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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格尔味道
早晨起来，急忙盘点此次的

准格尔之行带回的收获。走的时

候家里那个传女子一听说我要

走好几天，就极不情愿地进行阻

拦。当然，我知道她是耍小聪明

了，为的是增加她的话语权和绝

对领导权，同时也是为了给我提

出一些小要求。

这不，她终于开口了。“那你

回来给额带点儿好吃的。”她说

的那些好吃的无非也就是一些

海红串串、杏仁瓣瓣、红腌菜等，

这已经成为了我去准格尔每次

必须带回来的东西和义务。如果

偶然一次忘记带了，你看哇，她

会先问你：“没给额带好吃的？”接

着就开始抽上了，而后开始数落

我一顿。诸如：“你心里没有额。”、

“每天就顾自己红火了。”、“整天

除了在外喝酒，回家就是四脚朝

天。”等等，没完没了。

我在盘点这次带回的收获的

时候，发现她早就替我盘点和验收

了。而且还分成好几堆堆，一看就

是准备给闺蜜送呀！你说我负担多

重，这样下去根本就养活不起。

我在早晨盘点完这些东西

后，在微信上晒了晒，起名为“准格

尔味道”，这一晒不要紧，立刻引来

了一片围观。有的人干脆和我要

了，这就更加重了我的不堪负重。

准格尔味道到底是什么味

道？我以为最直观的视觉和嗅觉

就是———酸味。你看亲亲们吃的

是酸粥、酸捞饭，有民歌唱到：“猪

肉烩菜山药蛋，糜米酸粥家常

饭。”唱的是酸曲儿，“再不要唱曲

打哨哨，摇一摇门环我知道。”几

乎所有的土特产零食也都是带

酸味的。你看海红串串、杏干儿、

果干儿、沙枣等等。你再听一听：

“海红子酸来黄毛杏儿甜，摇一

摇树枝吃几天。”、“绿圪旦毛杏儿

裂牙酸，不进眼偏往里头钻。”

我这次去准格尔参加杏花

节，真是被这种原汁原味的酸味

算是感动了。你看大街小巷里的

饭店都在打着酸饭的招牌，就连

我们下榻的酒店里的自助餐也

有酸粥，真是住得舒服吃的顺

口，好像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火

焰。当你看见房前屋后，漫山遍

野长得圪溜把歪的老杏树、海红

树，我的嘴里怎么也抑制不住口

水刷啦啦地直往下流。在这次的

杏花节上，“大美准格尔”群的好

多成员应邀参加了由旗委宣传

部组织的采风团，采风团分别来

自呼市、东胜和准格尔本地。我

们扛着“大美准格尔”微信公众

平台的旗子，打出了横幅口号，

“桃花花红来杏花花白，大美准

格尔等将你来！”顿时引来一群

围观的人，还有的人在横幅前留

影，不时地议论纷纷，“这句话有

创意，有意思，有味道。”

