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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饮食男女

◎◎昨日重现

油菜花开
仿佛是在不经意间，在某个

清晨或黄昏，我在上班或下班途

中从车窗里向外一瞥，那广袤无

垠的田野里已经满是金黄的油

菜花了。

我的心里一阵惊喜，头顶上

是蓝天白云，阳光灿烂，今年的

油菜花没有遭遇冰雹和暴雨的

侵袭，开得如此茂盛，农民一定

会有一个好的收成了。我这样想

着，汽车在狭窄蜿蜒的圩堤公路

上缓慢地颠簸。远远看去，仿佛

那一大片一大片金黄的油菜花

就是一层层金色的巨浪在大海

豆面
前几天，我和侉侉去薛家湾

办事，顺便去农贸市场转了一

圈，期间看到一个圪蹴在农贸市

场大门口的老汉在卖手擀豆面。

期间不时地有当地亲亲们过来

你五把，他十把地在买豆面。不

难看出，这些人都是常客，吃豆

面对于他们来说也是一种舌尖

上忘不了的情怀。我急了，把剩

下的半箱子豆面全部买断了，总

共是24把子，每把子2元，花了48

元。

下午，我在群里晒了晒买好

的豆面，不想到有好多人想要。

于是，第二天就又去那个农贸市

场去买豆面，碰到的是另一个老

汉在卖豆面。我问他，昨天那个

卖豆面的老汉怎么没过来?他告

诉我：“昨天卖完了，新的豆面还

没有擀出来了，隔一天上来卖一

次。”这样我又把这个老汉剩下

的豆面全部买了。回到呼市分别

给亲人、邻居和同事每家送了十

把子，图的就是吃一个稀罕、绿

色和健康。

俗言说：“油荞面,醋豆面。”

这意思告诉人们，吃荞面得油大

些、肉多些，我的印象猪肉羊肉

臊子都可以。吃豆面当然就离不

了老陈醋了。有人说，豆面煮好

捞出来后，放点儿炝锅、辣椒和

葱花就很好吃了。其实不然，那

是过去在少吃没穿的年代，人们

创造的最佳标配，其实还是肉臊

子豆面好吃。

我们家祖上是从陕北老神

木走西口来到伊盟梁外地区，因

此，记忆中父亲最喜欢的食物还

是羊肉、豆面、荞面和山药糜米

焖饭这些五谷杂粮，可以说是一

辈子痴心不改。我们也在潜移默

化地从小吸取了这些食物的精

华，到了如今这个岁数了，越是

发现这些食物已经深深地扎根

在我们的口感味觉之中了，这大

概就是人们常说的一方水土养

一方人吧!

