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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座城市和4次搬迁
——花甲过后的儿时记忆

●于学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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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瞻彼淇奥，绿竹猗猗。”进入
了夏天，青青的竹就成了一道养
人的风景，亭亭净植，翠色如画。

竹，是夏天的礼物，也是我记
忆中的温柔。

老家的房前屋后，种满了
竹。爽朗的风轻轻一吻，那沉睡
着在泥土的竹笋就开始星星点点
地从泥土钻了出来，嫩嫩的，绿绿
的，像是赶集一样赶赴一场春与
夏的约定，透着一种清新的感
觉。儿时，我经常去林中观察竹，
有时采一两根肥肥的竹笋回家做
成一道凉菜，有时仅仅是为了找
寻那些爱吃竹笋的飞虫，然后将
它们一一赶走。

乡间生活极为简约，没多少
可供玩乐的娱乐场所，因此，竹林
也成了我解闷和打发时间的最佳
去处。每每放学归来，我便捧着
书，坐在石头上，一字字地翻读。
清风迎面扑来，与我撞了个满怀，
禁不住它的热情，我竟麻酥酥地
打了一个战儿。当读书累了的时
候，我便起身，用柔嫩的小手挽下
一条竹枝，嗅一嗅它的清润味道，
或是看露水从那尖尖的叶儿中滚
落到泥土，最后消失不见，亦或者
就单单背靠着竹子，静静地徜徉在竹海的柔波中。

那些与竹相关的情节就从眼前跳跃到了书海。
记得鲁迅先生少年时有百草乐园可供玩乐，我家门前

的竹林虽没有百草的点缀，但也能饱览竹叶儿一年四季的
翠色长青。春看笋芽出泥土，夏沐林风可预暑，秋来不觉气
象寒，冬日邂逅一片竹。这便是我的童年最大快乐，虽然简
单十足，对我而言却是一份真实的纯粹。

竹，生于农家，长于农家，也回馈于农家。鲜美的竹笋
炒肉大不必说，那用竹条编织成的背篓和篮子便是农家最
好的装物工具。父亲将竹砍下，做成扁担和锄把。我则顽
皮地用竹做成钓竿，在溪流清清中如约收获一尾尾鱼儿。

世上不爱竹的人恐怕不多。“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
竹”这是苏东坡对竹的喜爱；“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
北风”这是于谦对竹赋予的超拔情感。就连那画家文与可
也曾说：“举世爱栽花，老夫只栽竹”，且有多篇诗文赞美竹
之率性和坦荡。作为“四君子”成员之一的竹，谦虚与刚毅
是它的永远的品格。微风过林间，留得一身清气满乾坤。

想来，天下赏心悦目事，也当属窗前竹几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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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校园除了两三条由青砖铺成的甬
道之外，大部分都是平整硬实的土地，我们
家就在两个房间的窗户前开发出两片菜
田，主要种豆角、茄子、葫芦、黄瓜和西红柿
等，间或也种了一些玉米、向日葵。可能是
受在大召前街 11号院的影响，母亲还特别
喜欢种花，就骑着自行车专门跑回旧院要
来花籽，在菜田边靠近家门口的地方，又顺
着挖出一块长方形的花地，种上各种花
草。每到夏季蔬菜和花草生长出来的时
候，父亲就把食堂里的拉水车借来（在一个
排子车上躺放着一个用汽油桶做成的大水
桶），带着我为菜田拉水浇灌。我们家养的
鸡最多时差不多有十只，不同花色，有大有
小，在房檐下专门给它们搭建了一个鸡舍，
等鸡屎积累到一定程度时就掏出来施到菜
田里。这样，这两片菜田既浇水又施肥，蔬
菜和花草总是长得十分秾茂，各种鲜花渐
次开放，五彩缤纷，经常招引蝴蝶、蜜蜂、蜻
蜓、花大姐（一种金黄色的小瓢虫）等纷至
沓来；我们就小心地抓这些昆虫玩，个别的
时候也有被蜜蜂蜇到手的情况，又疼又肿，
那可算是惨痛的教训。

