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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城镇女性的乡村情怀
——阿曼散文集《青苔细语》读后

□ 石 城

开卷随感开卷随感

□ 诗音

文化记忆文化记忆

寻常日子寻常日子

□ 章允芳

我们家是一个人口颇多的大家庭，四
代同堂，有九口人同桌共餐。所以，买菜就
成了一项“重要任务”。交给谁呢？当然是
我了。我是最合适不过的啦。

首先，我有的是时间。退休后，有一段
时间，我不但要买菜，还要洗菜，煮菜，当家
庭炊事员。现在有专职的烹调人员，我只
是买买菜，减了很大负担，已是很轻松了。
但是，我是从“计划经济”时代过来的人，总
是“算了吃”，显得有点小气，难得买高档次
食品。买东西还要“三比”：比质量，比价
格，比态度。对比之后，才选择卖家。这
样，虽然多花点时间，每天或能减少三五元
支出亦未可知。

再说，我也很乐意。上街买菜，既可以
观察人情世态，体验生活，也是一种精神享
受。一次上街路中发现离家不远处的巷口
有老夫妻设摊卖菜，决定回程在此买蔬菜，
免得远路手持。在市场买完海鲜和半斤牛
肉后，回到巷口菜摊，看到新鲜的“上海
青”，问：“一斤多少钱？”“三元。”其夫答。
心想，价格公道，跟市场一样。就说“买一
斤。”其夫正秤，其妻说：“一斤三块五！”我
笑问：“刚刚说的三元钱怎么又变成三块五
了？”她答：“他不懂得进价。进价三元，所
以要卖三块五！”暗想，这样做生意会赶走
顾客的，但我还是买了一斤。后来我发现
市场旁边有家菜摊似有“批零经营”，零售
价格比一般摊位低一点。品种也多。所以

后来蔬菜多在这里买。有一次，我买了四
样菜计 19元，付给他 100元票。他找给我
一张 50元二张 20元和一元硬币。我一算
不对：多找了十元，就退还给他，他很开心
地笑笑。此后来买东西不用问价，他都会
很公道地计算，买卖也变得很愉快。长期
的市场观察，我还发现巷子里有一处猪肉
摊位，两个年近花甲的夫妻服务态度特别
好，而且价格公道。肉要绞碎，她会洗净
后，一遍又一遍地反复为你绞碾，直到你满
意。买五花肉要切片，她就利索她帮你切，
所以这摊猪肉很快就会销完。

虽然我也知道“萝卜青菜各有所爱”，人
多共膳会“众口难调”。但是，我是一个“不
完美主义者”，认为生活中不可能尽如人意，
只要我尽心了，大多数被认可就可以了。同
时，我还主张“粗菜淡饭”，菜配以蔬为主，买
菜要“杂”，兼顾各人喜好，烹饪要“多变”，每
天至少要购买三四种菜蔬，包括绿叶菜、豆
类、菇类、瓠瓜类、海带等，每餐要有二种蔬
菜，一味海鲜，一味肉类，一碗汤，当然，量也
要够多。孩子们喜欢糖醋排骨，或青瓜；年
轻人喜欢鱼类，或炒牛肉；老年人喜欢炖鸡
蛋、煎豆腐，我会适时购买。炊事员也经常
更换煮法，比如我买回海蛎，她有时炒鸡蛋，
有时煎蛎饼，有时煮蛎丸汤；鲜鱼或煎，或
炖，或醋溜，或做鱼片汤；排骨或做糖醋，或
焖煮，或高压海带汤，等等。短时间内尽量
少重复，让大家不觉厌腻。