“春风杏花自带彩，山曲儿无

情唱起来。”、“红是红来白是白，好

比那杏花刚开开。”每一次吃饭，每

一次演出，这种与杏花相关的精

彩词句就被亲亲们随口而唱、信

手拈来。开始还假装一本正经地

唱的了，可是唱的唱的就复苏到

了酸曲的本身功能了。一口气给

你兜出一堆酸得要命的酸词。

我见过好多近似文盲的土生

土长的歌手，有的还和我加了微

信。你和他们面对面交流，尽管是

笨嘴秃舌的厚重乡音，还能说得

过去。但是，当你和他们用微信交

流起来那就会很尴尬的，你发去

的汉字他们不认识，这对于不善

于用语音交流的我被逼无奈，只

能是用语言和他们交流。可是，当

他们唱起来的时候，突然就好像

是变了一个人，现编现唱出来的

词充满了民间大师的文学味道，

这让我百思不得其解，真是看的

我“像雨像雾又像风”。

我听不够准格尔的酸曲，吃

不够准格尔地的酸毛杏儿海红

子，即使是在冬天，没有杏儿的

日子里，在我家里常常也有整箱

子的杏儿罐头储藏。幸好我还有

一个准格尔女女做邻居，使我可

以常年不断地吃上酸捞饭，这个

邻居就侉侉和他的媳妇儿晓梅。

我尽管喜欢上酸饭有好多年了，

可是吃猪油炸酱的酸饭还是头

一次。那天侉侉媳妇儿给我端上

来一钵子猪油炸酱吃酸饭，我以

为是闹错了。后来在“大美准格

尔”群里求证，群里的老前辈李

前唤先生说：“不吃猪油炸酱你

吃甚了？那是最好的搭配。”我过

去一直是吃的胡麻油酸饭。现在

想一想，我经常在去准格尔女女

家吃酸饭，这也是侉侉在我跟前

树立起威信的直接后果。其实我

心里想，要不你以为你是谁？全

是酸粥作的怪。 文/杜洪涛

◎◎生活拼盘

馄饨
坐在老街长凳上，伏在长桌

旁，捧着一碗馄饨，眼神却留在

摊主手上。这位白皙的江南姑

娘，左手快捷地从一摞馄饨皮挑

出一片，右手竹片从碗里划出肉

糜，合掌一包一捏，扔在竹匾中，

一会儿就堆起小山包。

馄饨，日常小食。地理上偏差，

叫法不同，口味也有所差异。广州

人叫云吞，福州人叫扁食，成都人

叫抄手，长江中下游人就叫馄饨。

提起馄饨有着历史，相传春

秋战国，吴王打败越国后骄傲无

比，终日声色犬马不问朝政。这

年冬至节，吴王吃尽豪宴，索然

无味。西施进御厨，和面擀皮，包

出一种簸箕式点心。滚水氽入，

不多时只只漂浮水面。盛入加了

鲜汤碗里，撒上香料，献给吴王。

吴王一尝，惊叹于鲜美，便问西

施这美食的名字？西施暗想：这

无道昏君，真是混沌不开，便随

口道馄饨。此后，这点心便以“馄

饨”为名流入民间。

提起馄饨，想起在苏州。北寺

塔前，穿过石板长巷，昆剧院落总

会有吱呀的二胡声，和着墙头飘

过几声呢哝软语。过小桥，街对面

有食铺。惦记着一碗馄饨。清亮的

鲜汤，朵朵润白的馄饨，亮黄的鸡

五朵金花
有什么样的想法，就会有什

么样的人生。

为了让日子过得不像白开

水那样寡淡无味，一有时间，我

就会喝点茶。红茶、绿茶、花茶各

有各的味道，我都喜欢。

那一天，我泡了一杯菊花

茶，看着金黄色的菊花在玻璃杯

中慢慢舒展开花瓣，上下起伏，

我不由得思绪万千。

宋代诗人朱淑真有一名句

“宁可抱香枝头老，不随黄叶舞

秋风。”生动地概括了菊花的性

格。菊花开在晚秋，朴实无华，清

和尚塔
村东头的庄稼地里有一座

石塔，村里人都习惯称之为“和

尚塔”，塔由九块石头堆砌而成，

各层的形状、图案都不一样，有

鼓状、方块状、八角状，塔顶为葫

芦状，表面雕刻着花草、人物、动

物等图案，塔身第六层的南、西、

北、东四面均镌刻有铭文。

小时候不了解此塔的来历，

当时不知道是文物。虽然第六层

刻有文字，内容属于文言文，生

涩难懂，所以没有仔细的研读

过，内容也没有记住，由于这座

石塔正好位于我们家的庄稼地

里，随母亲下地干活的时候，经

常爬上去玩耍。

该石塔造型优美，制作精细，

有很高的研究与观赏价值，堪称

艺术珍品。随着年龄的增长，一直

也没有了解到关于此塔的详细来

历，只记得八十年代初，隔三差五

的有人来这里拓印上面的图案和

文字，说是属于文物。1988年离开

家乡后，在市图书馆、学校图书馆

都没有找到该塔的相关记载。

2007年春天一个夜晚失窃，从此

不知所踪，听到这一消息后，也曾

耿耿于怀，时常挂念此塔的所终，

但一直也没有消息。

德州一名对石塔情有独钟

的唐先生在2006年参观过此塔，

2012年他偶然发现有人在网上

公开叫卖此塔，实物所在地指向

曲阜市一个古玩市场，唐先生随

