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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连栽在嘴馋上接连栽在嘴馋上

上世纪七十年代的最后一个秋
天，不谙世事的我，竟先后栽在了黄
豆、山芋和老鸹眼这三样东西上。

乡村的秋季，大人们忙于秋收秋
种，孩童们则可以自由疯玩。那天，我
和黑蛋看着砍回家的黄豆堆在院子
里，就拿了几把跑到村西一间放稻草
的老屋里。我俩把黄豆秆挂在门闩
上。我用火柴点着了豆秸，结果不小
心引燃了屋里的稻草。我一下恐慌起
来，对黑蛋说，快撒尿，快撒尿。没曾

想，火越烧越大。我俩慌忙跑出屋外，
大声呼喊：“着火了，着火了！”等大人
们赶来灭火时，我和黑蛋早吓得逃之
夭夭。幸亏那天没有风，火灭得及时，
只把放稻草的老屋烧坏了。

这事没多久，我又栽在了山芋
上。村南边有个白湖，湖堤上是村里
的菜园地，各种作物皆有。都知道，刚
出锅的山芋又香又甜，所以当我们几
个小孩在湖边玩时，发现湖堤上种着
很多山芋，于是偷挖山芋的主意就冒
了出来。不一会，我们就挖出十多个，
在我跑下湖堤洗山芋时，没料到脚底
下一滑，我一下掉进了湖水里。伙伴

看见后，大声呼喊起来：“狗伢子掉湖
里了，快来人呀……”好在不远处放
牛的大伯听到了呼喊声，跑来把我救
上了岸。

一连吃了两次亏，我仍然没吸取
教训。秋收结束时，我又出事了。

那时，我还不知道，乡下田埂上
野生的老鸹眼，是一种叫半夏的中
药。那天，我们在田埂上挖茨菇根吃
时，挖出了老鸹眼。扒了皮后白生生
的，我忍不住吃了起来。黑蛋看到我
吃，也抢着吃，小翠没吃着，竟委屈地
哭了。不一会，我和黑蛋都肚子疼痛，
吓得小翠回村喊人。我母亲一听就知

道我们中毒了，赶忙给我们处理……
接二连三地出事，父亲却没骂我

一句。他把捕鼠的铁夹支到院墙，又
抓来一把米饭布置到机关上。他让我
在角落里静静等候，不一会儿，几只
麻雀飞了过来，一只嘴馋的急不可待
地扑上去啄食，当它的嘴刚一触到饭
粒，铁夹“砰”地就把它的头死死打住
了，吓得其余麻雀四散而飞。这时，父
亲才开始耐心地教导我起来。回想前
段时间我经历的着火、水淹以及中毒
的事，我终于恍然醒悟，在幼小的心
灵深处，牢牢筑起一道嘴不馋的防
线。 （孙功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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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忆中
最甜的

饼
兴修水利、改造农田是上世纪五

六十年代的事了。我出生于1971年，
那时水库、农田的改造已基本完成。
在童年时代，每次我在水库边放牛、
钓鱼，总会不由得想起父亲讲的那些
往事。

记得父亲说，那时，只要有地方
修水库，他们就要被抽去帮忙，无论
到多远的地方去修，都是自带农具步
行前往。修水库条件艰苦，劳动强度
大，因此，管理严格，如果有溜号之
人，一定严加惩罚。而较之于修水库，
改田则轻松些，无非是挖土碎石的
事。只是遇到了大石头，需要放炮炸
石，那操作就比较危险了。

我还是亲历了一次改田工程的，
准确地说，应该是改田后的维修。那
次，村主干道塌方，砂石掩盖了三个
生产队的好几块农田。于是村里组织
四、五、六，三个生产队一起整修农田

和道路，一百多人一起出动，我们小
孩也去凑热闹。在那一大片农田里，
大家挖土，运石头，平整农田，砌田埂
……忙得热火朝天，直到四队挖出一
块大石头来。

本来这石头可以让几个年轻人
一起抬到独轮车上运走，但不知谁突
然提议：打个赌，谁抱到车上奖两块
芝麻饼！大概是为了找乐子，或者男
人们也想比比力气，这提议立马得到
了大家的响应。先后有七八个男人试
了试，结果都以失败告终。这时，我们
三队的队长大林叔说他来试试，只见
他扎紧围裙，紧了下袖套，两手张开，
摸好位置一使劲，石头就被他抱起来
了，大家赶忙把独轮车倾斜，一百多
斤的大石头就被大林叔抱到车上去
了。大家一片欢呼。大林叔也红光满
面，一边喘气，一边呵呵笑。