这么长时间，我也感到“有事做”，大家
反映是“还可以”，我就很快乐了。

买 菜

□ 何钊

老 家 竹 林 的 笋

虽说“冬至大如年”，但小山镇柘荣过
冬节，也就是吃丸子和油饺。印象里是冷
色调的素静，绿与白的清淡，没有其他节日
那样红火热闹的色泽和氛围。小山镇位于
闽东偏北，是个年年下雪的地方，冬至虽还
未下雪，但已是寒气森森，进出屋子都会带
起一股寒风。而吃过冬至丸，就是小寒、大
寒和数九，一年中最寒冷的日子就来了。
能切肤感到的就是气温骤降，强大的冷空
气和寒潮接踵而至，地上滴水成冰，水缸里
的水结了一层冰壳，洗脸毛巾冻得硬邦邦
的，上学起床也变得艰难。

小时候住大宅古厝，冬至前一两天，宅
院里家家轮着把糯米放在门厅前的青石臼
里捣“丸粉”，用小竹匾、绢布筛细细筛。后
来读到“家家捣米做汤圆，知是明朝冬至
天”，想想，真是那情景。到了店铺有糯米
粉卖时，就很少看到有人自己舂粉了。冬
至前一天晚上，全家要围在一起搓丸子，包
油饺，祈福添运庆团圆，但我有记忆时起好
像就已经不大重视这些了。冬至这一天，
街市上也没什么特异，家里人也还是该忙
啥忙啥。大多是母亲一个人在厨房里，寒
嗖嗖地揉一团柚子大的糯米粉团，然后做
成丸子或油饺。丸子分有馅没馅，煮熟舀
到碗里都可以再撒上白砂糖或桂花糖。油
饺像饺子，糯米粉的外皮，细腻油润白如羊
脂，比饺子好看，但吃起来易黏腻。油饺都
有馅，甜馅，是白砂糖加葱头油拌芝麻碎花
生米；咸馅，是干萝卜丝或笋丝葱头油炒肉
丁，讲究的再加些香菇之类。这些馅料做
得好不好，实在也要看当时手边的食材、家

境和心情。
冬节早晨，要先煮两碗菩萨丸子供天

地和灶神，然后全家团坐一起吃丸子，同时
不忘拿几个圆圆丸子“粘门楣”敬门神。如
果这时家里有孕妇，还可用丸子占卜生男
或生女。先向神灵默通孕妇的年龄生辰，
然后火烤丸子，膨胀不裂则生男，膨胀破裂
则生女。吃丸子必须成双成对入口，以求
吉利。吃到最后只剩两粒，已婚的人将会
万事如意。剩下一颗，单身未婚者将会凡
事顺利。这些都是母亲说的，母亲还说起
了我阿婆说的一个笑话：有个媳妇问正要
出门的婆婆汤圆要怎么做，婆婆说，汤圆都
不会做，还做人？婆婆回家后，看到媳妇竟
然真做了一个个小人儿。婆婆说，你还真
做人了，耳朵哪去了？媳妇回答：耳朵都贴
到鼎壁上去了。阿婆的故事有民间的诙谐
和喜乐。

我小时候不喜欢吃粘腻的东西。每年
这个节日，我顶多吃一个油饺。肚子没饱，
胸腹已经腻恼，好像被粘糯甜腻的油饺糊
闷懵了。有一年，大家吃丸子，我象征性地
吃两个，然后征得父母同意，径直上街去吃
了一碗扁肉，那种酸辣爽爽，实在是酣畅淋
漓，通体舒坦。其实，江浙一带冬至也是有
吃扁肉的。老北京有“冬至馄饨夏至面”的
说法。馄饨即扁食，扁肉。同一食物，南北
叫法不同，传说也不同。柘荣位于闽浙交
界，与吴越相邻，而先祖又多是河南移民，
南北食俗皆有遗韵留响。那时柘荣的扁肉
还是很有名的。店家灶上的铁锅里整日咕
噜咕噜熬着猪头骨汤，扁肉从滚水里捞出，
浇上骨头汤，瓷碗里便飘起一朵朵如意云，
皮薄透明，肉馅精致，泼上蒜头醋、红辣椒、

