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乍暖还寒，想加一件柔软舒服的毛衣
御寒。记得嫂子给我织的薄毛衣，正好适
合这初夏降温天气。取下，穿上，绒绒的，
好像还带着羊儿的温顺，带着嫂子的手温，
身子顿时暖和起来。

想起了年少时，故乡的冬天，水塘常常
结冰，黄泥土墙、青瓦房顶似乎抵御不了呼
呼北风和透骨寒气。故乡属浅丘平坝，多
平整的耕地，少林地杂木，缺柴火。不像大
山里的人家，满山的柴火给整个冬天都提
供了红红的火塘，一直到来春才熄了火
星。故乡地多林稀，只是每个村子周围密
植竹木，村前常会生长一棵巨大的黄葛树，
供夏日乘凉。落叶时，我们候在树下用竹
篱扒抢回去。烧饭烧水都是稻草、秸秆、落
叶，在冬天根本不能拥有火塘取暖的幸
福。于是，各家女人总是会买来低廉的线，
为家人编织毛线衣服、袜子、手套等。买不
起羊毛线，多是粗糙的混纺线。家境好点
的，买开司米线，女人用网兜兜着，每个家
门口坐半日，边织边说：“还是勒种线绒泛
（柔软），穿起热和。”手中拿着粗混纺编织
的女人就局促着，身子往前佝偻，把编织物
压缩进怀里遮掩。好像买不起绒泛的开司
米线，是家丑，外扬不得。不过，深冬时，这
些女人基本上都能够让家中老少穿上或硬
挺或柔软的毛衣毛裤，外面罩上青布蓝布
衣裤，艰难越冬。毛衣旧了，坏了，就拆下，
添一根新线，再织。一尺见长的粗细竹签，
被主妇们的手绕着线摩挲得光滑顺溜。苦
寒的家，也被千针万线编织出暖意。

心灵手巧的母亲，偏偏对编织毛衣缺
了感觉，怎么都织不好一件毛衣。所以她
也懒得去区分粗线细线，精打细算用布票
买布料，买棉花。比量大娃细崽的身子，用
粉块画好尺寸，下剪，穿针引线缝制冬衣。

母亲有一手缝制衣裤的好手
艺，做千层底布鞋更是她的绝
活。周围几个村子的老人都
喜欢买上几尺布料，请母亲帮
忙缝制。没有缝纫机，全手
工。她缝制的衣物针脚细密，
不褶不皱。无事时，我就傻坐
在母亲面前，看她做棉衣。她
做好里子、外套，填上膨松雪白的棉花，再
缝合，上领、上袖。最后一针，针尖在左手
拇指下一压，右手将细线在针上绕两圈，挽
结，剪断。将针别在衣袖上，提起一牵一
抖，成了！冬日农闲，地头活计不多，三两
天功夫，母亲就能完成一件杰作。不过，凭
票时代，不可能每个家人都能穿上一件暖
暖的棉衣。常常是比量着给老大缝制，老
大穿了老二穿。我排行老三，还有老妹，怎
么说都不愿穿哥哥们穿过的旧棉衣。父亲
疼我，以他忠厚的为人博得工友们的敬重，
有人分给他布票，说娃儿多，拿去吧。父亲
感激，就加倍地工作，帮工友守夜班。这些
布票让我有了穿花棉袄的机会，当然，老妹
儿只好穿我的旧衣了。不过，有巧手母亲，
她能将旧衣翻新，我们兄妹几人并不觉得
委屈。

夏天竹林里笋壳掉落的时候，母亲让
我们去捡宽大完整的笋壳，拿回来用稻草
擦去茸毛，一摞摞捆扎，悬挂在墙壁上。那
些年，我们地坝边上永远都有一丛茂盛的

苎麻。母亲在闲时割下麻
杆，去叶起皮，风干，搓成麻
线，挂在笋壳边。年关上，母
亲开始剪鞋样，熬浆糊粘布
壳，纳鞋底。往往这个时令，
母亲最忙碌。因为附近村落
中，能把千层底布鞋做得结
实好看耐穿的，母亲是公认

的第一人。母亲又居住娘家，村子大半姓
叶，都是母亲的本家，长辈平辈的喊她“幺
姐”，晚辈喊她“孃孃”“姑婆”。全村娃儿，
十有七八都穿过母亲一夜一夜熬、一针一
线纳的千层底。我家门外，时不时传来一
声“幺姐在屋没有？帮我打双鞋底噻。”

