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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振坤

人民至上，
群情激昂。
披上与时俱进的盛装，
在创新中发展抒写着新的篇章。

“三个代表”思想提出的那一幕，
政策规定不断调整的那一项；
着力解决“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

“怎样建设党”，
“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

利益”写入党章。

人民至上，
发展考量。
绞杀急功近利的膨胀，

“科学发展观”拨点迷茫。
粗放经济向效能经济转换的那一策，
西部开发序幕拉开的那一丈；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已刻不容缓”、
“事关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
质量效能诉说着人们期望。

人民至上，
重任肩杠。
担当起该担当的责任，
接力好新的长征一棒。

“四个全面”落地的那一笔，
“五体一位”生根的那一行；
“为中国人民谋幸福，
为中华民族谋复兴”，
共产党人把初心和使命牢记心上。

人民至上，
豪情奔放。
山河秀丽发展梦想，
治理环境天惊地响。
沙漠戈壁变绿洲的那一景，
大江长河荡清波的那一色；
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加快推动绿色、循环、低碳发展”，
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抒写崭新篇章。

人民至上，
反腐兴邦。
猛药去疴挖毒瘤，
重锤打虎拍蝇苍。
重新学习“两个务必”的那一课，
坚决纠正“四风”的那一场。

“以刮骨疗毒、壮士断腕的勇气，
坚决把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

进行到底”，
群众看到了荡涤尘埃的巨大力量。

人民至上，
考验短长。
经历风雪雨霜，
为了人民把抗疫战役打响。
武汉紧急封城的那一刹，
全国驰援湖北的那一桩；

“要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
和身体健康放在第一位”，
为人民服务的情怀无上荣光。

人民至上，
牵肚挂肠。
八年风雨历经沧桑，
脱贫攻坚战役打响。

“六个精准”、“五个一批”到位的那
一刻，

党政军群合力攻关破难的那一唱；
痴心做到“发展为了人民，
发 展 依 靠 人 民 ，发 展 成 果 由 人 民

共享”，
塑造了世界减贫治理的中国榜样。

人民至上，
圆梦飞翔。
迎着东方初升的太阳，
笑看世界无限风光。

“一带一路”实施的那一线，
一山一水帮助的那一方；
习主席在欧洲作出的铿锵回答：

“我将无我，不负人民”，
五洲四海为之歌唱⋯⋯

人民至上
——写在中国共产党成立百年之际(下）

□苏常亮

从小就喜欢吃兰州拉面。
由于父母亲是南方人，家里吃面食

还是比较少，加上南方人做面以清淡为
主，几乎是清汤，放几片葱花叶子，滴几
滴素油，所以对面条的兴趣一直不大。

直到吃了一碗兰州拉面，才彻底改
变对面条的印象。

我上初三年级那一年，由于眼睛近
视，利用暑假期间搭母亲单位的车，去
临河配了一副眼镜。第二天，准备返程
了，司机叔叔说吃了中午饭再回吧。就
在临五路上找了一家兰州拉面馆吃了
一碗兰州拉面。

这是我人生中吃的第一碗拉面！
那味道刻骨铭心：面条细长有筋道，入
口轻嚼即烂。就一口腌咸菜，喝一口浓
香不腻的牛肉汤，在口中混合成一股难
以言表的味道，然后咽下，直抵胃部底
端，直达灵魂深处！更为标志性的面上
两片白萝卜，还有两三片不大不小的酱
牛肉片，一开始不舍得吃，直到快吃完
面了，才把牛肉片吃了。最后连碗里的
汤也喝得干干净净！

从此，就爱上了兰州拉面！
2009 年，我带着教育督导团的一

位督学赵老师去考察山东青岛市的督
学责任区工作。青岛市教育局的同仁
们接待得特别热情周到，吃了海鲜和山
东菜。工作两天后，还是怀念起了内蒙
古的饭菜。但是想一想距离内蒙古千
里之外，也不知这个海滨城市有没有内
蒙古饭馆。这个想法也就不了了之。

