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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望相助决胜抗疫
建设银行在行动

没有经过上世纪六十年代初粮食困难时
期的人，不知道“抓精”是什么？而那时的“抓
精”却是横刺在你面前空降的一双手。它弯
曲而瘦削，长长的指甲，闪电般的从你眼前一
掠而过。在你惊魂未定，手中的一块饼、半截
馒头……便如大风扫过。暗影一闪，只见身
子不见头的一个怪物，以百米冲刺的狂奔，二
三秒便消失在你的眼目中。再暗下惊魂一
看，你手中的饼、嘴边的半截馒头，早已空无
一物。

记得那是一个落雨的冬日，在储奇门的
羊子坝菜市场，买了一个芝麻烧饼。才出炉
的烧饼，芝麻香混合着麦香、又酥又软又烫，
进不得嘴，便捧在手上吹。

看着烧饼吃不了，姐姐说：“我们来数数
有好多芝麻？数完了就分。”

于是我们姊妹便头靠头，两个人四只眼
睛，心无旁骛一粒一粒地数开了。

“一二三四五……”突然一只脏手从空中
劈下来，姐姐手中捧着的烧饼被打落在地上，
那饼一滚，只闻着香气还未吃到芝麻香的烧
饼，就滚到脚边的一个泥水坑里了。看着泥
浆里的烧饼，我“哇”地大哭起来。

只见一个蓬头的汉子，上挂一件露肉的
棉衣，下穿一条破旧的单裤，一双光脚，眼明
手快地捞起泥浆中的烧饼，不，是泥饼，边跑
边往嘴里填。

姐姐大叫，“抓精抓精”，但无济于事，只
见风吹动着那条破旧的单裤，露出两根细细
的腿杆，光着脚在雨中飞奔。

到手的烧饼没了，我哭着吵着姐姐，你为
什么要说数芝麻？不数，我们早就吃到肚子
里了。

妈妈知道了，说：“或许他已三天没有
吃东西了，再不抢，他就没力气了。是你们
的烧饼救了他。”

原来一个烧饼就是一条命。
母亲是孤儿，四岁没有了妈，六岁父亲又

去世了，她是手挽着一个装有她简单换洗衣
服的蓝色小包，辗转在亲戚家的饭桌上长大
的。那种辛酸与不易，她没有对我们说过，但

饥饿想来是她最深刻的印象。
有一个细节我不能忘。我家饭桌上有一条裂缝，

有饭粒掉进裂缝了，母亲就用手掌在桌面上一拍，饭粒
受到震动，从裂缝中跳了出来，母亲把它捡起来，恭敬
地送入口中。这种举动，让我们从小在心中，对粮食就
不敢随意浪费。

对于吃，那时坊间流行的是：“菜当三分粮，海椒
当衣裳”，瓜菜代，是我们市井百姓饭桌上的标配。

在我记忆中，父亲每年一次从泸州探亲回家，那棕
色旅行包里的东西，就是我们敞开肚子大吃一顿的稀
罕之物。

在被岁月磨损得掉了耳朵，用绳子代替有几分沧
桑的旅行包里，有父亲用泸州的白萝卜晒成的萝卜干，
还有船停白沙码头上岸买的藤藤菜。母亲便会用大铁
锅炒没有油的藤藤菜和白水煮萝卜干，填饱我们饥饿
的五个儿女。

我们吃下没有油的藤藤菜，半夜被涌上来的清口
水呛醒，我张大嘴使劲地一口口吞，喘不过气来，差点
窒息。父亲第二年从泸州探亲回家，母亲仍用大铁锅
炒没有油的藤藤菜和白水煮萝卜干。我们大吃一顿
后，母亲不让我们躺下，而是让我们靠在床头坐着睡。
这样涌上来的清口水，就不会窒息我们。没有文化的
母亲，以她的智慧，维护着被饥饿围困的我们。

饥饿中的母爱，不是那么精致，不是那么完美，但
却让我们明白活下去的只有粮食。

后来母亲给人织毛衣，替医院洗被子、下雨到
码头卖雨伞、折纸盒……挣来的钱，到河边的木船
上买回萝卜、青菜、红苕……喂养我们。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
维坚”。

在母亲的浸染下，从饥饿中走出来的我们，人生有
了底色。

（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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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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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智华

西安的味道很大程度体现在小吃上。
西安小吃很有名，十三朝古都，关中平原物
产丰富，因此西安人是骄傲与自豪的。诸
如凉皮、肉夹馍、牛羊肉泡馍等，在国内享
有盛名，如今在许多城市都能品尝到。不
过如许多地方特色美食一样，想要吃到最
正宗的味道，还得去它的原生地。

