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情意】

五五月月槐槐花花情情

【美味】

槐花包子
味飘香

【故事】

屋屋后后老老槐槐树树

【记忆】

遍遍地地槐槐花花香香
北芳

春日的背影，在太阳里火
热起来，焦灼了花瓣，黄英缤
纷。在故乡，在“人间四月芳菲
尽”的时节，无限风光被占尽，
独领五月风骚的却是遍地槐花
香。

一出家门，放眼四周的丘
陵沟壑，路旁山坡，一层层一堆
堆雪白的槐花宛如一团团柔软
芬芳的云朵在风中涌动，弥漫
着垄断着五月的风景。远看，似
古扬州琼花再世；近观，如吐鲁
番葡萄初熟叶嫩花繁，一嘟噜
一串串玲珑剔透，犹如铃坠摇
曳在风中，又恰似一张张绒嘟

嘟的小嘴，吐着甜丝丝的幽香，
沁人心脾，历久弥深；惹得一群
群蜂蝶，来来往往，沸沸扬扬。

人们挖了一个春天的野
菜，现在又是满山坡地撸刺槐
花。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刺槐花
曾是家家户户节省米面的好食
物，而今人们被洋米白面鱼肉
荤腥熏腻了，才想起山菜山花
的清纯和幽香，便跟随着季节
的脚步“扫荡”着那些天然的

“绿色食品”。
小时候，每当暮色里晚

风中传来母亲悠长的呼唤：
“嫚嫚 啊 — —— 来 家 吃 包 包
啦——— ”我的腿呵，立刻像上
紧了弦的弹簧，从草垛后，或

是从大树上跳下来，飞也似
地跑回家。白面做的馍馍和
包包，那是孩子们节日的向
往望，平时能吃上地瓜面做
的刺槐花包包，那也是足以
令人炫耀的事了。

小时候我们撸刺槐花从
不讲究，因为撸的人多，人们
都抢着撸，不管开与不开的全
都被撸光，现在人们对山菜山
花的采摘是十分讲究的。撸刺
槐花要捡那些含苞未开的撸，
因为已开的，营养大都流失
了，还有虫咬之嫌。刺槐花的
最佳吃法是用开水氽好后，用
凉水浸泡一天灭灭它的野性
毒味，然后它最喜欢与韭菜肉

搭伴做包子吃，还可以和着米
面做菜饼，或者撒上豆面蒸渣
吃。吃不完的刺槐花可以在荫
凉处晾干，搁置起来，什么时
候想吃就用水泡一下还原回
来即可。直到现在，母亲常常
用这种方法把刺槐花贮存到
过年时包包子。

我是吃着刺槐花包包长大
的，只是如今的包包再好吃也吃
不出当年的味道。玉米窝窝曾有
过甘美，槐花包包散发过清香，
随着生活节奏的加快，即使糖和
蜜终有一天也将不甜。只是，在
人的心里，对曾喂养过一代人的
刺槐花的情结，永远亢奋着我深
深浅浅的记忆。

孙英山

我的家乡是莱山区南部的
一个偏僻的小山村，山乡山峦
叠嶂，树木遮天蔽日，地理条件
得天独厚。村落房屋居住分散，
零散空闲地不少。因此，家家户
户房前屋后种植的不是榆树、
桑树、柿树就是枣树、杏树、樱
桃树。我家老屋后早年栽了一
棵槐树，如今已经碗口多粗了。
每年槐花盛开，房屋周围弥漫
着槐花的清香，那缕缕淡淡的
清香滋润着心田，让人们感到
浑身舒畅，好不惬意。

槐树，从寒冬的沉睡中醒
来，经过春天的孕育，沐浴着初
夏的阳光，暖风习习中，终于
迎来了花开盛期，繁花朵朵，
一串串、一穗穗挂满枝头，好

像维吾尔族小姑娘的小辫子
披散在肩头。

槐树的花小小的、香香的，
白色的花瓣里夹着黄色的花
蕊，素雅清新，淡香大方，小巧
玲珑，讨人喜爱。乳白色的花
银光闪闪，纤尘不染。它白得
美丽、白得清纯、白得典雅。槐
花赐予孩童无限的乐趣，记得
我们小的时候，孩子们放学回
家就聚集在这棵树下，望着槐
花涎水直流。男孩子擅长攀
援，脱下鞋袜，光着脚丫，匆匆
上树。倚坐在枝杈间，也不怕
枝杈的划伤、针刺的扎破，左
折右劈，扔到树下。树下的孩
子们欢声笑语，争着抢着，男
孩子拿一串槐花拨开花瓣，把
花蕊放入口中，直呼它浓甜如
蜜。甜得那么亲切自然，甜得

