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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味日志

烫面
与人聊天，坐中有张玉林先

生，和我说到同仁学校经常吃

“烫面”，也就是通常人们所说的

蒸饺。与饺子面不同，蒸饺的面

是用开水和的，故称“烫面”。比

水饺略大，呈半月牙形，皮薄馅

大，面皮筋道，却不是水煮，而是

上笼蒸了，没有水饺精致，比水

饺更壮硕，蒸作从食，《东京梦华

录》里称作“水晶角儿”，与准格

尔叫蒸饺的俗名相同。

同仁学校是鄂尔多斯蒙古

族贵族创办的第一所汉学校，课

本及授业方式取自民国时期北

平的小学，于右任先生题了校

名，绥远《国民日报》主笔陈承汤

先生撰写了校歌词，曲子则套用

了北京奋斗中学的校歌。这个学

校的厨子更不简单，是清朝权倾

朝野的定王的大厨。定王的七太

太到准格尔投奔四奶奶（宣统皇

帝的姑姑），大厨随了七太太离

府到了准格尔，以后就到了同仁

学校做了厨师，烫面就是他的绝

活儿。以后便在准格尔及周边地

区流传开来，便是如此，也还以

为这烫面不过是一种乡土小吃。

有一回读《金瓶梅》，忽然读到潘

金莲给西门庆做的美食便是烫

面，吃惊之下，更多的是兴奋，原

来这烫面的渊源如此深远，流传

的地区也颇为宽广。后来才知

道，早在唐代，它就是南北方均

很普遍的食品了。

祖母在世时，也常给我们做

烫面吃。有一年夏天，院子里来

了个磨刀的师傅，走到我家门

口，祖母的烫面正好出笼。磨刀

的师傅说他实在饿了，祖母就给

他夹了两个。烫面很烫，磨刀师

傅在两手倒来倒去散热的动作

和囫囵吞枣吃下的表情，至今都

记的。然后，眼巴巴地望着祖母。

祖母就给了他一个同锅蒸的面

饼。那时生活并不富裕，烫面也

不是敞开肚子吃，馅是肉做的，

毕竟有限，所以蒸的烫面也是有

限的，同屉便要蒸一些面饼，我

们称为“甜片子”，也就是不包馅

的烫面饼。磨刀的师傅千恩万谢

地走了。大约隔了几个月吧，天

已经冷了，祖母不让我出屋，便

伏在窗台上玩耍，见那个磨刀师

傅来敲门。祖母在开门的同时，

顺手从锅灶里取了块玉面窝窝。

磨刀师傅说：“大婶，我不是来要

吃的，我是来谢恩的！没有大婶

那两个烫面，也许就饿死了！”说

着从一个搭裢里取出两条鱼，放

在了锅台上，不待祖母说话，便

头也不回地走掉了。

祖母舍不得吃，便把鱼冻在

凉房里，过年那天，祖母才炖了。

这是我记忆中第一次吃鱼，以

后，似乎再也没吃出那天炖鱼的

味道。 文/王建中

回忆万荣
今年的呼和浩特没有像去

年这个时候已经下好几场雪，万

荣就是在去年这个时候走的，那

天我得到噩耗，去他家的路上，

车载收音机放着电台的音乐，曲

子是马头琴曲，忧伤悲切。天空

中落着片片鹅毛大雪，我流着眼

泪，好端端的兄弟就这么走了，

不敢相信这是真的，才51岁。

认识万荣也就是一年多一

点，当时在北郊公园里玩乐器的

一个朋友说，有一个朋友萨克斯

有点小毛病让我给看一下能修

不，给我留了电话。我说让他拿

过来吧。过了几天这人把乐器拿

过来了，他就是万荣。其实也不

是什么大毛病，也就是嗑碰后的

变形，几下就整好了。他当时很

