信

☆ 不许动！举起手来，认识的站左边，不认识的站右边，想笑的站中间。说你呢！快放下手机，双手抱头

靠墙站好，仔细给我听着：祝你新年快乐！ 

☆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你的手机将出现鹅毛般的祝福，你的心情将以晴为主，受气氛影响，笑声将席卷

你周围，预计一周内将不断刮顺风！春节快乐！ 

☆ 根据 FBI 消息：发现手机 12 点钟方向有一对呆滞的眼神……嘿！猪头！你被我盯上了！请在这寒冷的日

子里，多加件衣服！在此祝福你：春节快乐！ 

☆ 祝你在新的一年里：财源滚滚，发得像肥猪；身体棒棒，壮得像狗熊；爱情甜甜，美得像蜜蜂；好运连连，

多得像牛毛；事业蒸蒸，越飞越高像大鹏。  

☆ 微笑是火，快乐是锅，祝福是排骨。愿微笑的火点着快乐的锅煮着祝福的排骨，那祝福的香飘向永远快

乐的你……春节快乐！ 

☆ 春节祝你：天天接礼收红包，从早到晚有人 Call, 打牌赢钱如山高，新人爱你似豆包！ 

☆ 新年好，祝你：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合家欢乐，生活美满，事业有成，珠玉满堂，多寿多富，财大气粗，

攻无不克，战无不胜！ 

☆ 如果感到幸福你就挥挥手，如果感到幸福你就跺跺脚，如果感到幸福你就甩甩头。新年快乐，疯子！ 

☆ 新年你想要什么礼物，马上都能实现！快点说………………………短信看完，时效已过！ 

☆ 祝你在新的一年里：事业正当午，身体壮如虎，金钱不胜数，干活不辛苦，悠闲像老鼠，浪漫似乐谱，

快乐莫你属。 

☆ 新年到！乌纱往你头上掉！老婆看你不停的笑！大姑娘非要你来抱！钞票从你兜里冒！乐得你使劲直喊：

要要要！ 

☆ 祝你新的一年里大红大紫，大吉大利，大放异彩，这是我给你的大大礼物，你就给我回个小红包吧，支

票你来签，数字我来写。 

                                                                          （摘自“小鸡快来”的博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