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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今年的初冬时节，虽然重庆没有
北风劲吹，但寒意还是一天天加重。有
朋友自北方来，面对重庆的湿冷天气，
居然嘀咕感觉比北方还冷。这可能就
是重庆湿冷与北方干冷的区别，朋友一
时难以适应。天冷便渴望暖和，重庆人
首先想到的是吃火锅，而北方人多半会
想到吃羊肉。于是，为朋友着想，便提
议出门寻找吃羊肉的地方。

在重庆城，虽然火锅遍地开花，但
羊杂汤锅之类的身影并不鲜见，大街小
巷冷不丁就会碰上那么一家。不只是
店家招牌引人注目，最关键的是羊肉特
有的香气与火锅的香气迥异，让人不由
自主地会深吸一口气，渴望能吸进肺
腑，让其在体内长时间回荡。

笔者自小在川北长大，虽然毗邻北
方而居，但高耸绵延的秦岭硬是把自己
弄成典型的南方人，与各种羊类没有任
何交集，更是同羊肉没有瓜葛。这么说
吧，小时候自己不仅没吃过羊肉，连真
正的羊都没见过，只是在电影、书本上
见过羊的影子。曾问过大人，我们这里
为什么见不着羊，为什么不吃羊肉，得
到的回答是，各地有各地的不同，我们
这里没有养羊的传统，也没有吃羊肉的
习俗。于是，心里便挂念着要是能吃一
回羊肉，尝尝是种什么滋味该多好啊。

十八岁时应征入伍，终于翻过秦岭
进入北方，走进位于陕西境内的军营。
在这里，总算见到了活生生的羊，还闻

到羊肉飘出来的那种特别的气味，那种
自己从未接触过的气味。循味而去，想
尝试声名远播的陕西羊肉泡馍。说实
话，第一次尝试是失败的，自己难以适
应那种味道，也就难以下咽。望着别人
吃得津津有味，身上还热气腾腾，自己
既羡慕又沮丧。有人安慰我，你没必要
沮丧，多吃几次就习惯了，还会爱上这
一口。

事实证明，多尝试几次后，自己真
就习惯了那种味道，还喜欢上了。不
过，比起吃羊肉泡馍，自己更青睐羊杂
汤泡饭。原因很简单，羊杂汤泡饭更经
济实惠，而且同样香气扑鼻。由于身在
军营，不可能随便进出，出门是要请假
的，而且一个月也就那么两次，每次也
就短短几个小时，出门就像过年。

每次走出军营，急匆匆赶到附近的
街上，除了办一些必要的事情，自己最
喜欢做的事就是毫不犹豫地走进一家
羊杂汤店，神气活现地叫老板来一碗羊
杂汤，再来一碗白米饭。似乎只是眨眼
功夫，一碗热气腾腾的羊杂汤便端到面
前，可以说是香味扑鼻，诱人食欲，只闻
闻那香气便让人口舌生津。

其实，作为食客我们只看到店家像
变魔法似的，眨眼就能献上一碗羊杂
汤，而背后却是店家熬更守夜的付出。
据说，店家要在头天下午熬好汤，将所
有羊头、羊蹄、羊心、羊肺、羊肠以及羊
血等羊杂在底汤中浸泡一夜，第二天再
次加热卖给客人。笔者观察过，每次有
客人叫羊杂汤，店家便抄起长勺把盆子
里的肚丝、肺片等捞起来，在滚开的汤
底里烫上几遍，入碗后加上葱花、香菜、
味精、胡椒，再浇上一勺热汤底，一碗羊
杂汤就此登台亮相。

每次返回军营，战友们都会说：看
来你又在外面吃羊杂汤泡饭了，打个饱
嗝飘出的都是羊杂汤的香味啊！可以

说，羊杂汤泡饭成了自己的青春记忆，
成了自己的军营记忆，成了自己挥之不
去的北方记忆。后来退伍回到南方，并
在重庆安了家，羊杂汤泡饭的香味不仅
没有消散，反而深入骨髓，隔上一段时
间自己总要在外面吃上一碗羊杂汤泡
饭。

事实上，离我家不远就有一家羊杂
汤馆，自己顺理成章成了那里的常客。
每次进店，看到那一口热气腾腾的大
锅，自己心头会不由自主地滋生出温暖
与亲切。锅里面煮着羊杂和白萝卜，不
仅翻滚的羊肠、羊肺、羊肚碎片格外诱
人，那浓稠的汤汁更是让人直咽口水，
恨不得直接埋头将嘴伸进锅里。但性
急吃不得热豆腐，还得等店家面带微笑
双手奉上。

