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蝉
蝉别名有很多，在我们老家

的俗称有两个字，叫lao（三声）

shao（二声），这两字百度了很久

也没有查到，为了便于理解这里

暂时就用蝉和蝉猴来写吧。

老家的蝉特别多，记不得每

年几月份就开始有，只记得夏天

天气越热叫的越凶，吱吱的叫声

此起彼伏，有时候让人心烦意乱。

小时候捕蝉是一件非常有

乐趣的的事情，尤其在暑假期

间，伙伴们乐此不疲，一种方法

是活好一小块面团，在水里不停

地揉搓，最后洗成面筋，在竹竿

的顶端粘牢，然后就到树林里

找，其实根本不用找，那时候印

象中每一棵树上都有很多，然后

把竹竿立起来，慢慢地靠近目

标，一定要慢不能急躁，否则会

惊动它。清代袁枚《所见》中写道

“意欲捕鸣蝉，忽然闭口立”，非

常形象的描写了儿童捕蝉时的

◎◎寻味日志

◎◎昨日重现

糕圐圙
中午有个朋友问我，你能做

几道菜?我想了想告诉他，可能

在你的想象之外。

那我能做出多少道菜呢?没

试过，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你给

我多少种食材，我就可以做出多

少道菜。道理很简单，我只要把

基本的技艺和想象力转化成菜

品，还真估量不到我能做出多少

道菜品。也许，我还可以利用一

切材质，创造出最具想象力的菜

品!有没有商家敢给我一个用武

之地？

想象力支撑创造力，有这干

豪气做背，不会流于俗类的!我

这点自信，来自一个饮妇。书归

正传，来说糕圐圙。其实，我只所
以在前面啰嗦或吹了半天牛，只
是在夸一个蒙古族饮妇，也就是

糕圐圙的诞生。话说元朝的某
一天，一个饮妇正给战士造饮，

战事爆发，拔锅便走，几天下

来，发酵过的糕面有一股奇香。

战争中的粮食多么珍贵，饮妇

不忍浪费。却又天天行军，普通

的食物■法携■，饮妇灵机一

动，就做出了糕圐圙，串于绳
中，系于马脖子下，饿了就取下

一个充饥。以后，糕圐圙就民间
流传开了。

先看圐圙这两个字，这两个
字不可谓不气势逼人啊。先生女

士们，你们看看，并想一想，将四

面八方圈起来，不说他的能耐，

单就这非凡的想象力，也不是等

闲之辈。其实圐圙是蒙古语，库
伦的意思，通俗一点，汉译过来

就是草场。

蒙古国的首都乌兰巴托，

1924年前叫大库伦。长年累月走

西口的边商，就将大库伦叫做大

圐圙。在蒙、晋、陕方言中，圐圙
有圆满的意思。小孩十二岁开

锁，行成人礼，颈上所戴之吉祥

物，名曰金圐圙或银圐圙。北方
很多地方，把城池叫做土圐圙，
凡圈状物皆称为圐圙。比如现在
大家耳熟能详的平遥古城，当地

老百姓就称做大圐圙。本地老乡
把月晕称为风圐圙，看这人又胖
了，叫做又大了一圐圙。

准格尔这样语言丰富的地

区，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交汇融

合，诞生了许多极具形象性的语

言。

圐圙这两个字实在很豪迈，
让人遐想无穷。那么，你知道这两

大红躺柜
躺柜里，有着供应一家生活

的粮票、布票。躺柜里，放着母亲

的绣花线、缝衣针。躺柜里，还是

儿时玩捉迷藏的最佳“战地”。

躺柜，是相对于今天立式衣

柜而言，柜子是平躺着放置的，

柜体的上面有柜盖，因此有“开

箱揭柜”说法。柜子的样式分为

两节柜和三节柜。柜子的材料大

都是松木、榆木，就是经济条件

再差的，也会用杨木制作。请油

工刷上不同颜色的油漆，大都以

红色和黄色为主。

躺柜往往放置在家里最显眼

的地方，推门而进就看见一个大

红躺柜，让整个屋子生动起来。

儿时的躺柜里总有一节柜

子是上锁的，而钥匙总是挂在父

亲的裤腰带上，里面锁着的都是

重要的东西。说是重要，其实就

是逢年过节才能吃上的白面，父

亲待客时才拿出来的纸烟，母亲

仅有的一点陪嫁饰品。有着现在

社会“保险柜”的作用。这个柜子

由父亲直接掌管着。所以在过去

有“掌柜的”这一称呼，也是对开

店老板的别称。

那个年代，就这样一个大红

躺柜，直接证明了这个家庭的经

济条件，这个柜子在当时社会的

重要程度和就如同现在楼房里的

装修级别。倘若谁家的儿子到了

适婚年龄，作为父辈就会拼了全

力也得打一个大红躺柜。可见这

个物件在过去人眼中的重要性。

“蓝绿炕围红躺柜，饭后袋

烟赛神仙”，这是流传在民间的

谚语。炕围子，是北方地区在旧

时社会对土炕的一种装饰，一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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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事情怀

