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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望相助决胜抗疫
建设银行在行动

初吃绿豆面，就喜欢上了。
2000年前后，我与同事出差去石柱。
彼时重庆交通发展滞后，200多公里

外的石柱，于我而言那么遥远：从主城乘船
顺江而下，六七个小时后到丰都，再坐车两
个多小时抵达石柱县城。一路舟车，我晕
车晕船昏昏然。

石柱山川雄奇、森林莽苍，滚滚长江养
育了汉、苗、土家等20多个民族。这里有
巾帼英雄秦良玉故里传说，有“中国黄连之
乡”“中国辣椒之乡”“中国最大莼菜生产基
地”等等美誉，一曲经典民歌《太阳出来喜
洋洋》，唱得风轻云醉山高水长……但历史
原因加上地理位置偏僻、绵延大山阻隔，这
里多年来经济发展始终滞后。

到达石柱，天已擦黑，就近找一家招待
所住下。次日早，几人出去寻吃的。街道
逼仄冷清，人车稀少。寻至一家鸡毛店，见
门口一个竹簸箕里摊了一把形似宽面条的
吃食，一指多宽，淡绿，通身柔软，密布些气
孔样的凹凸。

“这是啥？”
“绿豆面嘞！”老板一口当地口音，声调

起伏像唱歌。
“那一人一碗尝尝！”
“呃，就这些，只够做一碗……”老板

说，生意清淡不敢多进货哟。大家愣了
愣。其余四位皆男士，论年龄我该称“老
师”。看“老师”们不约而同礼让于我，我索
性摆出“恭敬不如从命”的表情。

五碗面上桌，惟我这碗是淡淡的绿。
作料看来与重庆小面无异，辣椒红艳、芫荽
青翠，辅以碎芽菜、榨菜，几粒炸得酥脆的
黄豆，一碗面色彩淡雅又浓烈。夹一根入
口，滑溜溜的，软糯、绵实，有豆与青菜的清
香游弋于唇齿间。

老板一脸春风介绍起做法，说来不太

复杂但也绝不简单：上好的绿豆拿清水浸
泡，冬一昼夜，夏只需半日。大米用清水浸
泡至用手捻压呈粉状无硬心，滗干水。将
绿叶蔬菜洗净切碎，同泡好的绿豆、大米拌
匀，加水磨浆，再调入淀粉搅匀。那浆汁略
浓稠，呈悦目的淡绿。平底锅烧至三四成
热，少许菜油润锅后，舀一勺浆汁一圈圈摊
于锅中，待面皮八成熟，翻面再烤一会，取
出放筲箕上，一张张重叠摊晾，绿豆面便告
成。吃时拿刀切成宽条，锅里开水稍烫几
下，挑入打好作料的大碗里即成。“这个不
能煮，一煮就泥了嘞！”

于是，绿豆面在胃的记忆库中扎了根，
但之后屡屡擦肩而过：要么公干，行色匆
匆；要么采风，好客的石柱人定会端出他们
认为更好的吃食待客。近七八年鲜有机会
再去。石柱，就此停留在记忆中先天优越
又后天不足的模样。

2021年国庆长假，一家人驱车去黔江
游玩。黔江与石柱、酉阳、彭水等地同属三
峡库区，都是重庆直辖后从四川划归重
庆。当年流传俚语：“养儿不用教，酉秀黔
彭走一遭”，意即要让蜜罐里长大的孩子见
识生活艰辛、懂得珍惜当下，毋需多言，只
带他们去这些地方走走就行。清晰地记
得，当年我们的“三菱”越野缓行于泥泞山
路，沿途几个背书包衣服缀补丁的孩子齐
刷刷对车行队礼，被寒冽山风吹得通红的
小脸上，一双双充满好奇的眼睛，让人想起
那个叫苏明娟的“大眼女孩”。好在，随着
重庆经济飞速发展，交通网络四通八达，这
句著名俚语已消散在历史的尘埃中。

与石柱一样，黔江境内也分布着多个少
数民族，两地民俗风情与生活习惯多有相
似。在老重庆土著看来，石柱与酉秀黔彭历
来是一棵树上散开的枝叶，根脉始终分不
开。说不定能寻到心心念念的绿豆面？

多年未去，黔江今非昔比。想当年城
区只有招待所，门可罗雀，哪像如今游客如

织，天南地北的口音回荡在各大景点和街
头巷尾。

次日，到酒店楼下吃早餐。在花样繁
多的吃食阵营里，我居然一眼瞥见了“绿豆
面”字牌！细看又有些狐疑：这绿豆面，身
条比记忆中的窄一半多，颜色也大不同，淡
黄，类似干面。

夹一筷入口，面条筋道，作料鲜香，好
吃。但遗憾非我寻的“这一碗”。游玩归
来，不甘心，又沿街寻去，见一小店店招“绿
豆面”，遂欢呼。酒店的不正宗，背巷里的
一定错不了！