羊杂汤分为清汤和红汤，选择什
么汤全由食客喜好而定，店家照章办
理就是。做好的羊杂汤，在碗中色泽
鲜亮，吃到口中，肥而不腻，鲜美的汤、
料令人胃口大开。尤其是秋冬时节，
吃上一碗又烫又辣的羊杂汤，会让你
头上淌汗，周身温暖。笔者每次进店，
坐下后便目不转睛地盯着店家端来一
碗羊杂汤和一碗白米饭，再加一小碟
泡白菜，就着羊杂汤和泡白菜，一碗白
米饭三两下就被自己扫进肚子里，抬
眼一看，羊杂汤碗也已空空荡荡。那
一刻，我能感觉到自己浑身燥热，身上
的寒气早已没了踪影。那一刻，我很
想大声宣告：吃一碗羊杂汤泡饭，绝对
是低调的享受。

此刻，自己正领着朋友在街上寻
觅。其实，我很想直接带友人去自己常
去的那家羊杂汤馆，让他尝尝重庆羊杂
汤泡饭的味道。我已经想好了，不管我
们最终走进哪家店，自己最后肯定是要
吃一碗羊杂汤泡饭的。

（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

做好的羊杂汤，在碗中色泽鲜亮，吃到口中，肥而不腻，鲜美的汤、料令人胃口大
开。尤其是秋冬时节，吃上一碗又烫又辣的羊杂汤，会让你头上淌汗，周身温暖。

一碗羊杂汤泡饭 何君林

生/ 活/ 随/ 笔

因为他经常对着石头发呆，所以村
里人都叫他小石头。

后来有了牛，他对着石头发呆的次
数渐渐变少了，转而对着牛说话了。但
是村民们已经习惯叫他小石头，也就懒
得改了。

小石头家在山水村，村子在山腰
上，山间有许多的小溪流。小石头年龄
还小，扛得动锄头，却挖不动土，所以从
他七岁开始，家里的牛就交给了他，至
今已经两年了。小石头家有两头牛，大
牛叫丁白，因为它头顶有一撮白毛，其
它都是淡黄色的，小石头便这样叫它；
小牛是大牛丁白一个月前生下的女儿，
当时小石头就在旁边亲眼看着它出生，
这对小石头来说是很新奇并值得高兴
的事情，于是他便给小牛起名叫初生。

“初生，初生，我是小石头，这是妈妈。”
他指着丁白说，“我也有妈妈，不过她不
在家，奶奶说是和爸爸一起在外打工挣
钱供我读书呢。可是我想他们了。”小
石头的眼睛闪着光。

周末了，可以不用去上学。天刚蒙
蒙亮，小石头便起了床，不过好像还没
睡醒，走路踉踉跄跄的，出门打了一盆
冷水，双手掬着一捧水，一把扑在脸上，
猛地一激灵，凉丝丝的感觉浸入皮肤
里，精神好了许多。等瞌睡醒得差不多
了，小石头便去牛棚牵牛。牛棚里，初
生依偎在母亲丁白的身旁，显得很是依

恋。丁白看见小主人来了，知道可以去
吃饭了，就迫不及待地站了起来。脖子
上的牛铃发出一阵欢快的叮当声，就像
在附和着丁白似的。小石头解开绳子，
牵着丁白走出了院子，丁白的蹄子踏在
石板路上，发出的“哒哒”声竟也是如此
地欢快。

村里人都知道小石头有一种“特
异功能”——他能和牛说话。村里的
人经常看见他对着牛说话，有次王大
爷看见了，没忍住好奇，便问他：“小石
头，你一个人在那儿嘀咕啥呢？”小石
头说：“我在和牛说话呢。”“牛听得懂
吗？”王大爷问。“不知道，应该能听懂
吧。”小石头带着不确定的语气说。“哈
哈，那你在跟它说啥呢？”突然小石头
就不说话了，并且脸红得低下了头，王
大爷也不再逗他。后来，张大娘、刘大
叔也看见了，也问了差不多的问题，很
多人都看见了，都问了……久而久之，
村里的人就都知道了，也就没人再问
了。可是没人知道，小石头对着牛说
了什么。

丁白在山坡上低头吃草，小石头又
在对着它说话了。不过就是不知道他
说了什么，或许只有丁白知道，可也不
知丁白有没有认真在听。许是见丁白
没有搭理自己，也可能是小石头自己觉
着累了，便不再说，然后就去找初生
了。而初生呢，刚在丁白那儿吃饱喝足

了，正舒舒服服地躺在地上晒着初升的
暖阳呢。小石头蹲在初生旁边，观察着
这个与自己朝夕相处的小家伙。初生
察觉小主人靠近，转过头来，用它那双
大大的眼睛盯着小石头，而小石头恰巧
也对上了初生的眼睛。初生有一双很
漂亮的大眼睛，亮晶晶的，像两汪水，干
净，透明，在初生眼睛里小石头看见了
自己的倒影……就这样大眼瞪小眼僵
持了一会儿，最终还是小石头先坚持不
住了，收回了目光。在那一瞬间，小石
头好像看见了初生眼底带着的笑意
……