即报案，省文物局要求高唐、曲

阜两地文物部门配合公安机关，

将被盗的石塔追回。

这时候才对石塔的来历有了

一些了解，此塔叫“水月庵塔”，建

于清代，上面记载着康熙、雍正、

乾隆等年在水月庵修行僧人的事

迹，石塔建造年代在他的第六层

有明确记载：庄示寂曾师祖昙瑞

位翁塔，清乾隆四年岁次已末十

月十五日立，是弟子们为白衣庵

已故主持昙翁立的舍利墓塔。据

记载，此地曾建有白衣堂，其前大

殿于解放初期被拆除，后大殿及

院落于1962年被拆除，从那以后

就只剩这座石塔矗立在田地里。

据父亲讲，以前村子的北面建有

一座大庙，父亲小的时候还在庙

里玩耍过，后来破四旧被一把火

给烧了，七十年代在原址上建起

了村小学，不知道这座庙与这座

石塔有没有关系。

甚幸于此塔的失而复得，希望

能够得到更好地保护。文/贾清山

香淡雅。即便人们把它制作成饮

品，它在坠落杯底时，最后一缕

清香依然沁人心脾。

菊花的优雅、不媚俗、宠辱不

惊、淡定从容注定它要成为花中君

子。落花无言，人淡如菊，难怪古今

那么多文人隐士那么喜欢它。

我轻轻地喝了一口茶，摇晃

了一下杯子，我数了数，不多不

少，是五朵。“五朵金花”，我的脑

海中瞬间闪现出这个词汇。一个

电影的名字，竟然和我喝的茶有

了关联，人的思维真是奇妙而有

趣。我今天喝的是“五朵金花”。这

样一想，这杯茶喝得真是有滋有

味，神清气爽。

“世上本无事，庸人自扰

之。”把人生想成苦海，那就真是

苦海无边。把人生看成是一场旅

行，那就是所到之处皆风景，吾

心安处即故乡。 文/李忠山

蛋皮丝，浮着橙色的太湖虾皮，青

绿的葱末，有着姑苏人家的精致。

鲜味催开味蕾，晨起约会美食，徒

增对苏州一片欢喜。

早先小住广州市北京路，从

原新大新百货斜对面到西湖路夜

市，是和北京路并行的长巷。因为

人气，像上下九一样，拥挤着广州

的美食。常去一家食档，要上一碗

净云吞。所谓净字，表示一碗只有

云吞。本地人喜欢云吞面，云吞碗

里加了面条。掺了海虾仁的云吞，

有着海鲜味。后来小住在广大路，

隔条街也不远，踱步而来，一路念

叨着，清远鸡、牛腩粉、净云吞。

在南宁也叫云吞，只不过广

西美食多，由南到北分布着桂林

米粉，柳州螺蛳粉、南宁老友粉，

粉粉不同，粉粉各有其中味，也

就忽视了一碗云吞。

生活的小城也有馄饨。记忆

中的馄饨是一肩挑的。木质馄饨

筐，顶着小煤炉，一锅热开水，逢到

食客，就地落担。数馄饨入锅，摆开

粗碗，洒上调料。揭开锅盖刹那，都

是摊主和食客最为期待的时分。

旧时北大街，有条连通闹市

的长巷名为当铺巷，是曾经商贾

之地。巷口罗列着十来家的食摊，

都是以馄饨面条为主。配以卤味

茶叶蛋和油茶干，成为附近乡里

进城的简餐处。一碗馄饨里，加一

勺鸡汤，点了少许的猪油酱油，洒

了葱末，抖了胡椒，很是美味。

曾几何时，闹市来家无为海

鲜馄饨。也许无为人者遍布京城

等一线城市，带来了馄饨新思

维。从传统酱油汤变成了紫菜虾

皮葱花汤，味鲜不止，生意非常

好。再来一家，说是远自福州，馄

饨皮又有改良，不像先前馄饨皮

软滑，而是劲道起来。

小区早点铺，因常客所以熟

悉了。酒场者经历当晚奋战，次

日晨大多蔫头蔫脑，非一碗汤水

才能激活。馄饨也许是最好地选

择了。我喜欢着重味，满满一小

勺胡椒粉，浮在馄饨汤水上，过

咽有辛味刺激，可以重振味蕾。

五十里外，古老裕溪河畔有

座老镇运漕。因是通湖达江的重

要码头，这里自古就是米市的集

散地。清朝重臣李鸿章家族在此

设立档口，经营着米市当铺。自古

繁华地，自然少不了美食。运漕早

茶方圆百里非常有名。驱车早茶，

当地友人告诉我，早茶店前还有

一馄饨摊，老人七八十了，是地道

的老字号了。听着有意，早茶吃到

六七成饱，留个胃口，就迫不及待

坐到老奶奶馄饨摊前。

很慈祥的老人，肉糜馅料都

是自己拌做，薄薄馄饨皮，半透水

晶状。馄饨皮是老人手工出来的，

不像其他家，皮多是机器压出的。

每天老人家的馄饨都是限量版，

早晨忙完就收摊，所以不是每次

去都能碰到。难得碰上，于是过把

瘾。去会点上两碗，喊道“奶奶，再

来一碗！”于是，“老奶奶馄饨”就

被食客喊开了。 文/杨 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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