四队的会计也不含糊，立马派人

买了两个芝麻饼来送给大林叔。大林
叔立即也让人将饼分给我们十几个
小孩，最后剩下两小块，他自己也没
有吃，而是放进了口袋，“这两块带给
我妈吃。”

上世纪70年代，供销社的副食品
种有限，只有银耳罐头、芝麻饼等，我
们吃不到，只能在玻璃柜台前行了无
数次注目礼，那天能无意中吃到一块
芝麻饼——其实只是一口，简直是意
外之喜，所以至今我还记得童年的芝
麻饼太好吃了！

我曾有个梦想，长大了如果有
钱，一定要买好多好多的芝麻饼，吃
个够。然而，参加工作后，我有了工
资，突然就对芝麻饼失去了兴趣。看
到满街的披萨饼，我不屑一顾，总觉
得它无非是一块饼而已——或许，
1977年，大林叔分给我吃的饼，就是
记忆中最甜的饼。 （郭新国）

化成泡影的白面化成泡影的白面

那年，二舅受姥姥之命，去三四
十里外的集市换了二斤白面。白面，
就是小麦粉，二舅拎着一布袋的白
面，先是捆在他自行车的后座上，觉
着不安全，又把它绑到了车把上——
要眼不离那个面口袋。

可谁曾想，天擦黑时，一不小心，
急着回家的二舅没把好方向，连人带
车摔到了池塘里。池塘不大，也不深，

但坑底泥沙多，黏性强。二舅一手推
车，一手提溜着湿淋淋的白面袋子，
好不容易才从池塘里爬出来。回来的
路上，他边走边哭。

回到家，姥姥瞅了瞅二舅，没说
别的，吩咐他收拾收拾，洗净脸，准备
吃饭。在那个年代，白面是难得的食
材，逢年过节才可吃上一两顿。为了
填饱肚子，家里的几亩地种的都是玉
米。可玉米再高产，也喂不足肠胃。直
到我小时候，家乡仍流传着“饺子费，
面条省，不想过了烙大饼”的俗语。想

想也是，饺子可以装馅儿，面条饱含
汤汁，唯独饼是实打实的白面啊！

听母亲回忆，当时姥姥家每天只
吃两顿，玉米面、白薯面做的面条根
本夹不起来，稍煮久点，就成了一锅
面粥。赶上农忙，又费体力，晚上会在
锅里放点白薯干，谁饿了谁吃。但白
薯吃多了，除了烧心，还是烧心。母亲
没少受苦，正因为这个，直到现在她
也不待见所谓的忆苦饭。

姥姥的二斤白面成了泡影，消散
在岁月的烟尘中。其中的苦滋味，不

用咀嚼，乍想之下，就叫人心疼。可以
说，二舅的无心之失，是一家七八口
一个季节的念想，或是一年的热盼。

我小时候，母亲喜欢做小麦粉的
面条，我们一家四口要吃上一斤多，
满满的一大盆。热气腾腾的面，在冷
天呵地的冬日，虽已不是难求的奢
望，却绝对是令人兴奋的受享。现在
的白面，白得像雪，直晃人眼。而以前
的白面，是泛着黄的，吃起来香得很，
满口有小麦的气息和阳光的味道。

（付振双）

““送货上门送货上门””的白菜的白菜

我们家五里外有座煤矿，附近村民常到
矿上的渣堆捡些渣炭。我们小时候放了学，
就挎着竹筐提着铁筛子爬到渣堆上用铁筛
子筛，筛出的细碎渣石里含有炭末，可以生
火。有时运气好，还能从渣石中捡到煤石和
煤块。

渣堆底层已被筛过无数次了，只剩石
头。要想筛到好的渣炭，必须占领渣堆的最
高点。每当刚从井下拉上来的石头倒到渣堆
顶上后，大家便一哄而上地去争抢。捡渣炭
也有经验和技巧，需用竹筐挡在前面开路，
竹筐能挡住滚落的石头，防止自己被石头击
中砸伤。