在即将返程那一天，记不清我和赵
老师好像去火车站买票还是干什么去
了，在靠近海边的一条小街上突然一转
头，发现一个挂着“兰州拉面”的小饭
馆。这个小饭馆位于前海沿附近一栋
不高的楼房的底层，旁边没有什么商业
门店，甚至还得迈进院子栅栏、走下几
个台阶，才能走进小饭馆。

我们两个不约而同欣喜地跑进去，
一人要了一个大碗拉面，又一人要了一
个茶叶蛋，痛痛快快吃了一顿饭。

2015 年 我 参 加 内 蒙 古 党 校 的 培
训，前往深圳学习。一周的时间，学校
餐厅的饭菜虽然丰富多样，但是多吃
几顿就有点腻。于是一个晚餐时间，
自己想找个麦当劳或肯德基吃个快餐
换个花样。从驻地宾馆出来，漫无目
的地在深圳街头闲逛。也是不经意间
突然发现了一家“兰州拉面”小饭馆。
店里两个中年人，一男一女，可能是夫
妻，说了一口地道的甘肃话。我要了
一个大碗拉面，又加了几片牛肉。鸡
蛋没有茶叶蛋，是油煎鸡蛋。牛肉不
是北方的味道，油煎鸡蛋也没有茶叶
蛋的爽口宜人了。但是拉面还是那个
味，我喜欢！

现在不论去了哪个城市，只要有机
会还是要找一找兰州拉面。好在“兰州
拉面”在全国各地都能找着，小时候培
养起来的味蕾是永远难忘的！

拉面往事

□李秀芹

丈夫每到四月就喜欢去菜地喝茶，
家 居 山 前 ，开 垦 出 一 爿 土 地 ，养 花 种
菜。四月天蚊蝇未出，温度适宜，穿单
衫 不 寒 ，着 厚 衣 不 热 ，户 外 喝 茶 正 惬
意。菜地里小葱、韭菜、菠菜正生长旺
盛，一畦草莓已经开出了朵朵白花，像
白蝴蝶飞舞在绿叶间；一簇簇顶着毛绒
球的蒲公英也怒放着黄色的花，山间较
寒，香椿树才欢欢喜喜抽出了嫩芽儿，
地边的山楂树也不甘落后，新枝条蹿出
了绿叶，在尾端顶出几片粉色的叶，花
儿一样漂亮。不远处的树上，电线杆上
几只不知名的鸟儿在啾鸣，唱出春天新
的歌谣，田垄上爬着一只肥硕的白猫估
计听醉了，睡得正酣。

人坐田间，春风得意洋洋茶，长嗅
深吸透脾鲜，轻呷慢品忘尘缘。丈夫
说，喝春茶就需在野外，一杯熟茶就一
片春光，才不枉费这新茶。

儿子前几日去江苏出差，从茶农手
里买了一袋今年新采摘的碧螺春，送我
们尝鲜。说起来我家的茶叶真不少，子
女买的，朋友送的，红茶、绿茶、白茶、黑
茶，什么季节喝什么茶，单那些讲究就
够我“喝”一壶的。

想起我的祖父，也喜喝茶，但旧时
年代，农人哪里喝得起好茶，每年春耕
农忙时节，祖母才舍得给祖父冲泡一点
点茶叶末，这可是待客的礼遇，祖父干
活累了，坐在地头，大口大口喝茶，甘之
如饴，我馋得吧嗒嘴儿，祖父将茶水递
到我嘴边，我吓得连连后退，六十多年
前，乡下女人哪有喝茶的，形容厉害女
人才说“这女人抽烟喝茶”，可见女人喝
茶和抽烟在一个等级。

有些人家里来了客人，连茶叶也需
借，说是借，说辞而已，实则要。借茶者
通常手持茶壶问邻家借一壶茶，主人便
会从自家茶罐里捏一点儿，多少随意。

一次村里王二怪来我家借茶，都借多少
次了，让人生厌，我趁祖母忙，接过他的
茶壶往里捏了一点点，几乎没有，王二
怪那天泡了一壶白开水。祖母知道后，
把我好一顿训，又亲自给王二怪送去了
一壶茶叶，够他喝两天的，都是我弄巧
成拙造成的损失。