我们住的那两间房原本是两个分开的
单间，搬来时在东边的那间盘了一个后炕，

西边的这间摆了一张单人床。父母和妹妹
们睡在东边房间的炕上，我则单独住在西边
房间的床上（那时特别羡慕能睡在床上）。
居住环境改善以后，全家人感到宽松了许
多。后来天气逐渐转冷，两间房分开无法取
暖，我们就在中间的墙壁上打通一个门，把
两间房变成里外间；东边的房间为里间，将
原来的正门封砌起来，并把我睡觉的那张单
人床搬进来横着堵在窗户前，这样我们一家
人又睡在同一个房间里。火炉子的烟筒从
里间伸到外间，再由外间通到房顶外边的烟
囱，这样炉火的热能就可得到充分的利用。
并且，为了保暖，父母还用破棉花棉布缝制
成一个厚厚的窗帘，每当傍晚时分，就从外
边把它挂起来，将整个窗户、家门都遮盖得
严严实实。

但即使如此，我们的窗户上每天都会被
冻上一层厚厚的冰花，致使玻璃模糊起来，
里外不能相见。早晨火炉生起来以后，加之
窗外太阳高照，窗户上被冻得结结实实的冰
花才会慢慢地融化，这时窗台上就会积起一
片水来。因为就睡在窗户前，我经常会坐在
床头上用指甲划着冰花玩，看着它们渐渐地
化去。但也有个别数九寒天实在太冷了，未
等冰花完全融化，到下午时天气就又开始变
冷，将窗户上的冰花重新冻起来。每遇到这
种时候，我们就会经常说，今天太冷了，冰花
一白天都未化开。

我们家的窗户分上下两个部分。上边

的窗棂用麻纸裱糊起来，在正中间的大方
格处还贴张漂亮的图案，四个小角则有小
窗花对称；下边是一排约 80公分见方的玻
璃窗，冰花就冻结在玻璃上。这种窗户因
为仅是薄薄的一层纸或玻璃，并且简陋的
木头窗框并不严密，一到冬天实际上难挡
风寒，所以从外边堵层棉帘就十分重要。
此外，现在想来那时的居家防盗形势并不
严峻，就是薄薄的一张窗户纸，却很少见到
入屋行窃的情况。当然，这与那个年代每
家每户实际上也并无什么钱财好偷有关。

那年代过春节仍然非常热闹，家家户户
都很重视。所以，进入腊月之后，父母就开
始忙碌起来，总要把房间的里里外外都打扫
一遍。撕掉窗户上的旧窗纸换成新的，下边
的玻璃则擦得透亮；用当地的一种白土将屋
子的四壁、顶棚粉刷一新，被褥则均要拆洗
干净；炕上铺的毛毡、棉毯等都取下来挂在
外边晾晒，用竹竿反复敲打沾在上边的尘
土。那时还有买年画贴年画的习惯，我们家
第一次在新刷的后墙壁上贴了两张年画，经
常引来院里的小朋友爬在炕沿边上细心观
赏。印象最深的一幅画面，是有一群男女孩
子围在一起观看地球仪，个个脸庞红润，面
带笑容，充满憧憬，画的题目叫作《放眼全世
界》。

房间打扫完之后，窗户、墙壁、屋顶均焕
然一新，连电灯泡都会擦干净，所以家里顿
时显得亮堂了很多；拆洗后的被褥盖在身上

既松软又舒服，此后好长一段时间都感到神
清气爽，心情愉悦。

还要蒸几笼圆馒头，顶端用红颜色点
个红点；冻豆腐，压粉条，炸黄米糕及油
饼、麻花、土豆块儿等，然后将它们全部放
进门口的一个陶瓷缸里冻藏起来，正月里
每天都可以取来吃现成的，一直吃上一个
多月。在腊八那一天到来时，还要将挂在
门框上的一辫子大蒜剥掉皮，在一个罐子
里腌起来；腌蒜很快就会变绿，以后吃饭
时就会捞出来放在一个盘子里，吃所谓的