先说凉皮，这是西北地区覆盖范围很
广的大众食物。1994年冬，我入伍到河西
走廊的武威，与战友在营门口一家小店第一
次吃到这种新奇的食物。一顿凉皮，惊为珍
馐，自此爱上。后来到西安工作，得知凉皮
竟然还分多种，其中以原产于西安城郊的秦
镇米皮，与同属陕西的汉中米皮、岐山擀面
皮为代表。米皮以米为原料，把米磨为浆，
蒸为皮，待凉后切为细条，拌以调料小菜。
汉中米皮还有宽如裤带面（关中名吃）的热
食。岐山擀面皮以面为基料，先擀成面，蒸
熟后再切条，口感比米皮硬，筋道有韧性。
几种凉皮因原产地原材料有别口感也有差
别，调制方法却大致相同，油辣子、醋水、盐，
配以豆芽、黄瓜丝之类。秦镇凉皮出自西安
本土，历史悠久，自古就有“秦镇的皮子绕长
安”之说。在西安，各种凉皮如重庆小面，大
街小巷随处可遇，还常见路边小摊。几种类
型我都喜欢，吃得多了，却难以判定第一次
吃的是哪一种，也许擀面皮居多，因为对面
筋印象深刻，此为面皮独有。

岳父母家住北大街旁的一条街巷里，
向西斜对面隔一个十字路口即是有名的回
民街，此地系外地游客打卡胜地。老城有
老城的缺点，挤，窄，空间不足，优点是生活
方便，楼下几条小街，加上回民街，几乎可
以尝尽西安小吃。

肉夹馍既好吃又便于携带，一向招人
喜爱。肥瘦搭配或者纯瘦适合不同口味，

各种品牌中，“老潼关”很有名，楼下那家味
道就相当不错。我们一家都不擅肥肉，每
去店里，都是：“老板，纯瘦。”至于数量根据
人数而定。老板把现成熟热的牛肉往厚木
菜墩上一放，咚咚咚咚，刀如闪电，剁好，取
馍一剖一夹，几分钟之内完成。带着温热
与扑鼻香气的肉夹馍拿到手中，忍不住就
想尽快咬上一口。

回民街的食物多为独有，腊牛肉是其
中之一，味正，入口成渣，有两三家店门口
一年到头都在排队。家里通常会在年关时
节去买上一些，吃不完冰柜一冻，可存许
久，解封后味道不变。

有的外地人吃不惯羊肉泡馍，觉得膻，
其实他们不知道还有牛肉泡馍，冬天里一
碗小炒和着几颗糖蒜下肚，让人一身暖
意。放在旧时，以之暖老温贫，合适不过。
葫芦头，我刚到西安时，不知其为何物，某
次进家附近一店去探究竟，才明白是猪大
肠配上豆腐、木耳、腐竹、粉丝等七八种佐
菜成汤后泡馍。名曰葫芦头，乃因大小肠
相接处状似葫芦，名字与实物实在是太大
相径庭了。葫芦头在西安本土饮食中地位
举足轻重，是许多本地人的至爱，我吃过一
回后，再未试过。

西安人爱泡馍，用的是饼状的硬馍。
如前所说的羊（牛）肉泡馍、葫芦头泡馍，不
过此二类多为午晚餐，早餐是另一种——
胡辣汤泡馍。胡辣汤有两种，一为本地肉
丸胡辣汤，二为河南特色肉丁胡辣汤，二者
做法味道大同小异，只是原材料略有差
别。岳母与妻子属于忠实拥趸，只要在家，
岳父总是清早上街买回几份，几碗混合着
牛肉丸、胡萝卜、土豆等多种菜品的鲜红浓
稠的胡辣汤摆在桌上，看着很提味口。女
儿小时候在西安时间居多，受影响自然也
是半个粉丝，现在放假回去，早餐也经常来
上大半碗。一碗下肚，一日不饿。

当然早餐并不仅限于
胡辣汤，岳父经常会沿几
条街迂一大圈，回家时手
中已是沉甸甸几大袋。有
女儿爱吃的甑糕，孙女喜
欢的牛肉饼、油饼，可能还
有不同种类的蒸馍、蒸包、
煎包，除非我提前申明，否
则还会有我偏爱的菜夹
馍。总的而言北方饮食较
为粗放，而西安是例外，甚
至要用精致来比拟。不明
白以面为主的西安，竟然
能想到用糯米加红枣红豆
制作成一种色泽红润口
感极佳的食物。因其用甑
蒸制而成，故得名甑糕，此
食物已流传数百年，尚为
西安特有，妻子每次回去，
归时必带几份。牛肉饼在
不少地方都有卖，而西安
的香酥牛肉饼传说起源于
唐代宫庭，本为皇室独享，
后安史之乱致宫中御厨流
落民间，才让平民百姓
得以尝此美馔。牛
肉饼外观色
泽金黄，酥
松脆香，
里 鲜 嫩
微辣，肉
香不腻 。
大 诗 人 白
居易有诗云：

