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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软的烤红薯
志勇

街上突然钻出一大堆寒冷的北
风，呼啸着或悄无声息袭来的时候，
就飘来了烤红薯温软香甜的气息。

在拐弯处，在不起眼的大厦底
下，烤红薯占据了城市的空闲之地。
以前谁也没有想到，那么个旮旯，竟
能挤下一个满脸沧桑的人和一个滚
烫的烤桶。我在冬天能轻易地找到
他们，当我的肺腑中漾起那么浓郁
的甜意，当温暖浸遍我冰冷的躯体，
我总能在抬头时，发现烤红薯在某
一个角落静静地注视着我。

我从人行横道上穿过不息的车
流，就走到了烤红薯摊前。卖烤红薯
的总是一副风霜容颜，双手粗糙，甚
至开裂。他们总是在我走到他们面
前时，就亲切得像久别的亲人。仿佛
我们之间早已有了约定，他们拿出
温软的烤红薯，熟练地包好，不忘叮
嘱一声“趁热吃，别冷了”。走出很远
了，仍能感觉到温暖的气息，萦绕不
绝。

其实，小时候常常吃红薯。那是
一种在乡村毫不起眼的食物。就像
白萝卜一样，可以洗净拿在手中生
吃，可以贴在煮饭的锅沿上蒸熟，或
一大锅红薯煮着吃。家里常常会把
红薯切成片，与大米一起熬粥吃。饥
饿的年代，人们是不会欣赏食物的。

后来就遇到了烤红薯。一股熟
稔的气息在陌生的城市里飘荡，走
近了，才知是烤红薯，才知红薯是可
以悬空烤熟的。与好友在城市里以
烤红薯果腹，有一种别样的滋味，饥
肠辘辘的感觉烟消云散。在少年时
代，人是容易伤感的，烤红薯裹着友
谊的真挚，温暖了许多日子。以后，
烤红薯又氤氲了我的爱情和亲情，
与爱人和女儿吃着烤红薯，就有了
家的气息和幸福的感觉。

烤红薯是城市里残留的乡土气
息。看到它，就仿佛看到了久违的乡
村和淳朴的情感。

陈小瓜

秋收了稻，塅上就空寂了。
田野里散发出稻谷收割后的气

息。
塅上只剩下堆成垛的干稻草，

如城堡般耸立在田野里。
花翎雄鸡带着它的妻妾们，在

干涸的田里啄食着孑遗在稻田里的
谷物。倘若能啄到一只蚰蜒或蚱蜢，
长着漂亮羽冠的雄鸡就会放下翅
膀，碎碎地轻踏着鸡步起舞。它会将
食物放在地上，“咯咯”地歌唱。

曲折的田埂上，有野菊在风中
摇曳。细长的丝茅草，长出白色的花
絮，风来一吹，花絮便如蒲公英一般
随风飘走，传播它们的种子。

农人牵着牛，出来放牧。
黄牛或水牛，都跟在农人身后。

牛脖颈下的铃铛，“叮当”作响，余韵
悠长。

牛站在田埂上，“呲呲”地啃食
田埂边的矮草，还一边甩动着多毛
的尾巴，驱赶着飞舞的蚊蝇。牛们安
详地吃草。没了春夏劳作的艰辛，它
们寂静地享受着这快乐的时光。带
露的野草，牛们十分喜爱，它们大口
的啃食着。长着一撮羽冠的八哥，收
翅落于牛们身上，用爪抓住牛背，在
稀疏的牛毛丛中，用尖尖的黄喙啄
食那些隐于其中的牛虱。这样一些
鸟儿，在牛背上来来回回的跳跃。牛
们怡然地安享着这样的服务，甚至
可以任八哥跃落到它们的角上。

干涸的田野，是狗们撒欢的地
方。它们或在田野里嗅着野花，或者
相互追逐着，寻求属于它们自己的
快乐。

塅上的溪流，曲折前行。
秋日的河中，水清冽得可以看

见游鱼。
虾栖草与蓼片草随着水流飘

动，一如水拂着水草，又如水草恋着
这清碧的水。

岸边的细小的石子和沙滩上，
都会有水鸟。

它们舒展着翅膀，伸长细细的
脖颈，在水中寻找着可食的螺蚌或
小鱼儿。水中的游禽们，倘若遇到惊
吓，则会“啧啧”一声惊起，掠过水
面，在远远的地方落下，或钻入水
中，或探头观望。