“腊八蒜”。
此外，我们还在家门口的窗户前挖了一

个两米多深的菜窖，秋天时就把买来的土
豆、萝卜、大白菜等储存进底部的两个窖洞
里，一冬天都要爬上爬下去取这些储存的蔬
菜。而每当打开窖盖时，窖口的四周总是会
冻上一层由水蒸气形成的白色雪花。那个
年代，每家每户的门前基本上都要挖这样一
个菜窖，是生活中的必备设施。

总之，每当春节来临时，父母为准备过
年往往要密集忙碌一个多月，经常累得腰酸
腿疼，叫苦连天。孩子们则因为放了寒假，
那时留的假期作业也不多，就在院子里到处
闲逛、玩耍，东家进西家出，很是轻松自在，
开心快乐。但快要到开学时，才感到落了很
多假期作业并未完成，就被家长逼着赶写作
业，经常也是挨打挨骂、压力山大。

（未完待续）

芒种，正是仲夏时分，每年到这一时
节，总会想起家乡田原上祖辈们忙碌的
景像，滚滚回忆便大片大片浮现脑海，尽
管人间四季轮回，但时间留下的脚印却
永难抹去。

记 得 在 我 读 高 中 时 ，农 村 土 地 实 行
包产到户，我家里人口多，一下子承包了
60 多亩土地。那时所有的农活全部依仗
人力、畜力来完成，谈不上机械化，后来
满 村 跑 的 小 四 轮 车 也 是 七 八 年 后 的 事
了。因此，芒种这一季成了每年拉开各
村各户一家老小农耕中最辛劳忙碌日子
的续幕，于是“芒种”便一语双关，贴上了

“芒”与“忙”双重的语意。
有道是“春争日，夏争时”。家家户

户不仅要在最短的时间，把所有储存的
种子播撒在自家的耕田里，种下一年全
部的希望，还要去麦田里、豆田里、瓜田
里……耕耘昔日种下的庄稼，精心呵护
每一株禾苗的成长。中午时分，天高云
疏，火辣辣的太阳照在身上，额头上的汗
水一颗颗滴在泥土里，身上的衣裳都湿
透了，那快要成熟的麦穗上生着长长的
麦芒，宛如一个个金黄的针，麦芒扎在胳
膊上刺得生疼，在终于找到了“芒”字真
正来头时，我恍然懂得了那首诗：“锄禾
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
皆辛苦”的深意。从此，芒种在我的心中
种下了艰苦奋斗的“种子”。

多年后，品读《红楼梦》书中写芒种

这一天，大观园里男男女女们忙着送花
神，《葬花吟》吟出的那种情趣，与当时生
活 强 烈 反 差 中 产 生 的 羡 慕 早 已 荡 然 无
存 ，感 受 到 诗 中 无 论 是 忧 思 、浪 漫 与 欢
喜，大多是无所事事人群一种空虚的精
神寄托，也难怪书里的人物故事结局如
此不堪。

夕阳西下，晚风清凉，明月如镜麦浪
如潮的时刻，直起腰舒展一下筋骨，似乎
就能抖落满身的疲惫，归家的羊肠小路，
虽然崎岖不平，但想想端午节又要吃上
自家田里五谷熬出的糯米糕香甜可口，
幸福便洋溢在脸上，又恍然体味到了“一
分耕耘，一分收获”的快乐。

成年后，我依然对土地心怀虔诚与感

恩之心，生活不易，稼穑艰难，使我养成
每每珍惜一丝一缕、一粥一饭的习惯。走
上工作岗位，“芒种”锤炼出的吃苦耐劳，
知足向上的情操，让我受益匪浅。

时至今日，当看到有的人对着荒田，
喟叹“我的收获在哪里”，不禁想起，法国
画 家 米 勒 的 画《拾 穗》。 几 位 妇 人 弯 着
腰，在收割后的麦田里捡拾麦穗，我总想
起老祖母，迈着一双小脚，穿着雪青一色
的衣衫，她弯下腰，低下花白的头，在滚
烫的麦田里，捡拾麦穗的模样。一代代
的生命，就是这样走过岁月，他们汗流浃
背，疲惫不堪。每读到此处，我仿佛就能
闻见麦子的芬芳，绽放出的精神一如雪
域高原上“格桑花”那样顽强。