我们有一个本家老姑姑擀

豆面擀的最好了，每一次她来我

们家都要给父亲带来她亲自擀

的豆面。至今还记得，有一次她

和老姑父来呼市到我们家走串，

拿出她老人家擀的豆面，父亲见

后脸上露出了一种久违的天真

渴望，忙着让母亲给他赶快煮一

碗。一边吃一边说：“擀好了，薄

薄的，真筋道。”那时父亲已经是

如今我这个年龄58岁了。说起来

老姑父还是父亲参加革命的引

路人。听父亲说，解放初期的

各味各美
在北方，桌上若有面食，就会

有人招呼着递蒜递醋。

可能因我是四川人，就把蒜

这一项给减了，只递醋。但没想

到，我连醋也不吃。

问怎么不吃醋，我说吃着觉

得酸，倒牙。又问，那你是不吃酸

的？说，我吃酸的，但不吃醋。有时

碰着个不信的硬要劝着尝一口，

说这醋如何的好味道，到底也没

有培养出对醋的兴味。

甜食倒能吃，但只受得住一

点点的甜。所以不吃糖果，巧克力

更是不爱，要实在吃了，一口就够

齁上半天。因为对糖如此，他们便
说，你倒吃得了苦。

可我也并不能吃苦，苦瓜、苦

苣这样的菜出来，吃一点，就觉得

太阳穴发麻。

有次去吃炖鸡，估计大厨多

放了片人参，喝口汤都觉得苦到

心里去了。

我说人参真苦，结果同桌的

大家说，你倒是有禅意。

人间五味，酸甜苦上我都没有

什么大作为，辣麻上却也后继乏

力。自己做菜时还能放一点麻辣进

去调个味，若出去吃川菜湘菜，全

靠点菜时要的那个素炒菜心活命。

回老家，聚会免不了吃火锅，

众人见我要点清汤，压着硬不让，

说作为一个四川人，你好歹也要

点个微辣。结果就是无法下口，煮

完之后我再加工，倒上一碗白开

水涮了吃。

说鲜，鱼我不吃。讲臭，臭豆

腐我也不吃。

点一点，幸好，倒还是吃盐

的。

其实仔细想，年少时就是这口

味，只不过，那时不敢于这样剖白

和要求而已。大概和年满十八就算

成年能自立了，但有的十岁就是顶

梁柱有的四十还啃老一样，一个人

的味觉也是需要自立的。从一个框

子里走出去，真的成为了自己。

而我懂得这一点，是很多年

前，在草原的烤全羊宴会上，认识

了一个从不吃羊肉的蒙古族姑

娘。我特惊讶，问她，你在草原上

长大的怎么会不吃羊肉？她看傻

子一样地看我，半天才说了一个

特简单的答案，就是不爱吃啊。

自那之后，我才开始归拢并

面对自己的口味，不让它去讨好，

不让它去报恩。因为一日有三餐，

禁不起多少迷失应付，不然一样

过的是混沌日子。

后来再看周围，有人是无辣

不安，有人是糖分在前，有人是陈

醋拌饭，还有人要的是清欢。各味

各美，才是人间。 文/权 蓉

溪亭日暮
她，他的前桌，坐在窗前,一

头乌发。

晨读课上，一抹阳光漫过窗

棂照进来。“争渡，争渡，惊起一

滩鸥鹭。”她的肩随着书声的韵

律轻轻摆动。她的秀发间露出一

1950年，父亲还在包头上师范学

校，暑假开学准备背着两张羊羔

子皮做学费，在大树湾黄河渡口

准备去包头上学。这时一个人走

过来问他是不是姓杜?说咱们是

亲家，接着问你想参加工作不?