记忆里的元宵节
看着朋友圈里绚烂的烟花、

彩色的花灯竟莫名地怀念起了

小时候逛元宵节庙会的场景。作

为一名八零后从村里出来的孩

子，土里土气的入了城，时不时

地还牵挂着那片土地，不舍那份

乡情。

我们的村子紧邻陕西的一

个小村镇，每年正月元宵节的时

候都会举办一场隆重的庙会。适

逢农闲时节，周边的村民们成群

结队地来赶庙会，孩子们都穿上

了过年买的新衣裳。

交通工具不发达的年代，平

板车也是最好的代步工具。牲畜

拉着平板车，赶车的爷爷早早备

好了铁锹，遇到结了冰的河就洒

一层土在上面，避免牲畜滑倒，

我们坐在平板车上裹着褥子露

着被冻的红扑扑的脸蛋兴高采

烈的去赶庙会。

锣鼓声、炮竹声拉开了闹元

宵序幕。扭秧歌、划轮船、大头娃

娃、舞龙、舞狮、踩高跷，演员都

是这个村镇的男女老少，李家媳

妇扭秧歌、张家媳妇坐花船、王

家孩子踩高跷……演出的热闹

和精彩博得围观的人发出阵阵

欢呼声，坐在大人肩头的孩子、

坐在台阶上的老人、靠着树、依

着墙的年轻人，一双双眼睛齐刷

刷的聚集在那片中间的场地上。

尽管没有闪光灯、没有红地毯，

但是演出的人卖力，看演出的人

尽兴。总觉得农民的骨子里就有

一种热忱，对土地、对庄稼、对生

活的热忱……

逛庙会的时候当然还有卖

各种各样吃喝玩乐的小商贩，有

卖干果的、卖碗托酿皮的、卖汽

水饮料的，还有专门卖日用百货

的小店，店里卖娃哈哈、方便面、

饼干、糖果、罐头这些孩子们喜

欢的吃食。偶尔会有几家卖饺

子、凉菜、酒水的小饭店供男人

们吃菜、喝酒，女人们和孩子去

的少。

踩高跷和大头娃娃已然成

为记忆里元宵节的一个缩影，就

像那些被我们抛在时光隧道里零

零散散的人和事，越来越远了。也

不知道什么时候你回头猛地发现

是自己走远了，还是它们转了身。

你不断地告别一些人和事，又不

断地遇见另一些人和事。

看到最美的、最绚烂的烟火

就像遇见了曾经的那些最美的

童年时光，遇见那个像孩童一样

的自己在一场又一场的热闹声

中渐渐长大，脸上依然挂着天真

的笑。看到父母花白的头发、看

到耄耋之年的爷爷奶奶，看到步

履蹒跚的老人，心里不由的感叹

时光之匆忙。

烟花绽放的瞬间有起有落，

人生的路有曲有直，走过了才能

体会生活的多姿多彩。文/寒 岛

个字是谁创造的吗？是康熙皇帝。

那一年，康熙皇帝平叛噶尔

丹，驻跸准格尔十二连城，当时

称湖滩河朔。鄂尔多斯蒙古王公

贵族设宴招待皇帝，其中敬茶

时，就有糕圐圙。皇帝就问，这两
个字怎么写，很多人说不出。第

二天，康熙皇帝把当时大清帝国

最精锐的火炮营布置在御营的

右翼，也就是今天的十二连城古

城，时称城圐圙。康熙在不到一
天中，两次遇见圐圙二字，众人
皆不能写出。次日召开御营会

议，皇帝写下了《平定准格尔方

略》的战略文献。在会后，顺便给

糕圈取名糕圐圙。这两个字便诞
生了。就像武则天造“曌”字一
样，将一个帝王的政治理想寄于

其中了。 文/王建中

防止墙皮脱落，二则也带来了视

觉上的享受。炕围子的的色彩有

明有暗，内容有雅有俗，喜欢戏

曲的画个《打金枝》，偏爱神话的

描个《嫦娥奔月》，还有就是反映

时代素材的，比如《东方红》，在

则就是一些猪羊家畜，红花绿

叶。充分说明了，这个红躺柜和

炕围子是个绝配。

说起大红躺柜，就勾起了儿

时的记忆。每逢八月十五，家家

户户都会买上月饼贡月神，那个

时候，最多也不超过五个，兄弟