溪岸的蓼子花，红艳如火，点缀
着岸，也装扮了溪流。

各家屋前的禾场上，都在晒着
一年的收获。

秋收了田埂上种的黄豆，就用
晒簟在禾场里晒着。阳光煦暖地照
着连梗的黄豆，豆荚“噼剥”作响，豆
子从荚里炸出来，滚落到晒簟上。等
到太阳下山的时候，农妇就会持小
棍来，轻轻地在黄豆梗上敲击。小竹
棍击打着豆梗，软软地弹起来。炸开
了却没自然落下的黄豆，就会在棍
子的击打下，落于晒簟上。

屋前屋后的南瓜，到秋天就黄
了。硕大的南瓜，圆圆鼓鼓的。收了的
南瓜，就放到堂屋里摆好。倘若家有
馋嘴的村童，妇人便会将南瓜切了，
挖出里面的籽来，在筛子里晒干，然
后炒熟了做村童的零食。南瓜会切成
圈状，用长长的竹篙挂了，在秋日的
阳光里晒着。晒干的南瓜，失去了水
分，会柔软得糯味十足。倘若家中来
客，就将南瓜干合着糯米浆蒸了，放
上点白糖，就是最可口的蜜饯。

冯祉艾

书里提到，苏东坡曾任职吴中。先生本来就
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古装吃货”，对于世间美味
也算是遍尝，对那边的河豚更是钟爱有加，先生
曾为僧人慧崇的一幅画题诗《春江晓景》：竹外
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蒌蒿满地芦芽
短，正是河豚欲上时。他还留下“冒死吃河豚”的
言语。自从听到这一言语，我对河豚的味美也开
始向往。好在有幸品尝到了。

河豚是我国沿海一带的特产，但不仅限于
某一地方。在江南的扬子江，滚滚江河水，内藏
着包罗万象的物事——嬉笑羞涩的鱼儿、交错
复杂的水草等等。那里就有着一大片的河豚驻
扎，那是扬子江的精华。

一年前，我曾在扬子江畔住过小段日子。每
日醒来也能见到清晨，与最近的白昼不明是不
同的。我虽然是南方人，但对于苏南这个地界不
太熟悉。所以留意的也就多了些。譬如，江南女
子体态优美，称得上美凤之仪，声线细腻，娇声
细语，更添柔情。再譬如，除开冬天，江南其他季
节还是很好过的，令不少其他地方的南方人也
心驰神往。再譬如，江南烟雨蒙蒙间，凭栏而望，
杨柳依依，有镂空花窗、青砖白璧，加之亭台楼
阁，江上轻舸，好一幅雅致飘逸的朦胧水墨。潇
潇洒洒间，思绪横飞。

我是向往这里的，景色着实打动了我。只是
那次品尝河豚的机遇，让我印象更为深刻。

河豚肉味鲜嫩，是深入人心的，现如今也称
得上是古今中外美食之盛的代表了。我居住扬
子江时，有位好友约我在扬子江畔的一家餐厅
用餐。23层的高楼上，往下能一览半片扬子江。
内里是餐厅的包厢，伴着常亮的白炽灯光，映着
外面霓灯、月色、江畔流光，也有着几分暖黄。

盖子掀开，香气蔓延扑鼻迂回、雾气萦绕。
初见河豚，与我想象中的不尽相同，只是那实物
要小了一些，没有图片上鼓着的气，也没有带刺
的皮。但金黄遍布，汤汁浓厚，肉质鲜嫩，看似便
爽滑、味美。同时，还来了一位厨师和一位笑意

盈盈的女子，厨师从口袋里拿出一本执照，证明
他是有证上岗。女子替我们舀出一份汤后，厨师
一饮而尽。

起先还以为是给我们舀的，原来是给我们试
毒。我倒有些不好意思了。接着，好友一边解释河
豚的来历，一边教我最适当的吃法。人类最早食用
河豚的记载是在先秦的《山海经》里面，而让河豚
广为流传的自然是东坡先生，继而又有李时珍在