“孃孃，我妈说鞋尖破了，让你缝一下。”
“姑婆，姑婆，在不哦？我的鞋底打好

了，你帮我上鞋帮嘛。”
母亲总是笑眯眯地，低言细语答应一

声“拿来嘛。”身边的针线竹篓就满当当堆
起小山。

我们这儿的冬，阴冷得厉害。放了寒
假，成群的伙伴钻草垛藏猫、滚铁环、挤油
糟、跳草绳、踢鸡毛毽，各种玩耍。玩耍够
了，热腾腾的，背起背篼出门割猪草、牛
草。大人喊“换鞋”，赶紧脱下脚上柔和绵
实的布鞋，换上解放鞋、水胶鞋。即便如
此，乡间娃儿，野道粗放，脚劲大，没过多久
一双布鞋前面就豁开一洞，露出大母趾。
于是不会做鞋或针脚粗乱的女人们，把脏

了破了的鞋背到水库边洗净，晒干，送到母
亲这里。母亲戴着铜顶针，用碎布头垫起
鞋底，依然用结实的麻线一针针密密打底，
再换针线，补鞋帮，缝合。一双修补齐整的
布鞋，又可穿上几水了。当然，母亲细密的
针线，也缝合了故乡人偶尔的争吵，家长里
短的闲气。年迈的老人总说：“我们塆硬是
孝和哟，女人不吵嘴，男人不打架。”

后来母亲忙着侍弄地里庄稼，养猪养
鸡，供我们兄妹读书。农闲时，母亲还坐在
家门口，端出针线篮子，身边围着向她讨教
做鞋的女人。村里姑娘媳妇爱好起来，扯
上几尺细密柔软的布料，绣枕套、帐檐子、
鞋垫。那时我已上中学，喜爱画花鸟虫
鱼。她们就跑到我家，央求我给她们描样
儿。我用笔在她们雪白的绣布上认真描

“鱼戏莲叶间”“喜鹊闹梅”“富贵牡丹”……
尽管画面很通俗，她们也乐呵呵感激不尽。

岁月流逝，故乡在我们的长大、母亲们
的变老中日渐模糊。远离城市的故园，成
为游走于远方的儿女心中化不去的名词。
商场买回的毛衣编织得更精致美观合体，
没有人费时费神纳鞋底做布鞋了。但是，
故园母亲们千针万线编织缝制的仁慈温
厚，却演变成基因密码，随子孙们散入大小
城市，传递安暖。

（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

小城流行一句话：“有酒没菜，大伙不
怪；有菜没酒，不够朋友。”话虽这么说，朋
友串门，即使穷到“四个衣兜”一样重，花
生、烧腊、豆腐干什么的下酒菜，也得准备
一点。这样既不显得寒碜，也不亏待自己
的嘴巴，特别是不辜负与朋友觥筹交错的
美好时光。

人生过半，历经过天南海北的酒局，品
尝过无数玉盘珍馐，印象最深、最特别的还
是二十多年前下酒菜的那些事儿。

有一年秋天到湖北宜昌出差，从万州
上船开始，就见一中年汉子躲在角落自顾
自喝着壶装小酒，无暇江风渔火，无视三峡
美景。只见这位仁兄每抿一口酒，就会把
手上的一个宝贝疙瘩送到嘴里吮吸一下，
满脸溢荡着大快朵颐似的幸福，仿佛佐酒
的是龙肝凤胆、山珍海味、满汉全席。偷偷
打量，那“下酒菜”外形像冰糕、颜色似卤牛
肉，让我纳闷的是虽经一路啃噬却丝毫不
见变形或损耗。船到宜昌，旅客就要上岸，
只见这位仁兄仰头喝完最后一滴酒，然后
使劲吮吸一下手上的宝贝。接下来的一幕
完全出乎我的预料，他竟顺手将手中的“下
酒菜”抛了出去——就在这个宝贝疙瘩打
着水漂落入江水的那一瞬间，我猛然发现，
让这位仁兄顿顿食之如饴的“下酒菜”，竟
然是一块鹅卵石！

有一次到本地礼让镇去考察原材料，路
过一个小卖部时，看到一个六十多岁的老头
在喝酒。老人面前的小板凳上摆有两个碗，
既没得筷子，也没得瓜子花生胡豆什么的“干
货”。我问老人家怎么没得下酒菜？他用手
指了指——原来左边那一碗是白酒，而右边
那一碗是水缸里舀的山泉。时至今日，对我
来说，泉水下酒，仍然是闻所未闻！

庆哥是原来企业的副老总，诗词歌赋、
天文地理、经史文哲、博学多才，书法也甚
了得，加上能说会道，为人谦和，年轻人都
乐意与他一起把酒小聚。但这位仁兄酒风
独特，一个酒局下来筷子基本不动，酒却会
喝掉不少。大家都说，他嘴里的才子佳人、
风花雪月就是下酒菜，说白了就是拿龙门
阵下酒。不过，真正让庆哥在酒场上赫赫
有名的，是常人敢想而不敢为的另外一种