后来，土地承包到户，农人生活条
件好了许多，我们家再不喝茶叶末了，
可以买得起茉莉花茶，有杆有叶有花，
清香扑鼻，可祖父过世了，他未能等到
一壶香茶。

父亲也喜欢喝茶，母亲每天都会泡
一壶茶，父亲做文案工作，晚上经常加
班，喝茶可以提神。我那时在学校当老
师，晚上熬夜备课是常有的事儿，父亲
便送我一包花茶，让我喝喝试试，保证
工作更有效率。果然我一喝便不困了，
后来喝着喝着喝上瘾了，觉得喝水若不
放点儿茶，只喝凉白开日子便寡淡了许
多。学校女老师纷纷效仿，女人也名正
言顺喝茶了。

在很长时间里，我以为茉莉花茶是
最好的茶叶，而且父亲也说，他最喜欢
喝茉莉花茶。那时学校附近的供销社
也只卖茉莉花茶，父亲的茶罐里快见底
了，我便给他买花茶装满茶罐。

后来才知道，茶叶有好多种，父亲
喝的花茶只是最普通的一种。父亲对
茉莉花茶情有独钟，或许因为花茶便
宜，不舍得让我们多花钱。

生活在一壶茶水中滚动流转，氤氲
出幸福的味道，喝茶也由最初的解乏提
神升级为养生和休闲。我也端坐菜地
里喝春茶半盏，往事从茶水里汩汩而
出，不经历光阴，就难以体会当下这份
悠闲和醇香。

半盏春茶
□卜进善

从厨房看对面的阳台，一位老
妇似乎正在寻找着金钱树上的什
么。冬日阳光在她的老花镜上聚
拢，熠熠闪光。另一株较高的花木
在爬满了阳光的玻璃背后微微晃
动，老妇稍回了一下头，老花镜上
的光便兀自灿烂地照过来。女儿
想吃软面条，我正准备做饭。

一点一滴往面里掺水时，我的
意识已经有些游离。阳光没有抛
弃我四楼宽敞的厨房，一切都是
明净的，像被阳光打开的心扉，纵
然有零乱的瓶瓶罐罐，那也染上
了通透与灵秀。对面老花镜上的
光再次晃射过来时，我往面里掺
水的手停滞了。意识里浮现出母
亲年轻时在厨房的干练样子，浮
现出她擀的面条。我何不也像母
亲那样做一次擀面条呢，而且就
像母亲做的那样：硬朗、滑爽、筋
道、醇香。

母亲做的面条连三叔四叔大
姑都赞不绝口。他们到我家来，我
高兴，总是听他们说新鲜的事。父
亲也是，好像这样子才算一大家子
人聚全了，嘴巴和眉头的笑，总也
停不下来。父亲笑的时候，母亲不
知什么时候到了厨房，不久便能听
到她“嗵嗵扑，嗵嗵扑”在案板上铿
锵有力的擀面声，“当当当”的切菜
声音，以及我钻进厨房时她微微斜
着身子在大案板上切面条的“嗞嗞
咣，嗞嗞咣”的声音。

母亲做的细面条，让我现在比
较精准地描述，宽厚几乎是标准一
致的 3 毫米乘 3 毫米，长的一根面
条一般是 40 公分乘 2 的长度，其它
面条的长度按照最长一根的 0.3 公
分左右依次递减。北方人做面条
是常事，但有的人做细面条，不是
薄就是厚，等薄厚匀称了，切工的
粗疏，让所切的面条宽细不一的歪
斜、毛糙。有的面条薄厚匀称了，
刀工过硬了，却又因和面、揉面、醒
面、擀面的功夫不到家，有了形式
上的如我母亲标准的细面条，但面
条不是过软便是过硬，入口嚼之不
爽，到嗓子眼里时就已异化。我母
亲的面条，除面和得好、擀得好、切
得好之外，总是根据家境情况，根
据时令，或荤或素，荤素调理有序，
搭配得当。往面条碗里浇的臊子
里，有点肉也好，有豆腐、洋芋也