《本草纲目》里记载：今人煮河豚、团鱼，皆用橄榄，
乃知橄榄能治一切鱼鳖之毒也。一般来说，厨师做
河豚以前，都是切除汗腺和肝脏等有毒的地方，再
把皮和肉给分开，开始用文火慢煎，熬出鲜美汤汁
这样的做法。做成的河豚，看上去就让人垂涎三
尺。但一切都不能不讲究方法，按照当地的吃法配
上适时的景色、适时的音乐，则别有一番风味在心
头。河豚的皮放在肉的上面，嫩黄中透着乳白，但
并不是脂肪。吃的时候，这皮一定要一口整吞，方
能滋补养胃，否则就会被河豚表面的刺划伤嗓子。
皮吃下去以后，肉却要细细品尝了，那是古代文人
食客冒死都要尝上一口的美食，甚至无法言说那
味道，细细的品，人生百态，唯有欢快。

说罢了，桌上又陆续上了许多江畔的特色
美食——蟹黄汤包、锅盖面、水晶肴肉、茅山老
鹅、百花酒焖肉、东乡羊肉，真是满足了肠胃！若
是味道依旧不够，就加些特别的配料，镇江陈醋
这独特口味一定足够。接着，用河豚汤汁拌饭，
真个天境难求！

临离开的那一天清晨，我决定再次把扬子
江转上一遍。扬子江畔的景色，说不清、道不明，
望其长度，一望无尽头。见其宽度，虽说有限，也
令人生难以跨越之感。俯视时，没有溪水那样的
清澈见底，也不若静湖般深碧一色、清明如玉。
只在意境中思索得白昼天空蔚蓝、夜半群星璀
璨。说美，是朝阳崭露头角，暗而不暗、明而不
明。乔木叶子碧落，芦苇片儿幽若，几滴轻降的
露水溅起江中一道微微纹路。

后来啊，每想念一次河豚，我对这景的印象
就减上三分。说出去可能没人相信。那天，江水
中，河豚唤我常来往。

奶奶的
槐花树

漆开渊
小时候
奶奶带着我
栽下了一棵槐花树
奶奶说
乖孙子
等你长大了
到外面去出息了
回家见不到奶奶
你就看看这棵树
就不想奶奶了
当时我莫名地忧伤
岁月像风雨一样
成长
不知不觉过了
多少日子
奶奶在我的生活中
早已不见
而种下的那棵
槐花树
高大伟岸
郁郁葱葱
让我满怀敬畏
可是我却没有做到
奶奶希望的那样
走出大山而有出息
依然怀揣梦想
徘徊原地
等待和盼望……
想奶奶时
到槐花树前
忽然发现我多么地
像奶奶栽树时的模样
我好似奶奶栽下的
一棵树
在红尘之中
满身是悲伤的
叶子

姜贻伟

如果不是那三棵古老的酸枣树和那一大片
酸枣林，我不会写这篇文章，也就不知道酸枣有
南北之分，更不晓得南酸枣和北酸枣根本就不
是同一个种。

谁与北酸枣同种呢？红枣。它们虽同为鼠李
科枣属植物，但北酸枣体矮果小，肉薄味酸，与
红枣大相径庭，顶多只能算是红枣的变种吧。然
而，北酸枣的生命力极其顽强。在北方那贫瘠干
旱的土地上，漫山遍野都是这种硬刺遍身的灌
木，人们就给它取了个雅号——“棘”。棘就是
刺。《山海经》上说：“北狱之山，多枳棘刚木。”可
见一“棘”一“枳”，虽然都不是奇木异株，但无论
古今，它们都是北方绿化的先锋。而南酸枣呢，
则与红枣绝缘，在植物学里属漆树科，乔木。其
树形挺拔，最高可达 20 余米，果黄且大，皮也
厚，核也大。核尖有五眼，被商家誉为“五福临
门”，替代菩提子做成佛珠手串，热销于世。其肉
若果冻，故又被人谑称为鼻涕果。