“下酒菜”——餐桌上常见的瓷汤勺。酒过
数旬，在大家的再三请求下，只见他念念有
词，猛吞一大口白酒，紧接着就把汤勺的把
子放入口中，“噗呲”“噗呲”就像嚼红烧猪

肉的脆骨一样，将汤勺嚼碎，然后用白酒送
服吞下肚子。若不是我亲眼所见，很多人
一定以为我是在说“聊斋”。有人说庆哥会
江湖神水——“九龙水”，几句咒语能化万
物，我当然不信。庆哥五十多岁患食道癌，
我去探望时，他很后悔当年喝酒时的“逞
雄”行为，反复提醒我要少喝酒多吃菜，多
陪家人吃饭。

上世纪九十年代，酒友们总喜欢找借
口到我们家聚会。一则父亲会一些蔑活、
木工活什么的，帮人忙后总会有邻里打酒
来答谢；二则我经常在各类报刊发表一些
小文章，他们认为我的“外水”收入不菲。
因此，只要帮我带回一张稿费单，或者在报
纸上看到了有我名字的“豆腐干”，都会成
为要我请客喝酒的理由。

“祝贺”的次数多了，喜欢入厨的我就发
明了两个下酒的特色菜：“酒仙豆”和“酒鬼
汤”。“酒仙豆”实际上就是盐豆子，把生黄豆
在沸水中滚一下，然后用红锅炒到九成熟，盛
在盘子里加盐、花椒粉、海椒面、味精，搅匀即
可。盐豆子的干香融合酒的温润，绝对能让
人能满足口腹之欲，而夹豆、咀嚼、啜酒、咂嘴
等带来的节奏感，只有酒仙才能自知。“酒鬼
汤”则是在泡菜坛子里捞一个陈酸萝卜，切成
细丝，加数倍水熬沸，起锅时加猪油、味精、葱
节或蒜苗等，食材简单、加工方便，还可解酒
养胃。就是这两样下酒的私房菜，与酒友度
过了无数美好的青葱岁月。在那个囊中羞
涩的年代，大家在一起畅谈人生，畅想未来，
天南海北、快活自在。

不过，人生中最美味的下酒菜，还是那
年雪夜里的一顿土火锅。我从窗明几净的
化验室转岗到灰尘弥漫的生产车间，人生开
始迷茫，工作也得过且过。在那个北风呼啸、
寒风凛冽的冬夜，车间停电，领导我们的组长
大人说他家刚刚杀了过年猪，喊大家去他屋

里烫火锅，我和走得最晚的几个年轻工友立
即响应。组长家住青垭口附近，要走二十多
分钟。一进屋，他就带领我们烧锅闹灶，从泡
菜坛子里摸出七姊妹酸海椒以及酸大蒜、酸
萝卜等，从还未腌制的年猪身上取来新鲜猪
肉一起爆炒，加入血旺子什么的，熬制了一大
锅。然后打着手电筒从屋后雪地里弄回青
菜、白菜、蒜苗等，我们几个围着火炉就开始
了这顿难忘的晚餐。当时流行一碗酒转圈
喝，酒过三巡，组长语重心长教导我们：“武侠
小说中的绝世英雄，都是被逼到绝路上才能
获得绝世武功，因而人这一辈子要忍得、饿
得、受得、累得……”

二十多年过去了，这一席话一直萦绕
耳畔。组长肯定不知道孟子，更不知“天将
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
骨，饿其体肤……”但其质朴的话语告诉我
们，抵御困苦就必须先磨砺意志。吃过这
顿丰盛的下酒菜后，我们几个年轻人很快
就调整工作状态，我在上班之余刻苦学习，
成为单位优秀工作者，次年调回生产管理
岗位从事技术工作，再后来成为主管企业
生产技术副厂长。

如今，朋友相聚，不再强调酒精的度数
和下酒菜的花样，大家杯酒言欢，洋溢的是
悠闲、惬意的是情调。不过，最怀念的还是
那些流水般逝去的日子，那些曾经的酸甜
苦辣，如今都成了下酒菜。

（作者单位：梁平区广播电视台）

就这样走散吧
像天边的云
散了又聚 聚了又散
飘摇
找不到最初那一朵
最后，化作各自的雨
被时光的泥土淹没

就这样走散吧
像顽皮的孩童
为了自己的玩具
追赶，争吵，摔倒，哭泣
然后忘记

我们终将走散
像吹散的蒲公英
沿着风
飘向不同的远方
落地，生根
再开出花

返回的路，离最初很远
旅途的回想，风景犹在
（作者系璧山区作家协会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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