好，哪怕是种的菠菜，白菜，或山野
的苜蓿、乌龙头，她都切成不超过
半公分的小方块。一根细长的韮
菜，她也切得不超过一粒小黄豆的
长度，这样才配得上擀好的细面，
像她绣花时觉得花好还需绿叶配
一样，就是这个理。

我原先并没有切实认识到母
亲做细面条中的那些道理。小的
时候如此，求学的时候如此，入夜
写这篇文章之前也并没有太多的
注意或思考。事不究理，得过且
过，若随众嘻嘻哈哈调侃一些事，
让朦胧或模糊太多地拥堵了我的
眼界和思想的天空。我多么希望
开阔的、高远的、清明的、睿智的眼
界，以及阳光的、悲悯的、深邃的、
智慧的思想也跟基因一样，会代代
遗传。但这只是一厢情愿而已。

什么时候，我不记得母亲给我
们再擀细面条了呢？十年前，还是
更早？母亲生养了我们十个兄弟
姊妹，四个夭折早逝的已经在另
一个世界跟母亲会面或者充当路
人去了。缘，把我们共同组合在
一起；缘，也让我们打打闹闹；缘，
又 总 是 让 大 家 彼 此 牵 挂 。 八 年
前，患病的二姐总是糊里糊涂、甚
至疯疯癫癫，同样带着病身子的
母亲，拄着拐棍，走走停停，走到
近十里路远的二姐家给二姐梳了
最后一次头。几天后，二姐到广
东绍关去，下了火车，未到她儿子
教书的学校就昏倒了，被儿子拉
到医院再也没有醒来。二姐小的
时候就送给了一户姓马的人家，
结婚成家时，也是我母亲操心办
的。我想，在母亲给二姐梳头的
那天，如若可能，母亲是愿意给二
姐擀一次细面的。在我们兄弟姐
妹中间，母亲的细面条，二姐吃得
少，母亲一定有遗憾。后来，母亲
常常坐在台阶上，望着天空，或者
望着大门，一望就是半天。寒风
随队吹，雪花独自飘。夏炎秋凉，
母亲的冥想里，那些做细面条的
程序、用料、细节，那些做细面条
时的从容与惆怅、欣悦与苦楚、完
美与缺失，都如梦如幻地盘迂、萦
绕着。但她痴痴的，不告诉我们，
也不能告诉我们。

不知什么时候，我回老家发现
母亲做面条时，又爱做宽面了。那
种宽，比陕西人常吃的所谓的皮带
面还要宽。她把面擀好后，很快切
成三四指宽的大宽面条，然后在锅

边用手再揪成三四指宽的片状，甩
入开水锅内。一碗一碗的宽面，浇
上与之相配的臊子，吃起来面香盈
鼻、滋味俱佳。有一次，我问母亲
怎么擀宽面了，母亲说你爸爱吃宽
面。回头我问父亲，你以前不是爱
吃细面嘛。父亲说宽面擀起来容
易一些，省事一点。我这才发现，
母亲的发际已经染霜了，以前跟母
亲总是在嘴头子上好争个高低的
父亲，已经默默地体谅母亲，再也
不让她擀细面条了。我在大姐家
里还能吃上跟母亲做的类似的细
面条，而我妹妹做面条，跟后来母
亲做的宽面片一样，小妹说省劲。

在读研究生的女儿面前，我努
力想把面条做得跟母亲擀的细面
条一样，最起码在形状上也要跟母
亲做的差不多，但努力是徒劳的。
我发现，我一个男子汉的手劲远远
赶不上六十多岁时母亲的手劲 。
尽管，我的潜意识好像有母亲在一
旁指导着我，怎么从和面开始，用
温水，对了，是要用那种滴到婴儿
肚皮上让婴儿惬意微笑的温水去
和面，当然和面的温水不能多，搅
拌到面成蚕豆状或条索形，还要稍
有干面粉，然后揉，揉，揉。揉面是
力道与意志的体现，时间，心态，环
境，以至案板的高度都影响揉的结
果。我把自认为揉好的面扣在面
盆下醒着，开始配菜。我本想用些
木耳黄花类的菜，女儿说就用鸡蛋
西红柿得了⋯⋯