那么轻柔温暖。女孩将花枝别
于秀发，衬显俏丽芳颜。

槐花可以生吃、凉拌、清
蒸、酿蜜，口感清香甘甜。以前，
槐花刚开时，女人便结伴摘槐
树花。她们不要那些快开过了
的，专摘那些含苞欲放的。回家
后把茎条剔除，放在热水中一
焯，晾干后可包包子、饺子吃。
如果你再加上肉丝海米，五香
调料，那是相当美味可口，吃了
你还想再吃。

如今的槐树又扩大了它的
家族，不但是从前的清一色的
白色槐花，而今我看到公路两侧
也遍栽紫色的槐树，那垂下来的
一穗穗槐花，十分美观漂亮。坐
车出行在路上，看到这些白紫相
间的槐花，心情豁然开朗。

“槐林五月漾琼花，郁郁芬

芳醉万家”。初夏时节，诗意的
乡间，弥漫着馨香的花韵。一阵
风吹过，吹得槐花沙沙作响，吹
得心田洁白如花。槐香四溢，引
来蜜蜂舞蹁跹。枝间花瓣挤挤
挨挨，只只蜜蜂钻进爬出，采粉
撷蜜，嘤嘤嗡嗡，凯歌声中，它
们急急飞奔。蜜蜂的辛劳，终于
酿出甘甜的槐花蜜。

到了傍晚，在夕阳的余晖
下，槐花仿佛镀上了一层金色，
光线透过树叶散落在金黄的地
毯上，像一层细碎的冰晶。微风
徐徐吹过，如风如烟，弥漫飘荡
在村子间。

槐花是乡村餐桌上的美
食，槐花是山村孩子的最爱，花
汁是花蝶的佳酿。槐树不求沃
土，无需肥水，汲取极少，奉献
颇多，这就是槐树的高贵品质。

高绪丽

坐公交车去市里办事，一落坐，
鼻端隐约闻到一股淡淡的槐花香，寻
香才知，邻座的大妈提着一袋子槐
花。我搭讪道：“是去孩子家吗？”大妈
接过话：“今早刚撸的槐花，就这么
多，送给儿子与儿媳尝尝鲜。”一路有
了槐花的清香相伴，我的思绪也回到
了儿时村西头的那一片槐花雪海里。

村子西头有一大片的槐树林，村
子里的人去地里干活都要经过那。冬
去春来，槐树枝繁叶茂。忽然有一天，
空气中弥漫着一股淡淡的清香，沁人
心脾，一抬头就看到一串串乳白色的
槐花像一串串铃铛悬挂枝头，风一
吹，一颤一颤的，逗得人们心里直痒
痒。大人们回家赶制工具，有的把镰
刀绑到长长的竹竿上，有的把“三齿
子”(一种耙)绑到长竹竿上，男人们
扛着工具，女人和孩子则拿着袋子跟
在身后。撸槐花要趁早，晚了槐花就
全开了，就没了欲开时的清新香甜。
来到了槐树林，成串成串数以万计的
槐花压弯了枝头，叶子绿得像翠，槐
花娇嫩欲滴白得像雪，我们仿佛置身
于一大片雪海里，到处都弥漫着清甜
馨香。

槐花飘香的日子里，村子里外都
能闻得到槐花的清香。母亲和村子里
的女人变着花样做槐花，蒸槐花糕、
烙槐花饼、包槐花包子。我最爱吃的
当数槐花包子。母亲把拣好的槐花放
到热水里焯一下，再用凉水拔一下，
切些五花肉上锅里轻炒一下，抓一把
前些日子剥好的虾仁，放一撮韭菜，
调馅、擀皮、捏褶、上锅开蒸。刚一出
锅，趁热咬上一口槐花包子，肉香混
杂着清香，细细咂摸一下，还有丝丝
的清甜，味道浓郁鲜美，堪称舌尖上
的美味。其实槐花不仅可以食用也是
一味良药。槐花味道清香甘甜，富含
维生素和多种矿物质，同时还具有清
热解毒、凉血润肺，降血压、预防中风
等功效。