“胡麻饼样学京
都，面脆油香新出炉。
寄与饥馋杨大使，尝香得似辅
兴无。”诗中胡麻饼即现在的牛肉饼。我想

一千多年来，由于又有新食物原料加入，
味道一定更胜当初唐皇室所食。

今年暑假期间陪女儿回西安，一天早
上我在岳父买回的食物中又有新发现，一
种形如小圆馒头的油炸食物似乎以前没见
过。我问是何物，岳父很诧异，“你在西安
那么长时间，这都不知道？”我表示惭愧，他
们哈哈大笑，告诉叫“油糕”。我恍然大悟，
这也是个大名鼎鼎的存在，只是过去没怎
么留意。油糕表面焦黄焦黄的，非常好
看。我试着掰开，脆脆的外皮下包裹着浓
浓的糖汁，甚至还在流动，尝一口，香脆的
外皮拌着糖心，满口香甜，直入肺腹。

家东侧的新民街是一条短且窄的老
街，街两旁多餐饮店。一年回去几次，便要
在一家既经营各种泡馍和面食的店里吃几
次炒面。没办法，炒面乃我最爱之一，记忆
中的味道实在是时间无法淡化去的。此店
对面，有一家店专卖猪内脏熏肉，店名“老
耿家梆梆肉”，店面不大名气颇大。店内正
面墙上端几个牌匾标示出它的显尊：中华
老字号，始于一八九九年，国家级非物质文
化遗产。该店每日只经营两次：上午10点
半至12点半，下午4点半至6点半，过时关
门谢客。老板五十余岁，身材高大匀称，头
发略卷，常着一身唐装，干净整洁，挺有文
化气质，说话语调平和，形象与职业完全不
搭。购买等待期间，我与他总要简单聊几
句。他家的熏肠、肝、肚颜色比卤的要深，
更熟软，味道更浓更透，无丝毫腥膻腻，手
轻轻就可以撕开，直接食或再加工皆可。
为何叫梆梆肉，传说过去店家在街头敲着
梆子叫卖，由此得名。传承一百多年，我还
未听说有相同的第二家，可见其制作技术
定属绝密级。

有人说，在西安吃早餐，可以一个月不
重样。夸张与否不重要，这也说明身在西
安，是可以满足不同口味的，原因在于这座
古城既是许多特色小吃的发源地，同时作
为历史上鼎盛时间最长的古都和现在的
区域性经济文化交通中心城市，它几乎汇
集着西北地区特有美食，既有属于自己的
味道，又兼顾并包容着其它风格。

（作者供职于江北区人武部）

离别家乡若许年，峦山小径梦
常还。

曲折泥泞出行苦，陡峭崎岖举步难。
每盼前途芳草绿，时忧路上雨

霜寒。
幸成今日康庄道，夕照向程心

自忺。
（作者系重庆市审计局退休干部）

诗/ 绪/ 纷/ 飞

龙头生态园 三都河

百丈岩瀑布须髯飘飘
呵呵笑我是黄口小儿
我使出吃奶的劲奋力攀爬
走过一程又一程栈道
跨过一座又一座天桥
最后穿过巨石迸裂泄露出来

的一线天
云端上的桃源风景立马呈现

龙头生态园花团锦簇
半间木屋里住着一位神仙姐姐
神仙姐姐艳如白鹤
时不时在罗溪与鹤城之间低

飞徘徊
她随身携带着芳华时代的葫

芦丝
对着连绵青山和悠悠白云
把俗常的生活吹得天花乱坠

人影像成群的蝴蝶般飞来
龙头生态园舞起了山地旅游

的龙头
研究长寿养生的院士上山来了
八十多岁的老人仙风道骨
踩着葫芦丝的节拍翩翩起舞
乍一看也是一只啸天的白鹤

注:龙头生态园位于湖南省洞
口县罗溪国家森林公园。

黄莺儿·新农村赞 曾卓

春来山野香熏面。燕舞莺歌，
垂柳幽篁，富裕新村，和谐庭院。
欣丽景展芳菲，彩梦舒眉眼。更看
朝日蒸蒸，九域清新，千户温暖。

堪赞！志士秉初心，俊杰崇

宏愿。小康飞步，大局萦胸，穿
云破雾鹏展。当改革拓荒牛，创
业牵头雁。竞涌动地豪情，书倚
天长卷。
（作者系潼南区交通局退休干部）

七律·家乡小径 张友鹏

往/ 事/ 回/ 首

一粥一饭 李毓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