结果可想而知的。我擀的细
面条，粗约 6 毫米左右，最粗的，跟
一支中华牌铅笔差不多。关键是，
花了平时煮面条的两倍时间，煮出
的面条表面熟了，内里还有不熟的
嫌疑。更奇怪的是，面虽硬，但口
感还是水包面，属于唐时柳宗元说
的“外强中干”式的那种内质虚弱
型手擀面⋯⋯如此，不能再曝光我
的无能了。好在儿女勉强吃了一
碗，我强迫着吃了两小碗。在城市
这个阳光普照的正午房间里，我每
吃一口，便想，这一口不是母亲做
的味道，下一口是，结果下一口还
不是，又期望着再一口，一口、一
口，又一口⋯⋯最终，口口都没有

“妈妈的味道”。

面条祭

□越慧贞

杜金兰终于给徒弟李二巧传
授了《打金钱》，二巧当下就成了剧
团的眼睛珠子了。

二巧是从边远小村里选来的
苗，穷旮旯里藏着的金雀儿。杜老
师手持一根竹棍抽抽打打，两年时
间二巧出落得像拔节的新禾。《打
金钱》曾经是杜老师的拿手戏，剧
团的代表剧目，传给二巧，众徒弟
那叫一个眼热。

这个戏是一生一旦的对儿戏，
除了唱腔舞蹈的融合，还有杂技技
巧的彩头，演员间配合的难度非常
大。刚开始，与二巧演对手戏的还
是杜老师原来的搭档，虽说男演员
艺术青春长些，但两个人一上台，
二巧的年轻衬得男演员老干丫杈
的。杜老师就下定决心，在年轻后
生中踅摸一个适合二巧的戏搭子。

同年仿佛的后生六七个，跟二
巧一比，个头身材高的高矮的矮胖
的胖瘦的瘦，只有半柱最搭。半柱
来团里时就像个朽黄瓜，黑瘦黑瘦
的，谁也没留意。都晓得他是为了
一口吃的才进团的。半柱家房没
一间地无一垄，穷得就差讨吃了，
想着剧团虽然练功苦点，起码还有
一口饭。没想到今天这么一看，比
二巧高半头，嗓子也清亮通透，倒
还是他最合适。

言传身教间，杜老师留了个心
眼，把二巧叫过一旁，千叮咛万嘱
咐：“你可不能自找对象！”身上有
艺的女娃走到哪里都很打眼，尤其
二巧，不仅天生苗条水灵，加上杜
老师亲手调教，金雀儿生出了凤凰
翅，大家的眼睛整天只围着她转。
二巧应着：“记下了。”杜老师有心
提醒她，尤其不能找半柱。转念一
想，不可能，半柱虽然近两年长开
了，但眉眼间的单薄还没有脱尽，
剧 团 里 有 的 是 眉 清 目 秀 的 小 伙
子。再说，两人搭档就是要建立信
任和亲近，提醒了她，怕反而让她
表演上分心。

二巧半柱双双对对崭崭新新，
在新近的演出中屡屡争得观众的
喝彩。杜老师把场时竟有一丝的
恍惚，这不是当年的自己吗！唱腔
大弯大调、动作舒展矫健。舞台上

手绢圆转、扇花翻飞，二巧掏花向
上，半柱回身向下，扇子上下形成
呼应，二人笑吟吟对视。配合得真
好！二巧轻盈地单腿翘立于半柱
腿弓之上，一手扇子花抖动在半柱
头顶，另一手手绢越转越高，平平
地浮在半空中，身子斜探出去，像
一枝凌风开放的山丹花。半柱一
手紧紧挽住二巧的腰肢，一手展开
绸扇，与二巧扇花同频轻颤。山丹
花盛开的瞬间，半柱如稳健的山
崖，他轻轻收起支撑的一条腿，紧
靠在右腿弓边，山崖更加陡峭，山
丹花更加红艳动人。观众堆里爆
发了雷鸣般的掌声。杜老师微微
点点头，《打金钱》这出小戏可以在
二巧身上继续活下去，生机勃勃血
液流动，她可以放心了。