姐妹又多。月饼都是提前买回来

锁在柜子里。那次，父亲忘记锁

柜子了，我们兄妹几个就把月饼

偷吃的一个不剩。以至于我们家

不得不去借了个月饼来贡月亮。

如今每年的中秋节，父亲总会说

起这个故事。

还记得每当家里来客人的

时候，人多炕上挤不下的时候，

躺柜就发挥了“炕”的作用，而

这，几乎每家每户都会如此，也

就不足为奇了。

在今天，父亲的裤腰带上再

也没有钥匙的影子，再也不会上

演类似偷吃月饼的事件，再也没

有人去把它当做炕了。柜盖上也

布满了厚厚的灰尘，大红躺柜逐

渐退出人们生活的舞台，淡出了

人们的视线。

但是至今我们依旧记得，柜

顶摆放的黑白照片，柜体稚嫩的

铅笔画印，柜底老鼠啃过的痕

迹。 文/杨 芳

形态。用这种方式捕蝉需要神情

专注、有定力，记得小学学过一

篇《驼背翁捕蝉》的寓言故事，大

概的意思是“捕蝉首先要学练站

功和臂力。捕蝉时身体定在那

里，要像竖立的树桩那样纹丝不

动，竹竿伸出去，控制不颤抖，另

外，注意力高度集中，无论天大

地广，万物繁多，在心里只有蝉

的翅膀”，就是说的这种捕蝉的

方法。有的干脆直接在河边折一

根长芦苇，利用芦苇顶端的细长

丝系一个可伸缩的活扣，用活扣

去套蝉，这两种方法虽然简单但

是也很费劲，对伙伴们来讲有点

难度，所以收获甚少。有条件的

家里大人给制作了专门的工具，

用铁丝和纱布做一个纱网，绑在

长竹竿上，这样收获更多一些，

最有效而且不计后果的方式是

天黑下来以后在树林边生一堆

火，然后用手摇、脚踹树干，受到

惊吓的蝉纷纷往有亮光的火堆

里飞。这时候在火堆周围捡就可

以了。其实小时候扑蝉更多的是

体验过程中带来的乐趣，但是如

果偶尔量多的话，家里人用盐腌

了油炸一下，可以解解馋，但是

味道远不如炸蝉猴。

刚刚炸出锅的蝉猴颜色金

黄、香气四溢、令人垂涎欲滴。蝉

猴不能飞只能爬，所以捉蝉猴相

对容易一些，接近黄昏的时候，

可以在树下、空地上仔细观察，

如果发现有一条细缝，用指甲挑

开，十有八九就会发现蝉猴躲在

洞里，基本上用食指和拇指就能

把他揪出来。天完全黑下来的时

候拿着手电筒围着树干找，就会

发现个别的蝉猴正在蹒跚的顺

着树干往上爬，这时候就可以不

费丝毫力气地手到擒来，伙伴们

对哪片树林是谁的都有不成文

的约定，一晚上用手电来回巡

视，收获颇丰，之前没有称量过，

印象中以前那种搪瓷洗脸盆能

装半盆。母亲总会将我们捉回来

的蝉猴用盐水泡一晚上，第二天

洗净控干水然后用油炸，蝉猴的

营养价值很高。

蝉蜕有药用价值，当时村里

供销社专门收购，印象中好像五

分钱一两，每天一有时间就拿着

长长的竹竿去树林里收集，拿回

家母亲用缝衣线给穿起来，一串

一串的挂在屋檐下，微风吹过哗

哗作响。攒的多了拿去一起卖，

卖的钱买铅笔、橡皮之类的文具

和糖果作为给我们的鼓励。

如今，蝉不仅成为了一道美

食，而且有人还将蝉的一生总结

成了金蝉定律，“要先在地下暗

无天日的生活三年，忍受各种寂

寞和孤独，依靠树根的汁一点点

长大，然后在夏天的一个晚上，

悄悄爬到树枝上，一夜之间蜕变

成蝉，然后期待太阳升起的那一

刻，它就可以飞向天空、冲向自

由”。寓意成功，需要厚积薄发，

要忍受煎熬，耐得住寂寞，坚持，

坚持，再坚持，直到最后成功的

那一刻。 文/贾清山

◎◎人生絮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