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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生活 下来慢
重庆市渝中区文化产业发展专项资金资助项目

“胡萝卜抿抿甜，看到看到要过年。”
小时候，看到街上卖胡萝卜了，念着这句
童谣，就走进了腊月，过年的气氛就越来
越浓了。

过年吃团年饭，我们渝东北一带习惯
称“团年”，不一定非得在除夕这天，腊月
二十几至除夕之间，选个空闲点的日子都
行。我在渝东北的姑姑家长大，童年的团
年饭都在姑姑家吃的。那里是一个和县
城一样大的工矿古镇，熬制的卤盐在宋代
就闻名八方。

几天前，姑姑和姑爷就开始准备。平
时做饭是姑姑的活，团年饭丰盛而隆重，
改由家里的户主姑爷操刀，姑姑打下手。
准备团年饭这几天，杀鸡宰鸭剖鱼，切剁
拌料装碗，忙得不可开交。一日三餐凑合
着吃，满案板的鸡、鸭、鱼、肉都是生的，或
是一些半成品，吃不着，干瞪眼。

镇上早有了电灯照明，只是电力缺
乏。姑爷把平时15瓦的灯泡换成100瓦
大灯泡，满屋子亮堂堂的。

到吃团年饭的时候，桌上早已堆满大
盘小碗，可我只能站在旁边吞口水，要让

“老辈子”们先吃，其实老辈子们不可能享
受这个“口福”了，他们早已作古。

桌上摆着八只酒杯，姑爷逐个斟满
酒，边斟边念：“老辈子们快回来团年，请
喝杯酒吧！”稍过一会儿，姑爷把每只杯里
的酒倒一点在地上，表示老辈子们“喝”
了，这样要进行三次。然后再舀上八碗饭
念道：“老辈子们吃饭了！”过一会儿，再把
饭撒一些在地上，重复三遍，老辈子们才

“酒足饭饱”。
每次姑爷都神情专注、虔诚，每一个

动作、步骤和整个过程我早已熟悉。有一
年学了《锄禾》的课文后，我问：“把酒和饭
倒在地上，不浪费吗？”姑爷听了，立刻停
下正进行的“仪程”，“啪”给了我一个耳
光，还瞪着眼骂道：“胡扯！”从没见过一贯
宠爱我的姑爷这么凶狠，摸摸脸，忍着痛，
再也不敢乱开口了。

“老辈子们下席了！”姑爷宣布繁冗的
“仪式”结束，撤走老辈子们的碗筷，“吃、
喝”剩下的酒饭要倒回锅、瓶里。

这时轮到我们入席，团年
才算真正开始。团年规矩多，
最忌讳打碎碗和把筷子掉在
地上。姑姑姑爷忙了几天，桌
上摆满盘碗钵，哪还有搁碗筷
的地方。我只能紧紧端着碗

抓住筷，生怕掉在地上，给喜庆的气氛添
“岔子”。

小学毕业那年团年时，我去舀饭，腾
出拿筷子的右手握饭勺，左手又端碗又
夹筷，一不小心突然掉了一支在地上，当
时吓坏了。幸好姑爷没看见，赶紧捡起
来藏在裤腰里，另换了一支。但我心里
一直忐忑不安，这顿团年饭吃得一点不
快活。吃完团年饭，我跑到屋后远远的

山坡上，烧了这支筷子，并在心里一个劲
儿祈求老天爷，不要惩罚我，也不要惩罚
姑姑家。

团年刚开始的时候，“不速之客”也
是不好的兆头。姑姑担心不请自来的外
人突然登门，把大门关得紧紧的，外面看
起来安安静静，屋里却一片闹热。如果
这时遇到哪家的大门紧闭，来人也知道
是怎么回事，便会知趣地转身离开。姑
姑也咋呼我，这段日子千万不要随便去
邻居家串门。

团年饭吃到尾声的时候，又希望有客
人到来，是“添人”——人丁兴旺的象征，
姑姑家的门会大敞而开。来的客人一定
要留住，请上桌，喝一杯酒吃一箸菜，哪怕
是动动筷子也行，千万不能让他什么也不
吃不喝地溜走了。

每次面对满桌好吃的，我不知先拈哪
样，惟独毫不犹豫的是那盘香肠，几乎成
了我的独食。趁大人们一边相互劝酒夹
菜，一边摆龙门阵的时候，我悄悄用包面
条的粗壳纸，包了香肠放在衣服口袋里。
粗壳纸用麦杆浆造的，糙而厚，正好包油
浸浸的香肠。出去玩耍时，我从粗壳纸里
拿出一片片香肠，一点点地咀嚼，比桌上
吃时的味道香得多。