葱头油，撒些碎碎绿葱花，那鲜美鲜香啊，
至今回味。有了这一碗扁肉，冬至节因此
温暖明亮了许多。

现在回忆起来，冬至节其实还是有一
种清丽的色彩美。蒸油饺要垫一片柚子
叶，芭蕉叶或箬竹叶，防粘锅，也增香。油
饺上的芭蕉叶总让我想到芭蕉花，有点像
美人蕉花，一朵朵橙红火苗，照亮了我少年
时那个有高高芭蕉花丛的早晨。那时听小
伙伴说芭蕉花蕊里有花蜜，露水一样，一滴
凉丝丝的甜，我曾摘来试过，但始终没吮吸
到花蜜。在霞浦这些年，见当地人用山姜
叶垫油饺。霞浦人油饺叫米饺，山姜叶叫
瑰叶，一些人家的天井旁，还有房前屋后，
山路边都能见到。山姜属多年生常绿草
本。茎直立，丛生，叶互生，长椭圆形或宽
披针形，大小形状如箬竹叶，叶质如芭蕉，
有奇异而浓郁的芳香。我一提野山姜，母
亲立即明白。母亲说，柘荣乡下有山姜叶，
但城里没见人用山姜叶垫油饺。绿叶衬着
油饺细腻的雪白，还是很美很香的。糯米

味甘、性温，能补养人体正气，冬至丸御寒
滋补又润肺，现在我倒是时常会念想。小
时候不喜欢吃的许多食物，现在肯吃了，甚
至喜欢吃了。人生岁月能改变许多东西，
包括食物和喜好。

冬至日也是柘荣人酿酒的最佳时
机。民间认为冬至日前，水温太暖，酿酒
易酸，冬至日后，水性又寒，不易发酵。唯
独冬至日，水味最佳，酒味醇厚回甘，劲道
足。我家不常酿酒，但每年这时必用糯米
做酒酿。灶膛里松木柴爿旺旺燃着，暖暖
的糯米香阵阵扑鼻，就是母亲在蒸糯米做
酒酿了。母亲做的酒酿，米粒清爽，汁液
清澈粘稠，香甜醇美微带酒味。酒酿加党
参枸杞红枣龙眼炖鸡，是我们家的冬补佳
肴。一大盆的酒酿佳肴，一家人团团围坐
热食，以驱逐一年的疲劳和寒气。剩余的
以后几天还可以随时挖几勺凉吃。我更
喜欢凉吃，酒味淡了，薄荷似的薄凉中甜
美更清澈了。

（题图摄影 徐龙近）

每到春天，八十多岁老母亲就开始惦
记老家角林村竹林里的那一窝笋。“可怎
么办才好？”她撑着助行器，在客厅里愁眉
苦脸地挪来挪去，看到每一个人都这么嘟
囔着抱怨。

我们就笑眯眯地逗她：“放心吧，会都
挖回来给你剥的。”

于是她就开心地笑起来，重新开始叙
述那个故事，仿佛她还是那个当年刚出嫁

的姑娘，竹林也还是那副活力四射、每天
都能长出一堆堆黑乎乎的像牛屎般的笋，
吓了她一大跳的样子。

那片竹林离我们一百多公里，是连母
亲也未曾谋面过的爷爷种下的，除了驱
车，还要走好长的山路。尽管现在只要走
几步，随时就能在家门口的市场很廉价地
买到剥不完的笋，但一到春天，在母亲殷
切眼神的注视下，我们还是利用周末，有
时候甚至请了年休假，大张旗鼓地开好几
部车，花上能买好几十车笋的油钱和过路

费，去肩挑手提几袋子回来。
每次出发去挖笋前，我就开始对挖回

来的笋进行预分工：比如安排笋头炖筒骨
海带，笋尖可以白焯，笋丝炒肉片，嫩笋炒
鲜姜……新鲜的笋，滋味当然甜美。如何
个美法？我喜欢的古人李渔就在他的《闲
情偶寄》里说过：“脍不如肉，肉不如蔬”，
而笋更被他排在了蔬中第一，甚至还建议
连焯笋的汤也要当做宝贝贮存起来，用以
和面，调味。看他这么摇头晃脑地对笋啧
啧称叹，我曾经按照他的方法，让妻子把
焯笋的汤留下和面，煮的面吃得差点把舌
头也吞下了，果然是“古人诚不我欺”嘛！
不过自己揉面实在太麻烦，虽然好吃，还
是只吃一次算了。