北酸枣和南酸枣，除了那可堪一比的酸味，
还有两个相同的药用特性，一个是开胃消滞，一
个是养心安神，被西方人称为“东方睡果”。这
样，我就有点纳闷了，既然都叫酸枣，又有共同
的特性，渊源上总得沾亲带故吧，就如橘子，过
了淮河还改了名成了枳，味道更是一个甜，一个
苦，但毕竟还是同宗同族啊，可它俩却不是。烦
躁不？

说来有些意思，好像安排好似的。那三棵古
老的酸枣树和那一大片酸枣林，一个在大学，一
个在中学。

那个大学叫湘南学院，是郴州的最高学府，
它的前身是郴州师专、医专、教育学院和师范学
校。改为本科大学后，现代化的主校区建在了城
东的一座大山下，颇为壮观。据说在省内大学
中，无论建筑和环境，湘南学院都堪可一比。还
有一点给人印象深刻，那就是这个学院部分专
业的录取分数线，每一年都比一本差不了多少
分。本地人以前安慰即将高考的孩子：“实在考
不了一本，那就读湘南学院吧。”

这三棵老酸枣树深藏于新建的办公楼群
内，两雄一雌，年龄在 260 岁到 400 岁之间。整
个建筑，就是为了保护它们来设计的。于是，在
三栋楼房间，三棵大树继续着过去的王者姿态，
让人望之俨然。它们庞大的身躯，黑黢黢的仿如
圆形碉堡，赫然耸立。春夏冠若绿云，山风吹来，
轻盈飘逸，宛如一群仙子在碉堡上翩翩起舞。只
有到秋凉黄叶纷纷飘坠时，雄树才露出坚硬如

戟的枝干，雌树则缀满了金黄色的果实，却仍然
是年轻的帅哥美女，充满力量和生机。绝不像那
些苍老的柳树，佝偻着满是疤节的身躯，一副老
态龙钟的样子。新办公楼没建时，它们被野藤和
茅草包围，很少有人涉足。现在此地绿草如茵，
每天下班后，这里自然成了学子学习和休憩的
去处。初来乍到的学子，看到这么大的古树，往
往吃惊不已，心想自己虽然也算个高材生，但比
起它们来，还差得远呢。于是就把它当做一个象
征，一个目标，暗暗地在为自己加油鼓劲。

可惜的是，雌树在前不久的一场大雨中倒
了。于一片唏嘘声中，人们却能感受到它那英雄
般的决绝和超脱！

那一大片酸枣林，则云集在宜章七中的校
园里。这是个有149年历史的老学堂，与粤北接
壤，旧称城东书院。现在的七中，虽是一所现代
园林化学校，但历史的遗迹犹存。环境也甚好，
背倚九子岭，前瞰渔溪河，著名的赤石特大桥走
几步就能看到。但不知为什么，我偏偏就喜欢上
了那片南酸枣林。其实，这片林子称不上老，
1958年栽的，才六十出头，树干不是特别粗壮，
数量也就在两百多棵左右。据说，这成片的南酸
枣林，在全省只有三处，校园唯一。

秋冬徜徉在这一片酸枣林下，有一种奇异
的感觉从我心底升起，仿佛时光倒流，50年前求
学时的情景似在眼前恍惚。这里，林地干湿适度
而少杂草，掉落的酸枣俯身可拾。阳光从摇晃的
枝梢间漏下来，光影斑驳。林子里弥漫着一股酸
甜的香气。只要是空闲时间，天气又好，无论清
晨、傍晚抑或午休，林子里的石凳上、空地上，到
处可见学生们读书的身影。有时，树上熟透了的
酸枣掉下来，“卟卟”几声正好砸在他们的身上
或书本上。有的被激灵一下后，若有所思地望望
高耸的树梢，仍旧埋下头看书；有的则免不了津
津有味地吃上几个；有的捡上一堆，准备带回宿
舍泡水喝，用来治疗失眠症。老师呢，晚上忙完
后，就喜欢在夏天的晚上来此纳凉。闭着眼，满
耳都是微风摩挲树叶的声音，那也是酸枣树在
成长的声音。不知有不有师生计算过，这一年它
们长了多少, 几年前它们又是多高？哪几棵又长
得最快？