跑在前面的都是“霸王”，为了抢炭打架
的多了去了，男孩子动手打，女孩子动嘴吵。
老实的孩子只能跟在后面捡人家捡剩的。我
们姊妹就属于渣堆上的最后阵营，捡得最
少，但从未与人发生过争执。

渣堆又高又陡，渣路比山路还难走，力
气大的孩子用架子车将渣炭推下来。我和二
姐推不了架子车，便只能用竹筐一筐一筐地
运。说是运，其实是拉，用手拉着竹筐的一
头，半蹲着往下走，拉到渣堆下面，再两个人
一起抬回家。

捡回家的渣炭一部分留着自己用，剩下
的用来换白菜。那时临县菜农多，自留地里
种的蔬菜吃不了，我们就用渣炭去跟他们
换。每年到了换白菜的季节，母亲便犯了愁，
父亲在外地教书，那时几个弟弟尚小，大姐
已经出嫁，我和二姐又推不了架子车。最后
还是二姐想出了主意，我们可以借生产队里
的地排车拉着渣炭去换白菜。

母亲说既然去一趟，不如把队里分的煤
票也换了。记得那天下午，生产队里收了工，
我和二姐借了地排车就去煤矿拉煤。

到了煤矿，将煤票递上，过了秤后，天已
经黑了。我和二姐拉着半吨煤，走到半路，地
排车车轮陷进了河沟里，拖不出来了。我们
只好找人救助，但等了半天也没见一个人
影。二姐说她看着车子，让我去附近村里喊
人来帮忙，我走到一户人家，看到屋里点着
煤油灯，便敲门，一个小伙子开了门，他听我
说完，忙跟着我去帮我们把地排车拉了出
来，完了他还亲自帮我们把车拉回了家。路
上小伙子说，我认识你，你也在渣堆上捡过
炭对吧，我从未见你在渣堆上打过架，你是
个老实人，若是那些厉害主儿来喊我帮忙，
我才不会帮呢。

那天小伙子帮我们把煤拉回家，连口水
都没喝就走了。第二天一早，我和二姐将地
排车上的煤卸下了一部分，又放上了十几袋
渣炭，准备拉着去临县换白菜，刚出村口便
遇到有人拉着白菜喊着换炭。原来，另外一
个县的人听说我们这里有煤炭，便拉着白菜
来换，被我们巧遇了。那年我们在家门口换
了一车白菜，母亲说，老天爷厚待老实人，没
想到我家的白菜有人“送货上门”！

这是 1967 年冬天发生的事儿。那车白
菜我们整整吃了一个冬天，现在想起来舌尖
还有印记。那个年代，冬储白菜是个艰难的
大工程，需要小孩子在渣堆上从春捡到秋，
捡出个白菜飘香、炉火旺旺的暖冬。

（李秀芹）

一月一次打牙祭一月一次打牙祭

第一次见肉，是在集体分肉时。
那时，农村集体养的猪并非说杀就
杀，只在过年时一个生产队仅允许杀
一头，然后端了盆子，一家分回三五
斤。肉分之前早已过秤，精确到一两
一钱。唯有肥瘦不能绝对分匀，但也
有办法：纸团抓阄，愿赌服输。

后来包产到户，大家有了属于自
己的猪，但也不常吃肉。猪仔用红薯、
猪草催肥，一喂就是大半年，同栏的
其他几头猪早已被卖掉，换回娃儿们

过年的新衣服、来年的化肥种子钱
等，抵拢腊月底，多数家庭也杀年猪，
但精肉还是得卖掉。

大年三十和初一这两天能敞开
吃肉，但大年初二起就要收敛，为啥？
图个细水长流。腊肉得一块一块提到
院坝里晒，直到肉干得流油才取回去
挂在老鼠可望而不可即的高处。晒肉
也得人守着，一防猫狗，二防贼。说来
你可能不信，竟有蠢到偷肉的贼！

晒干的猪肉可以坚持到农历五
六月，留到农村收完小春（主要是收
小麦）招待完帮工的邻居后，已经微
微变得木嘴泛苦的猪肉才告罄。然后

又开始了半年漫长的等待。
我父亲那时在村上和镇邮局兼

点工，所以我家打牙祭固定为一月一
顿，而且平时猪油能够保证。但一月
一次的牙祭，又怎能满足正在疯长的
身体呢？高中的一次尴尬经历让我刻
骨铭心又羞于启齿。

那天是我们家打牙祭时间将到
未到的临界点，上午的最后一节课，
学校食堂蒜薹炒肉的味道飘过来，不
知怎的，那天猪肉的香味浓郁得出
奇，我口腔中的馋液几乎是以涌泉的
方式冒出来。我能清晰听到自己吞咽
口水的咕噜声！尴尬！我的同桌是女

