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乡土滋味□ 斯 沐

屏南县忠洋村历史悠久，景色秀丽，
人文荟萃，又因其交通便利，旧时来往商
客云集，村中小吃品种繁多，尤以粉干最
为出名。

在我十几岁时，便吃过忠洋炒粉干。
这缘于我的一个师范同学兰，她是忠洋
人，那时我们玩得很要好。一个暑假，我
去兰家玩了大半个月。兰奶奶做得一手
好菜，留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她会变着花样
做各种粉干，炒粉干、粉干煎蛋、青草粉干
汤等。

炒粉干是我最爱吃的。那时，我母亲
在家也经常炒粉干，但买的是大条粉干，
手感硬实，颜色偏白，炒之前要用沸水煮
再用清水浸泡，相当费时。忠洋粉干跟我
之前吃过的粉干有很大的区别，细条，偏
黄，抓在手上发出“窸窸窣窣”的声音，轻
轻一碰便断了。炒起来也不必做那些麻
烦的前序工作,稍稍用水冲洗下便可直接
下锅就炒。在忠洋的那些日子，每次兰奶
奶开始炒粉干，我便坐在灶前帮忙添柴烧
火，兰负责洗葱洗青菜。兰奶奶先从油罐
里小心地舀出一调羹白色猪油倒进锅里，
已经烧热的锅立刻“滋滋滋”地冒出油烟，
再撒下几根白色葱段，香气一下子蹿得满
屋都是。接着，倒进切好的肉丝、青菜、胡
萝卜丝儿，爆炒片刻后，把准备好的粉干
放进锅里一起翻炒。这时，兰奶奶会说，
火烧小点，要用小火慢慢炒，才不会烧焦
它，一边说着，一边不时用筷子把粉干弄
散弄碎炒均匀。翻炒了一会儿已软绵下
来的粉干，颜色变得金黄，与锅里胡萝卜
的红色、青菜的绿色搭配一起，既养眼又
让人很有食欲，我的口水都快流出来了，
巴不得立刻吃上一口。当看到兰奶奶往

锅里倒入加了老酒、盐、味精、酱油的调味
汁时，我知道粉干快炒好了。之后只需翻
炒片刻等调味汁收干，一碗色香味俱全的
忠洋炒粉干就可以上桌了。

粉干的香气不断往我鼻子里钻，我已
无心坐在灶前帮忙烧火。兰奶奶看出我
的心思，递给我一双筷子，让我先尝尝。
在美食面前，我早已忘记了自己是客人的
身份，夹起一大筷子粉干就吃，这粉干松
软爽口，易消化不油腻，还透着一股浓浓
的米香。“好吃，好吃”我边吃边不忘称赞，

兰奶奶也特别高兴。每次她炒的粉干，我
和兰都吃得光光的，一点不剩。

吃过忠洋粉干，嘴巴就变得挑剔起
来，就像我的一位朋友说的，她现在吃粉
干都要专门去买忠洋粉干。这话不假，忠
洋粉干之所以有这么大的魅力，在于制作
上有独特之处。

首先，原料的选择上很讲究，最好选
陈谷，也可选当年的新谷，但米质一定要
硬。兰叔叔一家做了一辈子粉干，他告诉
我，这粉干的质量好坏，关键在于米。旧

时，为了选好硬米，忠洋人特意去宁德买
六月稻谷出的米，米质硬，做出来的粉干
才不会粘成一团。

选好米后开始浸泡，一般浸泡 1 个小
时左右。接着把浸泡好的米进行磨浆、脱
水、打散米浆并用机器搅出拳头大小团状
后，后面的一道“蒸”的程序使得忠洋粉干
在众多的粉干中脱颖而出。蒸床用木头
制作，四四方方的，将已搅好的团状米浆
装进蒸床，蒸床一床叠起一床，叠得高高
的，整整齐齐的。这时，静下心来，烧起柴
火，掌握好火候，火太弱与太旺都不行，足
足蒸一个多小时。蒸好后，就可以用机器
把粉团制成细条粉干状。

到这里，制作粉干所有的程序还未完
成，得进行第二次“蒸”，把已定型的粉干
放进蒸笼再“蒸”1个多小时。可别小看了
这道蒸的程序，粉干蒸的好，以后炒粉干
的时候才会一条条分开，而未蒸好的粉
干，一炒便糊成一团。

把第二次蒸完后的粉干疏散成片，放
在大太阳底下晒干，是忠洋粉干的最后一
道程序。经过阳光的曝晒，粉干便又香又
酥，小心地把晒好的粉干装进专用袋子干
燥储存，心才算真正踏实下来。