高兴，非要请我喝酒，我也没有

推辞。当时我只知他姓高。他体

格健壮，浓眉大眼，一口浓厚亲

切的西部土托郊方言。他说老家

是托县人，大学毕业后，早早就

下海经商，做房地产生意。因我

祖籍也是这一带的，所以有一种

亲切感，酒桌上几杯过后，话也

多了，感情也上来了，谈到了音

乐，谈到了人生……。

一来二去，就这么认识了。

万荣有个大音箱，又喜欢在外面

树林里吹萨克斯，所以我也跟着

一起随着伴奏音乐吹，一是这样

吹有气氛，二是可以训练中很好

地掌握节奏；几次接触中，发现

万荣很聪慧，对音乐的理解和乐

器的掌控很有天赋。据他自己

说，学习乐器也没怎么找老师，

全是自己悟出来的。他经常找一

些自己喜欢的歌曲把伴奏下载

下来，在家里练在外面练，有时

调不对，就找我帮他在软件上改

一下。

《蒙古人》《美丽的草原我的

家》《天边》《北国之春》《梦中的

额吉》《梦中的兰花花》……万荣

陆陆续续会吹了近几十首曲子。

万荣最喜欢曲子是《北国之春》。

之后，一起玩乐器的朋友也多了

起来，因万荣家在金桥开发区，

所以大部分的时间是在锡林公

园吹曲子，一吹就是半天。除了

生意上到处跑之余，万荣大部分

时间都在吹萨克斯。特别是周

末，满都海公园、北郊公园、人民

公园……都留下了我们的足迹。

最多时有十几个人一起吹奏。说

实话，从艺术的角度讲，我们吹

奏的水平并不是太高，但吹奏的

曲子都是大家耳熟能详的，是适

合于大众的和接地气的，特别是

在公园里看热闹的大爷大妈甚

至小朋友，都会随着我们的音乐

节奏跳起来。这个时候，是万荣

最开心的时候。去年，有媒体报

道了万荣和他的队友的故事。

人生苦短，也许是太过于忙

碌，积劳成疾。万荣很平静地在

午休中没有再醒过来，留给大家

的是沉痛的回忆和惋惜。

我觉得他算不上是个萨克

斯演奏家，甚至连个好的演奏演

员也算不上，但他的精神、他的

领导才能、他带领大家愉悦自己

也给别人带来快乐的行为，很像

是一位领军人物。万荣之所以这

样值得大家怀念，一方面是他乐

于助人的精神感动了大家；另一

方面也是他对音乐的执着追求。

有时我会想，应该给万荣一个荣

誉市民的称号，在他经常活动的

公园，立一个塑像或一个萨克斯

的标志。上边这样写———这里曾

经是一个业余的音乐爱好者吹

萨克斯的地方，他曾经给大家带

来许多快乐…… 文/敕勒川

又甜蜜又哀伤
前几天看了一部催泪电影

《比悲伤更悲伤的故事》，讲的是

男女主角相依为命十数年，当男

主角因病去世后，女主角悲伤不

已，也随之殉情的悲剧。这让我想

到1967年瑞典导演波·维德伯格

拍摄的一部名为《今生今世》（又

名《鸳鸯恋》）的电影，剧中男女主

人公同样爱得痴迷，相约私奔，最

终因生活困窘加上社会舆论的压

力而双双弃世。不同的时空，同样

的关于爱情的凄美绝唱。

《今生今世》根据真人真事

改编，说的是丹麦一位走钢丝的

舞女与一位军官相爱，两人私奔

至一座远离尘嚣的岛上，起初过

着你侬我侬的甜蜜生活，后来当

钱包越来越干瘪的时候，当两人

为了生计而疲于奔命却所得寥

寥的时候，没有面包的爱情也便

成了空中楼阁，就如同剧中两人

争吵时，女主角喊出的那句话：

“别跟我讲什么爱情，爱情能像

黄油那样抹在面包上吗？”