我常想，如果让画家画出夏日山林，绿色
的颜料一定会泼墨如水，用得酣畅淋漓。夏
日山林，一个“绿”字似乎就可以概况。可是，
夏日山林远远不是绿那么简单。

夏日山林层次分明，内涵丰富，像一位上
了年纪的智者，有太多的故事在其中，吸引着
人们靠近与探寻的脚步。

如果你在夏日清晨走进山林，一定会有
误入桃花源的感觉。因为山林之外的世界繁
复得令人眼花缭乱，而山林是简单纯粹的，是
安静平和的，氛围截然不同。绿树繁茂到了
极致，你的眼前到处都是流淌着的绿色。山
间的植物们高低错落，俯仰生姿，人的眼睛被
绿色浸润，连眼神都会变得灵动起来。植物
们释放着特有芬芳气息，整个山林弥漫着淡
淡的草木清香。空气清新，深深地一呼一吸，
你会觉得胸中的浊气吐了出来，山林的清气
被纳入了肺腑，五脏六腑瞬间舒服了。夏日
植物们的生长处在鼎盛阶段，山林成了天然
氧吧，林间的气息十分怡人。绿色最富生命
力，人在绿色中穿行，疲惫的心渐渐恢复了生
机。

山林里的小花遍地都是，其实春季和秋
季山林里的花也不少，但夏花给人的感觉是
明艳。可能是因为周围的绿色太厚重了，点
缀在绿色之上的五色花朵便分外惹眼。绿色
的底子上，夏花盛开，真叫一个绚烂呢！野花
在风里摇曳，在晨光里舞蹈，仿佛花绸在舞
动，夏日山林因此多了几分灵秀。

你沿着山间的小路往上攀登，时常会感
觉到山风荡漾，一阵阵的清凉，不时掠过皮
肤。浓荫遍地，凉意弥漫，分外惬意。在山林
间行走，不会觉得累，因为你走不快，不时会
有美丽的风景吸引你的视线，牵绊住了你的
脚步。走走停停，享受慢的乐趣。不想走了，
就找棵大树，坐在下面小憩，颇有点“行到水
穷处，坐看云起时”的意味。你坐在大树下，
抬头看看浓密的枝叶，低头看看树叶间偶尔
筛落下来的光点，会感受到久违的快乐。“休”
字很形象，就是人在树下歇歇脚，原来在树下

歇歇脚是如此快乐。就像这次的夏日山林之
行，偶尔把俗务一把推开，逃离到这夏日山林
里，享受到难得的美妙时光。

夏日是喧嚣的季节，可山林永远都是宁
静的——山林多么沉稳智慧，不为外界所
烦，不受俗世所扰。“鸟鸣山更幽”，山林里的
鸟儿总是展现主人的姿态，悠然地从一棵树
上跳到另一棵树上，或者飞到山林上空去丈
量一下蓝天的高度。它们在山林里繁衍生
息了无数代，早已熟稔山林的脾性。你从它
们的叫声中就能听出几分悠闲自在，它们极
少有慌张的时候，两只鸟儿的对话，或者一

群鸟儿的谈天，也是语调轻快的——山林是
它们的坚强后盾，是它们永远的天堂，有山
林在，真的没有什么可担忧的。留得山林
在，家园常安宁。鸟声响在耳边，清脆悦耳，
在鸟儿的平静里，你也会找回自己心灵的平
静。

绿是生命的本色，夏是季节的高潮。夏
日山林如同美丽的梦境一样，带给人别样的
享受。绿色浓得化不开，山风轻柔地流淌着，
花草在风中摇曳出一幅画，山鸟叫出了山林
的幽静……一切都是美好的样子。你在山林
间，心游凡尘外。