忠洋粉干是忠洋人民辛勤劳动、经验
累积的饮食文化结晶。现忠洋村有专门
制作粉干的人，因粉干品质佳，销量畅销，
大都销往宁德、屏南县城等地，也有很多
人慕名前去购买。

我再次去忠洋吃炒粉干，就在前不
久，跟友人们坐在老屋，当一大碗忠洋炒
粉干摆在面前时，便想起十几岁时在兰家
吃的炒粉干。兰的奶奶多年前已离世，兰
在大城市工作生活，我跟她很久未见面
了。兰在微信中说，很想念家乡的炒粉
干。那有空回来吧，这次，我给你炒一碗
香喷喷的忠洋粉干。

（题图：忠洋古街 吴善田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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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海拾贝诗海拾贝

□ 钟明山

那年那月那年那月

（外二首）渔 井一 碗 姜 糖 水一 碗 姜 糖 水
□ 叶瑞红

光阴似箭，转眼四十多年过去了，我从
一个年轻的战士变成了年过花甲的老人。
每当我回忆起那段激动人心的军旅生活，
总难以忘怀行军途中的那一碗姜糖水。

1970 年 11 月 24 日，毛主席发布关于
“全军实行冬季野营拉练”的批示，号召全
军指战员走出营房，参加拉练，实现官兵团
结、军民团结。当年 12 月 19 日，我服役的
团从福建省连江县坂顶驻地出发，携带三
级装备，参加野营拉练。

历尽千辛万苦，一周后，部队来到周宁
县七步公社住宿。12 月 25 日，我部凌晨 4
点 10分煮饭，五点开膳，5点 50分整装列队
待命。连长韩水涨宣布命令：“今日实行长
途拔涉与夜行军训练，爬高山、过峡谷，行
程约170华里，大家有没有决心？”全连百多
号人齐声呐喊：“有！”6点正，全连随大部队
出发。高高的黄金坑岗，巍巍的周宁山脉，
直现眼帘，但行军路线就是攀越，无捷径可
走。我当时任六零炮班班长，领着本班战
友近前一看，天哪！前面的路简直像楼梯，
有的路段坡陡四十度左右，是古时候人工

开凿出来的，空手也很难上，何况我们人均
负重五六十斤。只有我的负担轻些，武器
就是两根标杆加一个零件袋。我常帮战友
扛炮或弹药箱，还带动全班大帮小，强帮
弱，跟随部队冒细雨小心往上爬，特别留心
脚底下打滑。我们互相扶持，一条足足四
公里长的陡坡，大约爬了一个多小时。还
好，全班没有一个掉队。直到全团顺利登
上山顶，部队才吹军号统一休息。吃点干
粮喝点水，约 10 分钟后，又起身行动，穿山
坳过山谷，那山谷幽深幽深的，实在吓人，
一不留神掉下去，可就麻烦了。幸亏全连
平安无事。

大部队一般走一个小时左右休息一
次，不记得休息几次了，天也渐渐暗下来，
很快便全黑了，伸手不见五指。路还是或
陡或平，或上或下，左右盘旋。老天不作
美，小雨夜以继日地下，刺骨的寒风也阵阵
袭来。夜行军按规定不能用手电筒，每人
只能在左臂上扎一条白毛巾互相联系，一
个紧跟一个，以免出差错。一次上坡时，我
一不留神脚踩到细沙石，往下一滑，肩上的

炮差点松手，幸有大个子刘先富在后面觉
察到了，立即伸手顶住了我的背包，随后我
整个人才定下身来，免除了意外，过后我还
心有余悸。

全团指战员一直顶风冒雨走了十来
个小时，没埋锅造饭，仅在休息时嚼些压
缩饼干。两斤装的水壶大都滴水不剩
了，特别是大部分同志肩膀磨破脚底打
泡，疲劳、痛苦、饥渴，猛烈地袭击我们。
同志们互相帮助，互相鼓励着，回顾老红
军爬雪山过草地，在万分困苦中与敌斗
的英雄壮举，硬是咬牙硬撑着，坚持着一
步步向前，向前！

午夜时分，快到李墩时，当地大队党支
部号召贫下中农欢迎我们来了，大家顿时
眼前一亮。只见他们手持火把，站在小道
边，护送我们安全通行。在一座三板木桥
头，一位七十多岁的老大爷冒着刺骨的寒
风，颤抖着双手，紧握火把为指战员照明，
生怕我们掉下桥去。确实感人肺腑。队伍
从李墩街行走时，街道两旁有很多群众手
持松明火把，将满街照得如同白昼。六十