日上三竿，小石头找了一块青草
茂盛的地方，把丁白拴在一棵小树
上。这样丁白也不会饿着，初生睡在
草地上也舒服一些，小石头这样想着，
便回家去了。

傍晚，小石头再去的时候，看见丁
白和初生相互依偎着躺在草地上，丁白
还时不时伸出舌头舔初生，而初生则露
出一副极为享受的表情。看见小主人，
初生的眼睛里带着笑意，小石头看着，
突然觉得好像那就是幸福……

走在回家的路上，小石头对丁白说
着话，“丁白，书上说‘读万卷书，不如行
万里路’。意思呢，就是说读书人总得
出去走走看看才行。我想，有一天我也
会走出这片大山的吧，听说山外边很好
玩，听说那边有很多好吃的，听说，爸爸
妈妈也在那儿。喏，就是那儿，你看见
了没？”小石头指着天边的夕阳，眼睛里
闪着光。

小石头在前面走着，后面是大牛丁
白，丁白后面跟着小牛初生。夕阳将一
人二牛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只听得
牛铃和牛蹄声在风中回荡……

（作者就读于重庆工商大学中文系）

幸福其实很简单，一次喜悦、一缕阳光、
一次鼓励……只要我们用心去生活，用情去
感悟，在平凡的生活中也能捡拾幸福！

捡拾幸福
杜明洁

记忆是时间的一道裂缝，在时光悄悄地
推移中，我们往往遗失了太多美好，每当我们
深深地想起却又不经意忘记，你是否会留意
是否会捡拾你遗留的幸福。

幸福其实很简单。幸福在春天的柳堤岸
边，微风轻拂，春燕含泥，繁花纵放；幸福在夏
天的凉井里，溪边的石头缝隙里，院子的黄葛
树下；幸福在秋天的果园里，满目金秋，花果
飘香；幸福在冬天第一场雪的惊喜里，在冬日
暖阳的温情里。幸福是一年四季发现生活之
美的单纯的喜悦……

幸福是清晨的一缕阳光。从昨日的疲惫
里醒来，阳光斜洒在窗前，桅子花开，满屋淡
香；窗外露台花架下小黄瓜正挂着花骨朵，
蜂蝶飞舞。感谢大自然，让我为今天而幸
福，我从清晨的阳光中捡拾到了大自然馈赠
的幸福。

幸福是平日里一次鼓励。高三生活繁忙
而枯燥，一张张的试卷、一道道的试题，一堆
堆的参考资料，一次次的限时测试，当生理、
心理都达到极限的时候，老师的一次关怀、
同学的一次同为剧中人的微笑、父母的低声
叮嘱、每一次挑战自我后的一点小小的进步
都是一种鼓励。我在鼓励中捡拾到了学习
的幸福。

幸福是生活里的一些小小的细节。每日
下晚自习，妈妈会在校门口的冷风里等着我，
用温柔的双手握住我的手，一把将我拥进怀
里，在妈妈的温暖的怀里我捡拾到了幸福；进
了家门，老爸早已端来一碗热腾腾的汤，上面
还飘着我爱吃的香菜叶，在老爸熬制的浓汤
里我捡拾到了幸福；夜晚，妈妈会悄悄来到我
的床前，轻轻地掖好我的被角，幸福藏在夜晚
的被角里。我在美好的日常生活里捡拾到了
幸福。

幸福其实很简单，一次喜悦、一缕阳光、
一次鼓励……只要我们用心去生活，用情去
感悟，在平凡的生活中也能捡拾幸福！

（作者系西南大学附属中学高2019级
10班学生）

我喜欢枣子
挂在枣树上

江娃

我喜欢枣子挂在枣树上
一颗颗
像饱满而圆润的诗句
每个句子都有核
坚硬如铁
任由黄昏的光前来，将它
和我的面庞
照得如同黄水晶，如同此刻
圆满的时辰
正适合一个人，经过时
惊喜地张望，却有一颗心
甘愿以漫长的成熟
报答这些枝丫
将风雨雷鸣凝入果肉和汁液
浸润无数沉默的祈愿
相遇一双眼睛
在圆形的果实里，幸福地交换
沉醉的喜悦
（作者单位：重庆化医控股集团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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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石头在前面走着，后面是大牛丁白，丁白后面跟着
小牛初生。夕阳将一人二牛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只听
得牛铃和牛蹄声在风中回荡……

山水放牛郎 孙见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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