还在腊月里，姑姑灌了香肠在寒风中
风干，我就“偷”了一节，跑去很远的河沟
里用干树枝烧着吃，姑姑才看不见烧树枝
的烟子。烧烤香肠的味真香，但我不敢多

“偷”一节，怕姑姑发现了。上世纪六七十
年代出生的细娃儿，恐怕都有过这种“偷
烤香肠吃”的经历。

姑姑家后面山坡上，住着一位孤老
头，眼睛一只睁一只闭，极像木匠吊线时
的样子，外号“吊墨线”。每次团年的时
候，姑姑都要端一海碗肥坨坨肉给他，他
没有牙，平时少油水，肥坨坨肉是他的最
爱。那只咖啡色的海碗，姑姑家用了许多
年，平时姑姑家打“牙祭”，她都盛满这只
海碗，端进隔壁邻舍的家门。当年老家有
这种风俗，自家吃点好东西，都要给左邻
右舍端一碗，跟着“沾光”。

现在团年，姑爷不再请“老辈
子”们了，我也吃不到姑姑和姑爷做
的团年饭了——他们也成了“老辈
子”，但每次团年，我都给他们准备
一套碗筷，请他们“回来”和我一起
过年。

（作者系自由职业者）

我的家乡便是“天下第一庄”的石家
庄了。然而，作为一个“庄里人”，每每有
人问起家乡里的美食，我却每每“欲辨已
忘言”，很难脱口而出，随意吟出一个如雷
贯耳、声名大噪的吃食。

在“庄里”可以极便利地吃到北京的
烤鸭、重庆的火锅、山东的吊炉烧饼、天津
的煎饼果子……且都算得上道地。所以
我曾笑言，石家庄的特色美食便是“没有
特色”，因其丰富而包容，举足便可尝八方
美味。

一地的特色美食，除了口味丰美而
外，最佳是要能熔铸着此地人的脾气秉
性。譬如一提起重庆火锅就能想起一汪
热辣翻滚的红油，想起性格直率、脾气火
爆的重庆人。按这个标准来选的话，缸炉
烧饼、金凤扒鸡等等这些遍布机场、火车
站礼品店的特色美食似乎都不大够“特
色”。真正符合此一标准，算得上能表现
石家庄人脾气秉性的特色吃食恐怕就唯
有“熬白菜”了罢。

所谓“熬白菜”，也称为“杂和菜”，最
好的吃食季节是在冬季。以往，北方的冬
季缺乏绿叶菜，入冬以后家家户户除了一
早储备的大白菜之外，并没有别的太多选
择。于是，在石家庄，尤其是石家庄的农

村，“熬白菜”便成了餐桌上的主角。其做
法简单之至，食材无外乎大白菜、猪肉（以
自家养了一年的大白猪为佳）、豆腐（以炸
豆腐或豆腐泡为最佳）、粉条、海带诸如此
般，而大白菜、猪肉、豆腐则不可或缺。

无论谁家的“熬白菜”，如果没有大白
菜、猪肉、豆腐定然不够格，而至于其他食
材则凭各家口味任意添加了。将这杂七
杂八放入铁锅之内，置于连炕土灶之上，
杂而烩之。具体做法各家与各家不同，其
难乃难在火候。“熬白菜”起码要半个钟
头，而新鲜的第一锅并不出奇。北方人的
饮食普遍简单粗放，冬季寒冷，易于保存，
下顿饭剩菜便接着用，继续往里面续白
菜、续豆腐、续新的食材。

以前肉食匮乏，人们往往在锅里挑
肉吃，而到我这一代，肉食已然普遍，反
而要在里面挑素菜，肉偏偏剩下了。
于是这“乏人问津”的猪肉就在锅里熬
了一遍又一遍、一遭又一遭，肥肉熬成
了油脂，裹在“初进宫”的肥大白菜之
上，豆腐干、豆腐泡吸饱了油腻腻的汤
汁，连熬出了肥油之后的猪肉也变得可
爱起来。直至此时，一锅“熬白菜”才算
大功告成。

这样的吃食，定然入不了大雅之堂，

大饭店里固然也有，因了卫生问题，绝不
会这样操作，每次都用新鲜食材，个中风
味便出不来，估量也没有哪个大厨舍得
花半日时间铁锅慢炖这样一份毫无卖相
的廉价吃食。其实就算家庭宴客，正统
的“熬白菜”也入不得席，这是独属于一
家人的吃食，一家人不讲究卖相，更不讲
究吃相。小时候去同学家串门，见他们
一家人围着锅灶聚拢食之，连盘子都省
了，更不用摆桌子、收桌子，便利至极。

吃“熬白菜”，佐餐的一定要用自家麦
子蒸出来的大白馒头，沾上浓稠的汤汁吃
得更过瘾。喝的也一定是用自家棒子面
熬的“瞎粥”，转着碗边，喝得吸溜吸溜的、
吧嗒出声音。北风呼啸，推开温暖的家
门，捅开火，坐上锅，卸下外面一层又一层
的围巾、大袄，守着锅灶，吃上这样一顿

“熬白菜”，能让人瞬间从透心凉的寒冷中
缓过神来。

“熬白菜”像足了石家庄人的性格，
虽然来自天南海北，有早有晚、有远有
近，但经过时间与精力的熬煮，已然不分
彼此，浸透了一股子相似的气质，“杂
糅”、内敛、冲淡平和、不外露、不张扬而
又滋味浓厚。