自从槐树花开，我们放学后总要
绕道去村西头的槐树林转一圈。闻着
那清香的槐花，我与小伙伴们在一棵
棵槐树间大声地唱着，“小槐树，槐树
怀，槐树底下搭戏台，接女婿，接女
儿，来接外甥你也去。”稚嫩的歌谣在
槐花海里飘荡，一瓣瓣槐花像天使一
样飘落下来，落到了我的手里，我把
它放到嘴里，嚼一下，唇齿香甜。男孩
子们把书包往地上一扔，比着赛往树
干上爬，他们把有槐花的树枝折断，
扔下来，我们女孩子则哄抢着上去撸
槐花。

如今，那段岁月，那一片槐花雪
海，都被封存在我的记忆深处。那片
槐树林后来因为扩展道路和开发被
毁了大半，余下的几棵槐树虽也枝繁
叶茂，却没了往日的气势。昔日的那
些小伙伴们早已天各一方。又是一年
槐花飘香，我的眼前仿佛又看到了那
一片槐花雪海。

公交车还没到市里，我接到了母
亲的来电。母亲问我，晚上是否回来
吃饭，母亲说，她包了一锅槐花包子。
我说，怪不得我闻到了槐花包子的香
味，原来是，心有灵犀。

安之若素

五月，槐花香满溢。
洋槐，俗语刺槐。顾名思

义，带刺的植物。与米槐、老槐
相别。

槐开季节，路边停放的车
辆渐多。十之八九是摘花之人。
或篮子，或编织袋，午时或晚
餐，室内外便清香一片。

槐花浓淡相宜。浓香时馥
郁，淡雅时沁脾。色洁乳白。花
蒂或青葱，或红郁，串串玲珑，
挂满枝间。远望纯洁、晶莹，一
如冰雪，淡香飘渺；近观环佩叮
咚，甜香扑鼻。

与槐花相结，起始于树木。
在学校居住期间，常于空闲时
捡拾柴禾，离学校不远的刺槐
林便是我们常去光顾的场所。
这种植物虽然带刺，但它却有
一大好处，就是带着湿气就可

以生火做饭。家里烧草用得最
多的就是它们了。每年这个时
候，上山摘花的人多了，褪下的
枝也多，便是拾草的好时节。不
只是树木用来烧火，一些挺直
粗细恰当的还可以搭架子，让
豆角、黄瓜等爬蔓的蔬菜有了
依托。

每次去摘花，总是无厌。刚
开春时，是荠菜，接着便是槐花
了。中午，烈日当头，放学后，热
气未退，都阻挡不了我们的脚
步。拿上袋子，不到上班，不到
天黑是不会回来的。也从那时
起，儿子练就了爬山的本领了
吧，即便被刺刺了脚也不喊疼，
还是上蹿下跳个不停。

摘的多了，就要想办法保
存。大家一起出主意。有的说
焯水后放进冰箱里，效果是短
期间内存放还可以，时间长
了，味道就不新鲜了。这种方

法试过后便不再使用。也有人
说用少量的盐翻炒后晾干，可
以不用放于冰箱，什么时候吃
都可以，只要不被虫蛀就行。
因为每次都太多了，而且那几
年每到这个时节，雨水特别
勤，常常晾不到干便黏糊糊
的，只好隐痛丢弃。几经试验，
最后找到了保存的最好方法
却是再简单不过的，那就是带
鲜放进冰箱里冷冻起来，什么
时候想吃了，就拿出来，跟新
鲜的一个样。

说起做法，很多人只知道
可以做包子、饺子，其实，槐花
汤可是一绝。没有哪一种食物
可以与她相媲美。槐花汤可以
不用放除盐外的任何作料，直
接用清水煮熟，便是一道美味
清汤。当然，很多人还是喜欢
用肉煲锅，加入作料，鸡蛋、虾
米或者碾碎的花生等做成渣

样。除了可做清汤，槐花粉蒸
更是一道人人爱吃的绿色食
品。粉蒸的槐花嫩滑柔软，香糯
可口。

做起来也是非常简单。只
要用清水清洗一遍，带着湿气
淋上面粉，撒匀后放进锅里蒸
煮，不用十分钟，一盘佳肴便
上了桌。因口味各异，可以少
加点盐。不过粉蒸槐花最好
吃的却是待凉透了以后，那
时候最劲道，再加上绵香润
滑，更有说不出的韵味在唇齿
间流转。

槐花洁白如雪，晶莹剔透，
是一般人所认识的最普通不过
的一种植物。除了白色槐花，还
有一种紫槐。与白色槐花一起
盛开，紫衣翠裳，齐整一体，于
公路两侧眉目传情，顾盼流连
中，又岂是溶溶月色，冷冷宫商
所能比拟。

征稿启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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