生，怎么办？我的脸瞬间红了，得赶快
想法子啊！我用手夸张地捏捏自己的
喉结，做出嗓子极不舒服的样子，大
声咳嗽了一下，顺势咽下了那令我差
点出丑的鬼东西。那节课的最后5分
钟，简直成了我的梦魇。下课铃一响，
我几乎是逃也似的飞出了教室。

猪肉的匮乏对我的影响不可谓
不大，因此我特别愿意走亲戚。那时
亲戚家都不富裕，但勒紧裤腰带也得
割回两斤肉，毕竟这是待客的常情。
我特别爱走的地方是中和场的大孃
家，原因其实很单纯——她家每周打
一次牙祭。 （宋扬）

情有独钟喝酱油情有独钟喝酱油

有一天，同事老陈突然说起自己
小时候偷喝酱油的经历来，我的心突
然一震，就像一下子找到了知音的那
种感觉。我一直把自己喝酱油的那段
经历当成一个讳莫如深的人生经历，
从来没和人提起过，没想到此时却被
同事轻描淡写地说了出来。在他看
来，少年时期不论做什么荒唐的事
情，在今天看来都是美好的。

我小时候也喝过酱油，而且对酱
油情有独钟。

我出生在上世纪 60 年代中期。
在我的少年时代，生活很艰苦，穿衣
简单就不要说了，每天吃的东西也稀
松平常得很。平时吃的都是玉米、高
粱、山芋干等杂粮，而且还不宽裕。

说起来也奇怪，越是粮食短缺，
饭量还越大。现在才知道，那是因为

肠胃里长期不见肉和油的缘故。平时
如果能吃上一顿饺子，那心情就像是
过年似的。

没有荤腥的炒菜是索然无味的。
我的母亲在村里是一个做饭的好手，
她最让我佩服的就是，她能最大限度
地把我家的生活调剂得有滋有味。母
亲做的菜，我吃起来总是觉得味道特
好，母亲后来告诉我们，那诀窍就是
在做菜时添加了适量的酱油和醋。

酱油是从供销社买来的。计划经
济时代，什么都要票证，尤其是衣食
这些关系到国计民生的商品，比如买
布需要布票，买肉需要肉票，买煤油、
煤炭、自行车、缝纫机等更是“票证先
行”……有什么是不需要票证的？那
恐怕就是酱油、盐和醋了。

供销社在我们村子的南边，离我
家有二里路，我记得我从十岁左右开
始，就把去供销社打酱油的工作给承
包了。小孩子总是好动的，走到商店

打酱油这样的事，不但不烦，而且还
积极努力，乐此不疲。

家里的酱油没有了，母亲就把我
叫到跟前，从口袋里掏出两毛钱交到
我的手上，然后一字一顿地交代说：
记住，打一毛钱的酱油和五分钱的
醋。但剩下的五分钱，母亲却不交代。
我回来时，把它交还给母亲，母亲就
收着；不交，母亲也不讨要，算作我的
路费。

乐于打酱油，除了能得到几分钱
路费，还有一个特权，那就是在回来
的路上，走到僻静的地方可以美美地
喝一口酱油，陶醉在难得的美味中，
这种陶醉是每一次打酱油时都要经
历的。现在想起来，那生酱油的味道
实在不好，但是在那时、那地，我喝到
的就是少有的玉液琼浆。

如今生活条件好了，喝酱油的那
点事早已成为远之又远的历史，只是
温馨还在，温情还在！ （张升平）

供销社的副食品种有限供销社的副食品种有限，，只有银耳罐头只有银耳罐头、、芝麻饼等芝麻饼等，，我们吃不到我们吃不到，，只能在玻璃柜台前行了无数次注目只能在玻璃柜台前行了无数次注目
礼礼，，那天能无意中吃到一块芝麻饼那天能无意中吃到一块芝麻饼———其实只是一口—其实只是一口，，简直是意外之喜简直是意外之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