朋友，你身边有河北人么，有石家庄
人么，哪天他若请你吃饭，大可以试试不
去下馆子，只问他一句，“你家里的熬白菜
还有不，咱就吃那个！”他定然热泪盈眶，

引你为知己，与你喝上个
半斤八两。

（作者单位：西南师范
大学出版社）

隆冬腊八，乌云低沉，北风呼啸，一行
文友登上万寿山黑梁嘴。一片一片的芭茅
草，给山丘穿上黄灿灿的盛装，爬上山顶，
芭茅草整齐划一地鞠躬问候。芭茅草的热
情，驱赶不走刺骨的寒意，一行人赶快戴上
羽绒帽、皮手套。没穿羽绒服的文友，也竖
起高领，怂起脑袋，尽量不让寒风钻进背心
和胸口。

走近吊脚楼古院落，系在树桩上的小
黄狗，“汪汪”地告诉主人有客人来了。主
人走出院外招呼，小黄狗也跟着摇尾示
好。跨进古朝门，看不见正屋当年的雄姿，
替代它的是一楼一底土木结构房，房主早
已外出谋求生计。屋檐下，树叶吊在蜘蛛
网上打秋千，还有铁将军把守着大门。从
朝门沧桑的门槛，精雕细琢的柱础，以及残
存的厢房、石板地坝，还能想象出当年地主
庄园的气派。

七八户农人的黑梁嘴院落，看到有两
户老人在家居住，青壮劳力都外出多年，有
的还在城里购买了房子，把老人小孩都接
进城里去生活。昔日热热闹闹的院落，现
今只有破败的老屋，孤独地挺立在山坳里
守望着荒草。

散落在门前的火盆、小木椅、小板
凳，挂在墙缝上的镰刀、挖锄、点锄、薅锄
和抓耙，静卧在石坝边的石磨、石水缸、
石柱墩，组成了土家山寨天然的农耕文
化博物馆。

院外那棵上千年的白果树，两人难以
合围的树干上，支撑起十多条面盆那么大
的枝丫，皱巴巴的树干已长起了绿茸茸的
牛毛毡；掉尽树叶的枝条，结巴上冒出了豆
米般大小的芽包，昭示着等到一场春雨，它
们就会长出嫩嫩的树叶儿。

白果树旁那座石碾盘，被金黄的白果
叶儿遮盖得只能看出一些轮廓。一个石
磙还立在旁边，静静地与它为伴，另一个
石磙不知跑到哪里去了？踏进白果树叶
儿覆盖的地面，松软的树叶儿下感觉有硬
硬的东西，扒开树叶儿，下面是密密麻麻
的白果仁。

土墙残垣门洞里，突然走出一个七八
十岁的老人，老人笑哈哈地说：“垮不了，它
和我一样，还要站着。”

走近残垣门洞，有一块完整的大石坝，
正面还有四五间房屋勉强能够住人，两侧
的土墙房屋全部垮掉，有的屋基长出了小
树，有的被老人当作了菜园。老人说，这小
院住着他们一大家人，年轻人都下山了，只
有他一人不愿离去。

老人固执地守着家园，因为这里有
他难以割舍的情愫，有陪伴他从小到大，
再从大到老的白果树，有他或者他的长
辈建立起来的家业，有他看着长大的金
丝楠木树，更有他长眠在大树旁的老伴，
还有……

黑梁嘴古院周围上百亩的水稻玉米
地，现在也和山丘一样，长满齐人高的芭茅
草，与两边绿油油的山林，形成鲜明反差。
放眼远望，层层叠叠的山峦最远处，是横卧
在长江南岸的方斗山。背靠黑梁嘴山，两
边是凸出的山梁，前面视野开阔，算得上是
一块风水宝地。

奔波疲惫了，城里生活过腻了，老来
悠闲了，走进隐藏在大山深处的黑梁嘴古
村落，泡上一杯原生态的本地老荫茶，走
过青石板地坝，坐在白果树下的石碾盘边
上，追忆儿时的光阴，眼里会闪耀出幽幽
的泪光……

（作者单位：石柱县农业委员会）

回首往事

当年老家有这种风俗，自家吃点好东
西，都要给左邻右舍端一碗，跟着“沾光”。

童年的
团年饭团年饭

故土

走进隐藏在大山深处的黑梁嘴古村
落，泡上一杯原生态的本地老荫茶，走过
青石板地坝，坐在白果树下的石碾盘边
上，追忆儿时的光阴，眼里会闪耀出幽幽
的泪光……

高山黑梁嘴

食为天

哪天他若请你吃饭，大可以试试不去下馆子，只问他一
句，“你家里的熬白菜还有不，咱就吃那个！”他定
然热泪盈眶，引你为知己，与你喝上个半斤八两。

家乡熬白菜 张昊

陈刚权

陶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