然而，只瞥一眼热情的店主端上的“绿
豆面”，我沮丧了，死心了。想来，还得在石
柱才有望吃到当年那一口罢。

也是巧，时过一个月，我接到市公安
文联一个采访任务：7月21日，石柱县局
交巡警大队车管所民警冯中成为保护战
友和群众被刺牺牲。听说，出殡那天，他
的战友和当地群众含泪送别这位土生土
长的石柱人，这位为家乡洒尽最后一滴血
的普通警察。我将赴石柱采访冯中成的
生前事迹。

时间紧迫，只有一天一晚。看来“绿豆
面”计划还得往后搁。

如今从主城去石柱，动车就一个多小
时。下了动车，与接我的县局政治处女警
小牟一起赶往车管所。沿途是我完全陌生
的城：依旧满眼青葱，但当年冷清旧陋的窄
路小巷已被平阔的大道、时尚的高楼、热闹
的步行街取代，最值得欣慰的是，许多极富
民族特色的建筑仍在，尽管可能是新建或
翻修的。正是这些建筑，让小城保有了原
生态的古朴与鲜明的辨识度。“如今石柱已
摘掉‘穷帽’，我们是‘全国绿化模范县’‘中
国避暑养生休闲旅游最佳目的地’‘全国十
佳生态休闲旅游城市’……”听我聊到多年
前印象，小牟笑着数出一长串新鲜称谓，自
豪感荡漾在脸上。

采访工作快速推进。次日，我和小牟
赶到冯中成家中，在他的妻子与女儿支持
下完成了采访。“他在偏远的马武、龙沙工
作好多年，默默为当地群众做事，他们也念
着他。最近几年他调到车管所，一家人能
天天一起吃饭了，没想到……”妻子又红了
眼眶：“他呀，一辈子就喜欢跑步、看书。他
的书大多是县图书馆借的，也不让我给他
买穿的，说把钱留给女儿读研究生……”采
访快结束时，妻子偶然提到他爱吃绿豆
面。“大麻大辣，坐那‘呼呼’很快一大碗
……”

我心中一动。是呀，绿豆面不是许多
石柱人的心头好么？

“自家做绿豆面吗？”
“没，现在市场有现成的卖，回家烫一

烫就吃，很方便。早些年我们是自家做。
那时候啊，磨浆这些力气活他抢着干，我爸
妈负责下锅，一大家人一边磨啊烙啊切啊
一边摆龙门阵，好热闹啊……”絮絮说着，
女人眼神渐渐迷离，仿佛合家团聚欢声笑
语就在昨天……

“我想吃绿豆面。”从冯中成家出来，我
径直对小牟说。小牟点点头，带我穿过热
闹的街道，走进一家不起眼的小面馆。“这
家不错，正宗的嘞。”

正值饭点，铺面里人气颇旺，几张小桌
坐满食客，有夫妇模样的，有大人抱小孩
的，有年过古稀吧着叶子烟的，一脸悠然，
气定神闲。“二两，老规矩”“还是多青，宽
汤”，老老少少嚷一嗓子便找位子坐下，显
是熟客。有的相互扯着家长里短，笑容里
透着小城人特有的淳朴。

见我站在灶台边愣愣地看，手握漏勺
麻利地烫面的大嫂有些腼腆：“妹，你坐，很
快就来了哦！”

我嗯嗯应，还是站着。我想看看，虽然
说不清到底想看什么。这家小馆离冯中成
的家很近，想必他与妻子和女儿也来过？

少顷，一大碗绿豆面上桌。辣椒红艳、
葱花青翠，切碎的芽菜、榨菜，几粒炸得酥
脆的黄豆。我仔细夹一根入口，软糯、绵
实、清香，与当年毫无二致。但我分明吃出
了另一层味道——更醇厚更深情，令人欣
慰也叫人落泪的味道。

（作者系全国公安文联会员）

母亲是一个普通的农村人，母亲会
做各种各样的馒头，且母亲做的馒头比
外面的馒头好吃得多。

当然，母亲刚开始做的馒头也并不
是那么好吃，但母亲勤奋好学且乐观。
生活中小到一些鸡毛蒜皮的杂事，大到
几个孩子身上的事情，都被母亲打理得
井井有条。母亲很苦，当然她的苦全部
来源于我们姐弟四个。在困难面前，母
亲从未退缩，为了让我们几个能够读更
多的书、习更多的字，母亲曾在深邃的
夜晚中提着马灯给苞谷锄过草；也曾在
落满厚厚大雪的冬日里在冰凉的小溪
里给我们洗过尿床后的被子；也曾跟着
村落里面的人南下在工厂里打过螺丝
钉……

母亲没有一件像样的衣服，她的衣
服上总是长着一个又一个的补丁！而
我们的衣服上总是盛开着一朵又一朵
的小花，妹妹曾经天真地问过母亲：“母
亲，你的衣服割手，你穿在身上不疼
吗？”母亲总是笑了笑，这一笑就是二十
多年，要说唯一的区别便是，母亲的脸
上长满了沟壑，两鬓的黑发像被霜雪浸
染了一般！