来米的街两边店门口，长方形、方形、圆形
的桌子一字摆开，桌面上有五六个大瓷碗，
碗中盛有热腾腾的姜糖水，每桌旁另有两
个木桶，一个装清水洗碗用的，一个盛姜糖
水，随饮随添，对子弟兵特别关照。老乡们
边热情地端水给解放军战士喝，边嘘寒问
暖，场面十分感人，就像回到了自己的家。
我走进街道，刚巧有一位老奶奶端来一碗
姜糖水，用生硬的普通话向我问好，执意让
我喝下。我实在太渴了，也盛情难却，于是
停步，把武器放在身旁，双手接过大碗，咂
咂干裂的嘴唇，畅快地喝了个精光，然后向
老奶奶道谢。旁边的当地大队干部告诉
我：老人家姓陈，孙子去年参军了，看见你
们就像见到亲人。面对光荣军属，我心中
更加肃然起敬。

这碗饱含当地人民深情厚意的姜糖
水，喝进嘴里，甜在心中，暖在身上，驱散了
寒意，赶跑了疲劳和饥饿，给了我们无穷的
力量。当晚，我和战友们咬牙忍着痛，背负
重荷，奋勇前进。深夜两点半，强行军 176
华里，终于到达新驻地——八浦公社。

伯父的笑声是爽朗的，是发出内心
的，他走到哪里，笑声就留在哪里。他
的身板像桅杆般坚挺，往后梳的洋式大
包头，有时抹点蜡，油光可鉴。伯父很
在意自己的衣着，无论什么时候，什么
场合，从不含糊。我从记事起，伯父就
是这样的。

我听过伯母数落伯父时，总说的一
句话：百艺通，毛米舂。确实，伯父提
起啥活儿，还真有那么两下子。伯父是
轮机长，曾是造船厂的副厂长。过去的
交通以海路最便捷，船舶业长兴不衰。
可是伯父不想继承爷爷的造船技术，毅
然选择航海，在货轮上跑起运输。我时
常听人们说起伯父的时候，总是啧啧称
赞。船舶进出港口，靠离移泊，或在海
上航行时，有时主机出现故障，他从主
机的声音，就能凭双耳判断出主机的故
障在哪里。经他一鼓捣，主机很快就恢
复了作业。

村庄里的船只大多在腊月回港过
年，每当我们几个孩子缠着刚到家的伯
父时，左邻右舍的乡亲就会陆续来到伯
父家里，一般都是请伯父帮忙在正月里
掌厨几桌寿宴席。再就是，伯父胶米稜
是拿手活儿。春节前几天，通常都在帮
左邻右舍胶米稜。最忙的是除夕之夜，
吃完晚饭就马不停蹄地跑，回到自家基
本都是下半夜了。在那个食品匮乏的时
代，我们翘首以盼的美食，那就是米稜
和糌豆了。母亲备好了米稜脯，伯父把
搭配好的白糖和麦芽糖放在锅中熬制。
我们兴奋地围着四方桌上的簸箕，等待
伯父从锅中取出米稜，将其码在簸箕
上，用木块将其锤实压平。这时候，伯
父总会问我们：“厅堂的门关了吗？你们
有谁去过茅房吗？”“门关了，没去过。”

我们异口同声地应着。伯父曾经给我们
说起爷爷胶米稜的故事。爷爷当年在胶
米稜时，姐姐去了趟茅房，结果米稜就
散了。为此，爷爷可惜了几天。伯父说
这故事时的神情是庄严的。现在想起
来，我以为他是不可能相信这样的事，
但他宁愿信其有，我想在食品匮乏的时
期，伯父很怕由于自己的疏忽给主人造
成心里的阴影，还有就是生怕给自己带
来负面的评价，他可是大家心目中的

“百艺通”啊。我的伯父，他就是这样的
一个人。

我们家厅堂的两厢廊房，分别住着
伯父、父亲和两位叔叔。我家的厨房与
伯父家的厨房之间只隔着一扇月亮门。
有一天，在厅堂里，我看见伯母、母亲
和婶子她们围着两箩筐的黄瓜鱼，窃窃
说笑着。旁边的椅子上坐着一位客人，
伯父热情地招呼着。原来，前些日子，
伯父的船只回港修补，需一段时日，伯
父就去父亲的造船厂，看看有什么能帮
忙。在那里，伯父看见一艘即将下水的
木壳渔船，突发奇想，既然是捕鱼的渔
船，何不在船身上画上鱼的图案，不仅
美观，或许会有意想不到的惊喜。征得
船主人的同意，船主人也为这额外的赠
送格外高兴。经过几天的慢工细活，船
身上跃动着栩栩如生、活灵活现的群
鱼。船主人说：那天渔船驶出白马门，
到了官井洋海域，放眼望去，海面上突
然涌现出一群群黄瓜鱼，紧紧跟着渔
船，咕噜咕噜，那浩荡的声势，吸引了
许多往来的船只。今天，船主人特意给
伯父送来两箩筐的黄瓜鱼，表示感激。
望着船主人沉浸在丰收的喜悦中，真是
让人高兴呀。我记得伯父在家乡的教堂
里画过惟妙惟肖的画像，难怪能把鱼画