妈妈的眼睛是湛蓝的天空
我是一只高高飘荡的风筝
无论风把我吹到哪里
我都无忧无虑
因为绳头永远牢牢地
拴在妈妈慈爱的心头

妈妈的眼睛是清澈的湖泊
我是一叶摇摇晃晃的小船
如果风浪把我掀翻
我倒愿意永远沉没
在妈妈温暖的心底

妈妈的眼睛是绚丽的朝霞
我是暗夜里迷途的羔羊
当我踏上成人的道路
妈妈的眼睛依然
照耀我走向前方

妈妈的眼睛是绿色的山峰
我是一棵小树
牢牢地扎根在峰顶
妈妈的阳光雨露滋润了我
在妈妈绿色的怀抱中
我愉快地生长……

妈妈的眼睛是遥远的路途
我沿着那金色的指引
走向广阔的人生……

拌汤是晋绥地区最常见的面食，它既省事又方便，
还省面和调料。半碗面一锅清水，可供一家数口人食
用，困难时的玉米面糊糊，和它有异曲同工之妙。无电
视，无手机，更没有夜生活的年代，那时候，为了省粮，老
百姓晚上大部分喝稀的，糊糊拌汤喝上一肚，早早就睡
觉了。

现在上岁数的人基本都会拌拌汤，年青人可能自己
做的少。实际，拌拌汤并不难，半碗面备用，除了用白面
做，掺玉米面或豆面的叫杂面拌汤，杂面拌汤没有白面
的软糊，口感发硬。

过去，拌汤是百姓家常饭，饭店不经营，也没人花钱
去饭馆喝拌汤。如今，时代变了，下馆子吃饭成为家常
事，再加上山珍海味大鱼大肉吃的多，有人就想调调口
味，饭后喝点清淡的，所以，拌汤也出现在了大饭店的餐
桌上，以前饭店一般都有鸡蛋汤，现在喝拌汤比喝蛋汤
更普遍。

至于拌汤的作料，是因人而为的，最常见是炝葱花
或扎麻麻花，拌汤入锅后，勺头里倒点素油，在灶火上加
热，油热了放上葱或扎麻麻花，滋一响，香气扑鼻，倒在
锅里，一锅香喷喷的拌汤就做好了。

拌汤是家常饭，各家按自己的喜好来做，所以花样
很多，吃荤吃素的都有，我喝过拌面稀粥，是熬点瞪眼米
汤（此地话，比喻非常稀薄的粥），粥熟了把拌汤放进去，
再放上作料，就是粥与面的综合味道了，很好喝。还有
在清水中煮上山药条条，或白菜等，然后再拌上拌汤，类
似吃面一样。也可在拌汤中卧荷包蛋，打蛋花，加蘑菇
丁等。我曾吃过拌汤汆熟莜面鱼鱼，把吃剩下的莜面汆
到熟了的拌汤里，吃起来很滑爽。直到现在，时间长了
不吃，我就会做上一顿。

还有一种拌汤，是梦境里时常出现的美味。那是我
小时候，奶奶和妈妈常给我做的“小灶”。这种拌汤不炝
锅，先切好葱花，放在碗里，加上少许干姜面，再倒上点
酱油和醋，然后放上盐，上面再滴上香油或素油增香，类
似吃涮锅的蘸料，拌汤熟了马上倒入锅里，这种不炝锅
的吃法既省油，又别有风味。

我小时候身体不好，经常发霍乱子（此地话，是类似
胃肠感冒的一种病症），发病时上吐下泻，浑身不适。每
当发病，家里人先是给我十指放血外，再喝上“十滴
水”。然后，奶奶和母亲就会给我做点这种不炝锅的拌
汤。记得干姜放的比平时多。我姥爷是中医，常说干姜
能温中暖胃，葱能散寒，醋能收敛而止泻，面汤可润肠
胃。说来这也算是个食疗方法，感兴趣者，不妨一试。

芒种是一粒艰苦奋斗的“种子”

繁星万点闪人眸，入夏流光香气幽。
风过翻开金盏俏，雨来染就锦丝柔。
嗡声恋蕊花蜂闹，绣袂摇枝彩蝶游。
莫笑微芳身似米，彤珠满树结深秋。

枣花枣花
■■李双印

夏日山林

拌汤杂议
■■樊肃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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