那个时候，老姑父已经是达拉特

旗记不清楚是几区的区长了，就

这样父亲参加了工作。在漫长的

工作和生活中，父亲一直对他这

个姑姑、姑父有所感恩，姑姑、姑

父也以他为骄傲。

有民谣唱道：“长长的豆面

软软的糕，想亲亲想成个半吊

吊。”这是说豆面和油糕是绝佳

的搭配。擀豆面用的原料是豌

豆、绿豆、黄豆、黑豆和大豆等，

尤其是以豌豆豆面最好。记得过

去吃豆面也不是随随便便能够

吃上的，只有过年，婚丧嫁娶和

坐月子的媳妇儿才能吃上豆面，

现在看来还是食物短缺，物资匮

乏。豆面是很有营养价值的食

物，但它有个缺点就是不耐饿，

因此也就有了“三十里荞面四十

里糕，十里豆面饿断腰”的说法。

我小时候见过人们擀豆面，

把家里闹得一泡黄尘，擀豆面的

人简直就像是一个面人人。手擀

豆面，从和面、擀面以至切面，有

一定的难度和技巧，一般人是做

不到的，这也是检验一个家庭主

妇本事的参照物。豆面所用的

面，是纯净的自磨各种豆类面，

要细磨细箩，达到精粉标准。所

用的工具，是专门制作的。擀面

杖有五尺长，案板有尺五宽、七

尺多长，需各备有一块儿大油布

和摆放面条的茭秆箅子。切面刀

长二尺、宽三寸，如同方头小铡

刀。擀面时，要关门闭窗，防止风

吹雨淋。

对和面的要求是，硬硬实

实，不能软了。擀面的动作，吃力

而麻利，快速而匀称，一拉一擀，

“唰唰咚咚”的响声，尚有一种悦

耳的节奏感。因此，看擀面是一

种享受，吃这种手擀面更是一种

享受。不过现在想亲眼看一看擀

豆面的情景再现，那也是一种奢

侈的想法了。 文/杜洪涛

轮耳廓，被暖暖的阳光照着，有

着半透润脂般清亮。她忽然转头

窗外，长长的睫毛，柔和的脸庞，

青丝拂面的样子，那一刻让他心

动。

他想，等出了校门，长大了，

一定要牵着她的手,厮守一生。

他是位走读生，随着父亲工

作频繁调动，总是从一地到另外

一地，从这所校门跨入另外一所

校门。离开学校的时候，他在教

室里慢慢地收拾着书包，他默默

打量着她的秀发，心有不舍。

她忽然回头，嫣然一笑。他

忽然感觉窗外，梧桐枝上清越的

鸟鸣，回旋在幽深葱郁的山谷

里。

“走了！”他和她道别。他知

道这一声的时间距离。

许多年后，他路过这座小

城，他想起她，特意留守几天，想

着在一棵梧桐树下能看见她。多

年未联系，他感到自己漫无目的

等待，有几分荒唐。

他决定次日早班车离开。最

后一晚，一人躲在小街里饮酒。

想着明天就要离开这座城，心绪

乱糟糟。他来到当年的校园墙

外，徘徊着。试图从曾经的记忆

里，将自己一点一点提出来。

顺着街巷，他醉般晃荡着。

街角，忽然传来童音，“争

渡，争渡，惊起一滩鸥鹭。”一位

长发修长的身影拉着一只小手。

他迎面相逢，恍然站立，是她？

她依稀有着曾经模样。“妈

妈，这位叔叔喝了酒！”她瞄了他

一眼，拉着女儿的手绕过，匆匆

而去。

他靠在路边的梧桐树，濡湿

了双眼。

再去小城时，他寻觅着，已

不见那条街巷。晚风吹过，旧地

已荷叶田田，城市公园里写着溪

亭日暮。

他有些恍惚，那晚走过小城

街巷的是不是她？ 文/杨 钧

里翻滚，一浪接着一浪从远处涌

了过来。这些金黄的小花一簇挨

着一簇，连成一片，成了金色的

海洋，蔚为壮观，煞是好看。

还记得小的时候，我和村里

几个年龄相仿的孩子在田野里

玩的情景。每天，我们在上学路

上都要经过一望无际的油菜花

的田野。金黄的油菜花没过了我

们的头，我们走在青青阡陌上，

穿梭其间。我们一路欢呼雀跃，

一路奔跑。偶尔，我们还会将书

包扔进油菜田里，在上面打两个

滚，嘻嘻笑闹，快活极了。当然，

正值开花结果的油菜可就遭了

殃，被我们几个小孩子踩倒了一

大片，我们的身上也沾满了金黄

的花粉，变得色彩斑斓，给破旧

单调的衣裳增添了几分光彩。

有时在上学或放学的路上，

我们会惊喜地发现在路边油菜

田的水沟或者水坑里有一群黑

色的，长着长尾巴的小蝌蚪。这

些可爱的小精灵在水里自由自

在地游来游去，悠闲地摆动着长

尾巴。我们俯下身子，用双手捧

起它们，然后把这些黑色的精灵

放入我们的塑料瓶中，我们如获

至宝地带到学校里去玩。可是我

们的宝贝最后还是被老师发现

了。老师告诉我们小蝌蚪长大后

就会变成青蛙，而青蛙是捕捉害

虫的高手，我们应该保护他们。

我们听了都感到很惭愧，于是在

老师的带领下，我们在一片金色

的油菜花丛中，将我们瓶子中小

蝌蚪放回到大自然中，让这些可

爱的精灵在它们原来的家园自

由快乐地生活。此时，我们每个

人的脸上都开满了油菜花灿烂

的微笑。

最妙的是一场春雨过后，正

是“桃花流水鳜鱼肥”的时节。我

们在田野里的油菜花丛中，卷起

裤脚，在田沟里捉鱼，那真是一

件非常有趣的事情。我们两三个

孩子一头钻进油菜花丛中，在春

水淙淙的田沟里捉鱼。我们分工

明确，一个孩子负责把田沟的两

头用泥巴堵起来；一个孩子负责

把田沟里的水向外面舀；另一个

孩子负责在田沟里捉鱼。最后田

沟快要见底了，我们便一起在田

沟里捉鱼，有时还会从田沟的两

头包抄，让鱼儿没有藏身之处。

当然，我们的收获还是颇丰的，

因为这时河塘里的鱼虾会随着

春水一路游到菜花田里的。我们

经常会捉到鲫鱼、暠姑子等一些
叫不出名字的小鱼小虾。我们会

把这些战利品平均分配给每个

人，然后带着满身的花香和泥土

的芬芳回到家里。虽然少不得被

父母责怪，但也不会打骂我们。

那时候，每到星期天，我们

村的孩子都会去田野里，油菜花

丛中放牛。在青草幽幽的田间小

路上，牛儿自由自在地在田埂上

吃草，我们几个孩子就钻进油菜

花丛中去打猪草，一会儿就没了

踪影，消失在金色的海洋中了。

不一会儿从这个地方或者那个地

方就探出了我们的小脑袋，我们提

着满满的一大篮猪草，坐到田埂上

休息一会儿,沉浸在花的海洋中，到

处都是醉人的芬芳。 文/陆成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