妹妹喜欢去街上买馒头，一买就是
一大口袋，但母亲总说，馒头得自己做的
才划算。妹妹总说：“你又不会做馒头，
人家北方人，家家户户都会做馒头，那馒
头吃起来又软又甜！”

谁知就是妹妹的这样一句话，母
亲开始在厨房里捣鼓她的馒头了。虽
然是按照步骤来做的馒头，但是母亲
做的馒头又硬又难吃，但节俭惯了的
母亲并不舍得将这些馒头扔掉。久而
久之，只要父亲一看见母亲在和面便
会说；“你今天少搞点，上周做的馒头
冰箱里都还有！”我们也只能捂住肚子
来笑。

母亲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做馒头，大
概是在暑期前后的样子，母亲学会了发
朋友圈，她将自己做好的馒头配上了一
段文字：“馒头熟了，要吃的快来！”当然，
光光是看母亲发的这条，倒是没有什么
亮点，大概三十秒的时间，母亲这条下面
就显示出了妹妹的评论：“打得死狗不！”
一时间我们被妹妹的这个说法笑得前俯
后仰，整个家族群里充满着起起伏伏的
笑声……

不管我们怎么嘲讽母亲，母亲总是
用十分正经的语气说道：“我这次做的馒
头成功了，我已经知道做馒头的诀窍在
哪里了！”

但我们并不买账，而是越说越离谱，
妹妹则说：“这个馒头若是把狗打死了，
狗得多可怜！”就在这个时候，父亲在群
里发了一个正在吃母亲馒头的视频，还
说道：“你妈做的这个馒头，比路口卖馒
头那家还好吃些！”

在父亲的话语中，我们开始相信了
母亲会做馒头这个事实，在吃到母亲做
的馒头后，我们都不在外面买馒头来
吃。每每回家，都会见到母亲在厨房和
面的身影……

母亲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她不认输，
也不习惯认输。她总是在失败中找原
因，然后用不同的方法去解决，直到最后
将我们几个送上大学之后，母亲便又开
始学习做传统工艺品……

（作者系江津区作协会员）

鹧鸪天·拜谒王阳明悟道圣地阳明洞

知行合一六百年，彻悟玄机播真言。石洞
梦圆墙外柳，铁骑情留老学庵。

竹笙幽，黔天蓝。梅花驿外寄瑶函。吾今
拟践金风约，抖擞精神访高贤。

长顺行

夏日朗朗载梦行，
近山含翠远山青。
野花瑟瑟敲诗句，
神树悠悠照眼明。
抚髯未生迟暮感，
望月却起故园情。
回头细品征途路，
一步蹭蹬一步平。

敬题长顺“中华第一银杏”

魁伟身如铁，
参天五千春。
任凭风雨劫，
挺拔立乾坤。
注：此古银杏需18人方能合围，专家考证

有数千年矣。

访白云寺

嵯峨石璧映苍穹，
古刹巍巍白云中。
皇缘天成星伴月，
楠林地就鸟呼风。
落霞将近闻更鼓，
心梦初苏听晓钟。
冉冉欲随仙子去，
任他南北或西东。
注：白云寺方丈告诉我们，“先有白云寺，

再有贵州省。”

水调歌头·壬寅夏赴贵州参加省青年文学
研究会年会有赋

夏末云初霁，黔地正爽凉。瞻拜守仁高
贤，拟赴故人庄。少陵不知何处，太白可怜久
别，依旧兴飞扬。我倦南山隐，携笔別沧浪。

拜神树，醉美酒，赋长扬。思飘物外，堪慕
名士悟龙岗。满眼花红水绿，偶把仄平敲敲，
诗画属农桑。乘醉寻佳句，高阁挂斜阳。

减字木兰花·长顺夏夜朗月

车窗望月，大地清辉无限洁。阵阵凉风，
拂入胸怀惬意中。

车灯闪烁，过客匆匆身影远，闭目吟诗，华
发染鬓未觉迟。 （作者系中华诗词学会理
事、重庆市诗词学会副会长）

晚蝉的鸣叫
在身边的榕树林
表达着炙烤的情绪
被刻意重视
池塘里
蛙声一片
发出经历热浪的耳语
一声一声
在空中飞来飞去

起伏一次，追赶的时光
停落在荷叶上
像过往，散布在指尖的记忆
一刻的静默
像是等待
更像是离场

夏深了
有蜻蜓和蝴蝶绕着花儿
鱼儿隐身在湖水中
自由游弋
四溢的荷香，披着夏的霞光

（作者系重庆新诗学会会员）

城/ 市/ 漫/ 记

寻寻觅觅这一碗 程华

心/ 香/ 一/ 瓣

母亲的馒头

杨小霜

诗/ 绪/ 纷/ 飞

访黔拾句（组诗）耕夫

夏天的夏天 田金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