《打金钱》名声远播，杜老师的
耳朵边也热闹起来，都知道二巧是
她徒弟，连续有好几个托媒的。不
论乡长外甥还是书记侄儿，杜老师
都以二巧还年幼为由推脱了。有
一个头绪让杜老师心头一亮。省
文化局局长看了一场《打金钱》，就
想让二巧当自己的儿媳妇，许诺只
要二巧嫁到他家，就给她安排个文
化 局 的 工 作 ，安 安 稳 稳 吃“ 铁 锅
饭”，当干部。

可这事一跟二巧说，二巧直摇
头。

“不要不要！”
“为啥不要？难道你找下对象

了？”杜老师眉头一紧，担心的事
会不会发生？

“嗯。”二巧吞吞吐吐。
“ 不 是 不 让 你 瞎 找 吗 ！ 是 哪

个？”
“半柱。”
“ 半 柱 半 柱 ，就 怕 你 被 他 绊

住！”杜老师气得眼前一黑，最担
心的就是这个穷小子，活活就朝这
条路上来了！

一连几天，只要是说这个事，
二巧就犟得像个牛犊。

“半柱说了，我们家他全养活
起！”

“憨女子，找了局长儿子，你们
家还用人养活了！？”

“半柱说了，我俩一辈子唱二
人台！”

“哎呀，憨女子！唱二人台能
唱一辈子？老来了咋办呀？！”

“就唱一辈子！”
“你！你找了半柱，我就没你

这样的徒弟！”
二巧半柱一路把《打金钱》唱

到了人民大会堂。从老师手里继
承的玩意儿越抠越精，二人不仅在
扇花、绢花技巧上吸取其他剧种的
技巧，编创新的花样，尤其将剧中
的“霸王鞭”舞蹈部分大胆地改小
生舞鞭为双人舞鞭。霸王鞭是由
竹竿做成的表演道具，鞭身缠着彩
带，鞭头装饰彩绸，两端缀着碰撞
作响的铜钱，又叫做“金钱棍”。所
谓“打金钱”就是表现小两口以耍
霸王鞭、扇舞、手绢舞唱莲花落卖
艺糊口的情节小戏。他们双舞鞭
花，严丝合缝，密不透风。半柱的

“蹲步击鞭”、二巧的“腰缠背花”，
伴随着欢快的曲牌节奏越舞越快，
鞭竿绕身飞舞，鞭花色彩斑斓，铜
钱“擦拉擦拉”作响，一派花团锦
簇。

成功后的二巧带着一包获奖
证书去看杜老师。任是二巧怎么
敲门，杜老师就是不给开。半柱教
给二巧，下次会演看见杜老师，“你
就一把抱住她。”

会演那天，抱是抱住了，可杜
老师硬是当着众人的面，生生掰开
二巧的胳膊，扭头走了，留下个满
脸泪水和尴尬的二巧。几年里二
巧试着和解，杜老师决绝不认她这
个徒弟。哭了一回又一回的二巧
总回忆起老师的那句话，“你找了
半柱，我就没你这样的徒弟”，怎么
想也是句气话。

二巧半柱申报了二人台国家
级非遗传承人，拿到证书那天晚
上，二巧失眠了。

“咱们都是国家级的了，可咱
们老师传承了一辈子，却没有这个
荣誉。”二巧幽幽地叹气。

二巧没睡着，半柱也睡不着。
“我去给杜老师办！你放心！”

半柱拍拍枕边的二巧，安慰她说。
“你找了半柱，我就没你这样

的徒弟！”是的，那肯定是一句气
话。

一句气话

春的素描 李昊天 摄

私语茶舍

且听风吟

惬怀絮语

小小说

□特木勒

辫子西装北大游，
仁人志士为国愁。
救国兴起新文化，
反帝焚烧赵氏楼。

和而不同君子态，
文人骚客竞风流。
清浊孰是沙淘尽，
方有红旗遍九州。

新文化发祥地

塞外诗境

弦歌古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