据说，当年植这片酸枣林，是因为这树适应
性强，成活率高，而且成长快。它的根、皮、果仁
皆可入药，果肉虽酸，但营养价值极高。这让我
又想起了北酸枣，那么恶劣的环境，它都要生存
下来。与红枣相比，它虽然变了形走了样，依然
是可用之材。条件好如南酸枣者，似乎没有理由
成不了栋梁。树犹如此，学子更当发奋！

为了区别，才有北酸枣、南酸枣之谓。其实
它们都叫酸枣。

徐助全

路遥要是还活着，今年的11月
应该是年满70岁了。

这位从陕西山沟里走出来的中
国当代大作家，生命虽然永远定格
在 42 岁，但他把毕生的精力，满腔
热血都倾注于文字里，深深影响了
一代人。

路遥的巨著《平凡的世界》，我
看过书也看过电视剧，无论是阅书
观剧都会热泪盈眶。

为了缅怀心目中的英雄，不久
前，我专程去了一趟陕西革命老区，
瞻仰了路遥的铜像，也让我更理解
了他。这是一位有着民族情怀的作
家，一个与时代和人民休戚与共的
作家。

《平凡的世界》以上世纪 70 年
代中期到 80 年代中期十年间为背
景，通过复杂的矛盾纠葛，以孙少安
和孙少平两兄弟为中心，刻画了当
时社会各阶层众多普通人的形象。
劳动与爱情、挫折与追求、痛苦与欢
乐、日常生活与巨大社会冲突纷繁
地交织在一起，深刻地展示了普通
人在大时代历史进程中所走过的艰
难曲折的道路。1991年3月，《平凡
的世界》获中国第三届茅盾文学奖。

了解路遥或者与他打过交道的
人都知道，这位西北汉子，刚毅耿
直，为人质朴，而读过他作品的人可
以从中感受路遥，他是一个什么样
的作家，文学何为，何为作家？他始

终以深厚的故乡情结和生命的沉重
感去感受生活，将人民和当下火热
的生活作为创作的精神源泉，强烈
地反映人民弥足珍贵的内心意识，
谱写出时代的本质和走向。

我敬仰路大哥，他的《平凡的世
界》之书，静静地摆在我的案头，厚
重而绚烂。而我与路遥，更有一段面
对面的交集。

上世纪80年代中期，我在广西
边防某部从事新闻工作，有幸在军
区政治部苑花园招待所结识了路遥
老师，当时，他的中篇小说《人生》获
第二届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并加
入中国作协不久。路遥喜欢吃饺子。
记得那天夜晚，他与我和师政治部
新闻干事邱利民一起，在南宁一家
饺子店，有马蹄饺子，韭菜饺子等，
每人大约吃了四五十个，我们边吃
边聊，谈创作，谈人生，聆听路遥对
文学创作的看法。那时他只有三十
五六岁，我称他：“路作家”，他说不
好，听起来别扭，就叫“路大哥”吧，
听起来自然，舒服。

路遥出生于陕西榆林市清涧
县一个偏远贫困的农民家庭，家
里一贫如洗，饱尝了生活的苦涩。
他 的 写 作 素 材 基 本 来 自 农 村 生
活，并始终认定自己是一个“农民
血统的儿子”。据他说，小时候没
有穿过一件像样的衣服。但这也
磨砺了他坚韧的意志。于是，他把
对人民的挚爱化为创作的激情，
融化在血液里。他的写作理念与
时代同步、与社会发展相呼应，把
现实生活和心灵世界里的真善美
呈现给读者。

磨难如碾，坚守理想，顽强进
取，为梦想而奋斗。生活不能等、要、
靠，生活和事业要自己去奋斗和拼
搏。《平凡的世界》中的精神内核具
有强大的生命力和感召力，尤其在
当今农村的脱贫攻坚战和年青一代
中，有着很强的现实观照意义。有了
这种精神，我们才能打赢脱贫攻坚
战，奋力全面奔小康，更好地发出中
国声音。

“人活着很苦很累，也很无奈，
只有在无比沉重的劳动中，去耕耘，
无懈地奋进，人生才能够活得更为
充实。”每次咀嚼着路遥的这番话，
都令人脚步轻快，灵台清明。

汉汉诗新韵

南酸枣
北酸枣

你
好
，路
遥
大
哥

乡村秋色 忆食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