看过这电影后，我既为这样

一场始于绚烂却归于哀伤的故

事而唏嘘感慨，也由衷感佩两人

面对爱情的勇气与执着。我们尽

可以说电影中的男女主人公太

过天真，尽可以说他们不该将爱

◎◎闲看简说

情摆放在至高的位置，但我们不

得不承认，片中两人的相识、相

处与相知，满足了人们对于爱情

最美也是最纯粹的期待。当爱情

无须计较俗世中柴米油盐的时

候，正是这样浪漫甜美的样子。

为应和片中绝美爱恋，导演

选择莫扎特第二十一钢琴协奏

曲慢板乐章作为贯穿全片始末

的配乐。莫扎特这首协奏曲完成

于1785年，也就是作曲家29岁的

时候。就在第二十一钢琴协奏曲

首演的一个月前，他写成了第二

十钢琴协奏曲。而同样是在那一

年，他还完成了著名歌剧《费加

罗的婚礼》，可以说是正处在创

作的高产与高峰时期。因应作曲

家的心境，这首三乐章协奏曲通

篇听来饱满生动，其中开篇乐章

及末乐章热烈昂然，中间一段慢

板以F大调写成，明亮、平静，宛

若一条静静流淌的河，与电影

《今生今世》中男女主角超脱尘

俗的爱情两相对应，尤让人想到

爱情最不染纤尘的模样。

在慢板乐章中，钢琴琴音始

终漂浮在弦乐声部之上，不疾不

徐的，缓缓上行又下落，若波浪

般绵延不绝。大部分时候，钢琴

听上去笃定而坦荡，正如片中相

爱的两人在世外桃源中你唱我

和的甜蜜生活。偶尔，琴音中听

得出些许落寞与忧伤，有些徘徊

不定，又应和剧中男女在面对爱

情与物质抉择时的困惑犹豫甚

至绝望。用“又甜蜜又哀伤”来形

容这一慢板乐章以及剧中的爱

情恐怕再恰切不过，只是这样的

爱情太过炽烈决绝不留余地，靠

得太近怕是会被灼伤，还是远远

望着为好。 文/李 梦

奶奶种瓜妈妈种花
妈妈在屋前那一长条的路

边栽了各色的花草，再加上杏樱

桃梨次第绽开，没有十里桃花，

一里春色倒是占足了的。

路过的人都要赞一回，只是

来回走一趟，又疑惑，路的另一边

怎么就光秃秃的。另一边都是些

瓜苗，为了它们长大后尽情铺排

留了地方，所以隔了老远才一棵。

花是妈妈种的，月季、牡丹、

茉莉、桂花、腊梅……

凭节令开花自赏，能一年四

季不断。

瓜是奶奶种的，丝瓜、苦瓜、

西瓜、南瓜、冬瓜……

每年自家吃不了，搬了好多

去送人。

她俩这种的左右，是经过多

年磨合下来，达成的局面。

妈妈爱种花种草，我打记事

起就这样，记得小时候我学了书

上那个每天早起勤浇水，把她的

花泡死了好多，还挨了顿好打。她

的花都是自己养起来的，看了哪

家的花喜欢，去要了小苗苗甚至

种子，一点点的培育，有的两三年

才能长成个巴掌大的。有时我看

不过，说直接去花市买个成活的

就行了，她斜我一眼，大意是我不

懂养花的乐趣。

我大概也知道妈妈爱花的缘

由。

外婆多病，去的早，妈妈的少

女时代大都在她的病床前过的。

讲起来，多是苦药渣子，半夜里请

医生之类的事，暗沉沉的。所以后

来就喜欢栽花种草，那些俏丽的

颜色就算经风沐雨，也鲜活亮堂，

一个接着一个的四季陪伴着开

放。别的不说，就那几树红月季，无

论我什么时候回去，上面都有百

十来枝花朵。

奶奶见花也爱，特别是一开

一大片的，觉得花期一到，整片炸

开，看着眼睛亮，精神头足。可又有

微词，觉得不如种瓜好。她是苦日子

里过来的，讲着小时候是如何挨饿

的，还要流些泪。说有年饿极了，青

黄不接，谁知屋后一棵自生的南瓜

苗，结了一串南瓜，每天黄昏去看，

就有一个能长成碗口大，去摘了吃

一顿，就这样靠着过了出来。

所以觉得屋前屋后的土地

上，种花不是上上之选，种几棵瓜

才是正事。

因为妈妈养花是从小的养，

所以栽花的地方不显眼，有些还

是埋在地下的。待了春天，那块儿

奶奶看上几次，觉得那花是死了，

空着可惜，就给一锄头挖下去，种

上了瓜。

为了这，种花的和种瓜的两

人老在春天过去后大吃一惊。

因为花和瓜一起冒起来，留

哪个哪个都不愿意。

后来为了这一番道理，就各

种了一边去，吃瓜赏花两不误。

我能吃瓜能赏花，要自己去

种，就困难了。但不妨碍去她们面

前卖个乖，哪里有更能结的瓜种

子，哪里有更多颜色的花种子，我

都一一去给弄了回来呈上。

但这两年，瓜和花又合到了

一起。哪种瓜开哪种花，妈妈都懂，

把瓜的开花时令排在花序里，倒

别有另一番样子。

因为奶奶现在年纪大了，她

就念叨念叨今年要有些什么瓜，

种的活儿大都是爸妈在做。

其实奶奶不就种瓜，她还种

树。小时候和她一起走，路过些小

荒坡，就见她把围裙里的东西往

外撒。乡里有撒五谷许愿的事，一

直以为她迷信许愿。有次又见她

撒，忍不住问在撒什么。她说，撒

树种。当时我就愣了，去看她的蓝

布围裙，包了各样树种，大到橡子

苦楝粒，小到黄荆女贞子。她说，

春天雨水足，撒下去，沾土就活

了，能长就让它们自己长着。

算一算，也种了几十年。

现在想想，她那些细细碎碎

的树种子可不长年和瓜种子们

都一起晒在竹编的小簸箕里，晒

干了封好时，也和妈妈的花种子

们一起装在葫芦里。 文/权 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