得那么逼真。伯父学的画属哪派别?我缠
着伯父问。“兴趣是老师。”伯父微笑着
说。据伯父说，航海不定时，船总是随
着货物辗转各个城市。上了岸有去城市
里，伯父都想方设法去寻找画院，向画
院老师请教学画的技巧。比如画马，如
何运用墨色勾勒头、颈、胸、腿等大转
折的部位，并以干笔扫出鬃尾等等，画
院的老师还送给伯父临摹的画册。伯父
甚至对墙报上各种画作都细心揣摩，有
时，为了节约宣纸，就在甲板上用笔蘸
着水画。“因为有了画画的兴趣，几十年
海上枯燥的生活才过得充实。”伯父意味
深长地说。

伯父给人的印象是精力充沛，一刻
也闲不住。其实，他的身体带有严重的
内伤。伯父的船只因为台风出事了，险
些葬身大海，在逃生中，被船上的油桶
砸伤了，能够平安回来，算捡回了一条
命。经过这么大的事故，身体落下病
根，可是他始终是乐呵呵。伯父有着较
重的口吃，且几十年机舱里的噪音，致
使晚年的他双耳接近失聪，偶尔遇见不
明理的人，往往别人出句连篇，他却回
不了几句，索性什么都不说。可一旦唱
起京剧，那是顺顺溜溜的。

晚年，伯父过着悠闲惬意的生活。
他喜欢画家乡的岛屿，一张张的挂满老
屋的板壁。就在我们着手筹备伯父的八
十大寿时，从无生病迹象的伯父突然走
了。人们诧异，早上还好好的出门，晚
上怎么说走就走了呢。伯父历来做事干
脆利落，从不拖泥带水，也许这样的走
法更能吻合他的性格。尽管我们悲痛欲
绝，可是伯父还是走了，走得彻底，走
得干脆。他没留下任何遗言，但那爽朗
的笑声却永远留在我们脑海里。

你是百年风雨的脚印
将岁月踏成青色
枕着记忆
石板路护佑着愿望
小心翼翼 向明天飞去

寻你问迹
在石头的怀里
注定无处躲藏
人间无闲日
听一曲老歌
醉在你的脚下

秋风谣

这时 秋的音符已溢满山野
所有的植物都在认真倾听
时光把越来越长的心事
写成了歌剧 在旷野里上演

月光亲吻露珠
将念想抚摸致痛
老树的枝头开始风起云涌
而摇响四野的是那些黄叶的掌声
叶片儿把指尖朝向天空
却把自己留在泥土里

黄昏的公园

恋人是公园孤独的花朵
夕阳在树影后
叩开了寂寞的门窗

垂钓的人收竿了
穿着花裙子的女儿悄悄打开了鱼桶
霎时 鱼儿飞腾入海的身姿
成就了我喜爱的图腾

渔井不是井
是一个半岛渔村的名字
也是我童年生活的地方
虽然离开了很久
心却一刻也没离去
那红褐色的礁石和码头
码头间偶尔流淌出来的“蓝眼泪”
一直都在我的心里
和童年的记忆一起珍藏

这个周末，我又回到那里
正值落日余晖，彩霞点点
那梦幻般的景致
仿佛又把我带回了童年
让我情不自禁地像浪花一样
飞奔雀跃，放浪形骸。那一刻
虚名和浮华都随海风飘散
任凭浪涛在耳旁喧响
持续着朦胧而优美的意境

不要问我为什么这般狂野
只因为回到了家乡
再大的年龄，再多的苦难
都会变成快乐的孩子

沙埕港

清光绪年间开埠
闻名世界的天然良港
最早开放的对台贸易口岸
带着儿时的记忆
我又一次前来与你叙旧——
不是因为你高耸的灯塔把我吸引
也并非你万顷的蔚蓝把我诱惑
只因为中国军队曾在这里
抗击过倭寇，每一粒砂石
至今还发出召唤的号角

做一位善良的人

现实沉重路途艰险，总以为
事不关己的，就别去好奇
目瞪口呆的，就假装糊涂
不然会在心头播下仇恨的种子

甚至还觉得，人生就得学会
低头弯腰，绕道行走
那才叫姿态轻盈那才是善良的自己
无论行走哪里，身心都无比干净

然而，独坐夜晚凝思
为什么眼里会常含泪滴？

（外二首）古巷青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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