在缺衣少食的年代里，竹林对养活我
们家八个兄弟姐妹，该是尽了努力的。直
到现在，我还是经常会垂涎那些用笋做成
的各式各样的美味：挂着白霜的笋咸，黄
橙橙的笋干，黑乎乎的笋膜……这些都是
与鲜笋的味道截然不同的。笋咸还好，姐
姐们基本掌握了制作诀窍，虽然有时候能
吃出烧焦味，有时候可以当盐巴，好歹还
可以品出点味道回来。笋干的制作，困难

就大多了，毕竟鲜笋做成笋干极不划算，
挖得满手都是水泡不说，单从陡峭的山岭
磕磕碰碰、踉踉跄跄好不容易才挑回来的
一担，做成笋干就只剩一小袋子，好吃虽
然有了，但是成就感显然没有。所以还是
去老家市场上买吧，吃的时候就当作是雇
人挖笋做成的好了。

至于笋膜，虽然可口，但是吃的时候不
多，炒肉丝下酒当然是好菜，不过现在下酒
菜太多，经常被忘记。我喜欢用笋膜做肉
包，做了几回，把自己吃胖了好几十斤，所
以也不爱做了。去挖笋回来，我们通常会
留一小袋带壳的笋让母亲大展身手，她满
脸是笑地用不大灵活的手指头剥笋，剥出
的一些白壳，据她说就是笋膜。最终我们
认为不可口，但也只能怪罪于煮的火候不
够，嚼完吐出渣了事。因此，我私下以为，
要吃笋膜，还是去买比较保险，嫩，脆，比起
母亲舍不得扔的笋壳，口感完全两样。

冬天一到，春天又不远了，竹林里的
冬笋们可能在地底下开始准备来年冒尖
了吧。

母亲肯定又想着能和我们一起回去
挖笋了。

故 乡 的 冬 至 节故 乡 的 冬 至 节

“小板凳”走村入户宣讲十九大精神（柘荣剪纸）孔春霞 作

在这里，使用
城镇这个词与其他
一切无关，专指文
化。

一 个 时 期 以
来，城乡人口持续
流动，造成的结果
是：一边，都市人
口 膨 胀 ， 财 富 集
中，经济繁荣；另
一边，广大的乡村
人走村亡，产业凋
蔽。而介于都市和
乡村之间位置尴尬的城镇，一种新的文化心
理逐渐凸显，但被长期忽略。那就是：城镇
人内心深处特有的矛盾与纠结。一方面，身
体对现代物质条件的高度依赖已经不可逆
转，以致进一步向往更加奢华的都市生活；
另一方面，潜意识又对曾经哺育过自己并正
在走向衰亡的乡村怀有难以割舍的眷恋。阿
曼的散文集 《青苔细语》 所表现的，大体上
就是后者。

阿曼上世纪七十年代出生在县城。但和其
他同样出生在县城的同龄人不同，阿曼童年时
代曾经有过一段乡村生活的经历。或许正是这
一段真实的体验，日后成全了她那一腔普泛化
的乡村情怀。即：当她回到县城，并经过刻苦
读书谋得公职，最后安了家，在这一过程中随
着时空距离的拉大，当初那点对一个具体乡村
的特定性记忆，慢慢泛化成了对广大乡村的概
括的印象和模糊的情趣。于是，审美就从这时
开始了。

“沿着村东的溪流走到水尾，可见一片开阔
的良田。收割过的稻田露出胡茬儿一样齐整的
稻秆，而未割下的那些，依旧沉甸甸地弯着
腰。打谷机旁是手脚忙碌的老农，还有几个帮
忙干活的孩子，不停地走来走去。村庄就在不
远处，站在田埂上，可以看到层层往上的房
屋，马头墙上翘翘的飞檐伸向澄明的天空，几
棵老柿树上，柿子初红，叶未尽。单单这样，
就已是一幅天成的古村秋收图了。更不用说，
不久之后，秋霜会覆盖马头墙上的黑瓦，柿树
上的叶子会全掉光，枝头上那些柿子也会更加
红艳……”（《待到秋风满村庄》）

类似这样的段落，在 《青苔细语》 一书
中随处可见。很明显，这样的描写，作者是
注入了深情的。这种深情，诚然不同于亲历
亲为的活体验，而是一种站在局外人角度的
观照与想象，是一种泛抒情。从中体现了作
者对传统乡村的审美上的向往、或说是时隔
久远后的一种日渐模糊的缅怀。向往也好缅
怀也罢，于作者，说到底是根植于曾经的真
实体验。至于说有人认为，当今审美上对乡
村的重新发现才刚刚开始，并将渐成潮流，
对不对那都是另外一回事。

在阿曼这里，这种乡村情怀并非只是空
泛的抒情，还带着深入的思考和焦虑。从

《至坚的法度》一文看，阿曼在对北村张氏家
族史上一度兴盛的读书出仕风气做了一番概
述之后，有感于某一位张氏先祖的远见和意
志，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她这样写道：“若不
是心怀如此大志，若无聪明睿智，若非意志
如钢，又怎么会有如此辉煌的想法和做法？
所以说，张家先祖在造就家族文化地位的过
程中，也有一个至坚的法度，那就是始终坚
持的抱负、远见和决心。”再看《白玉溪畔有
人家》 一文的结尾，阿曼写到她看见当地小
学有几个孩子正在跟着老师学拼音，“稚嫩的
声音，直接暖到人的心田。”身为人民教师的
她，对此自然是感触深深。她由此想到了广
大乡村不同程度的没落，拆点并校后许多乡
村小学的教室变得空空荡荡，其中有一个名
叫硋窑的小乡村，几年之间，曾经的小学校
园，不仅失去了读书声，还失去了屋顶和门
楣，只剩下一片空地、荒草和残墙。这些，
都令她深感揪心。文章最后她表达了这样的
疑问：“那么，在美丽的白玉溪畔，眼前这座
旗帜飘扬的校园，来年还会不会依然存在？
教室里的孩子们，明年我再来时，还能不能
听到你们琅琅的书声？”

《青苔细语》这本书，一共收录了作者十
年间所写的三十八篇散文，通览全书，从表
面上看，似乎内容颇为广泛，实际上，有着
内在一致的逻辑，那就是以乡村生活为共同
底色，以激情抒发为共同特点。当然，有时
也不乏思考。其中第二辑“古村情丝”是全
书重头戏，十七篇文章，从不同角度对县内
十多个传统古村的自然风物、民俗文化、历
史发展状况及现实处境，做了尽可能全面的
抒写与揭示，字里行间透着一种复杂情绪：
一方面，对乡村作为栖身之所的安详和宁静
颇为赞美，另一方面，又为其繁华不再乃致
即将衰亡而深感痛惜。这其实就是一代城镇
人所共有的乡村情怀。

但问题也就在这。作为一个作家，有什
么情怀是一回事，怎么表现又是一回事。乡
村情怀最终不免落实于乡村文化，用散文来
表现就面临这样一个问题，即作为文学的私
密性与作为文化的公共性之间如何找到最佳
结合点，从而不致偏废？包括在多大程度上
加入个人激情，文本才不致过度坚涩或浮
乏；用什么线索贯穿全文才能使各部分间不
觉松散；以及怎样才能切中肯綮，让全文更
加通透？等等。总之，既要立足于文化，又
不能失去文学本色。这些问题值得许多人去
思考，阿曼自然也不能例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