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悠悠远远的的电电影影情情结结
□高东安

多少年不看电影了。自从
进城逛百脉泉公园时，顺便去
文化中心看了一部大片后，便
勾起了我挥之不去的电影情
结。在这春暖花开的时节，重温
当年的电影梦，将这悠远的绵
绵情结细细品味，甜美中带着
一点淡淡的苦涩……

儿时盼场电影就像盼过
年。只要县电影放映队的大马
车一进庄，我就兴奋得不行，在
学校里根本安不下心上课，只
恨太阳老不落山。好不容易熬
到放学的钟声一响，我便扯起
书包冲出教室，撒丫子一口气
跑回家，咕咚咕咚灌下半瓢凉
水，抓起个地瓜面拌野菜的窝
头，直奔村南打谷场。

记得那年冬天看《钢铁战
士》，寒风里电影场上的人群里
三层外三层，黑压压一大片，光
外村人就占了一大半。谁知放
了两个片子后，我就憋得心急
火燎想撒尿，埋头在人堆里拼
命拱了一身汗也没钻出去。我
并不死心，哭咧咧地依然找人
缝往外乱撞，不知哪个缺德鬼
顺势在我后脑勺上抽了一巴
掌，生疼。这时，灯光一灭，放映
机上的两个轱辘又转动起来
了——— 也怪！尿咋一下子就给
憋回去了呢？待电影散场后，我
这才觉得小肚子胀得要破裂，
急匆匆跑到柴垛后，天！腰带又

解不开了。小时候穿的是老式
粗布棉裤，系一根

双层布缝成的腰带，不知
不觉中常常将活扣系成死扣，
越是着急越是解不开，待索性
扯断破腰带后，热烘烘的尿大
半已撒在腰裆里，风一吹，冰
凉。我只好提着裤，撇拉着两
腿，一步步往家赶。甭说，回家
后这顿胖揍是挨上了。

1963年秋，村支书去公社开
会，回来后告诉大家一个大好消
息：晚上小镇放映《孙悟空三打
白骨精》，已贴出海报，票价三
角。乖乖！在那生产队干一天活
挣十分工才值一毛多钱的艰难
岁月里，这无疑是个天价。我先
是向母亲保证每天放学后拾一
大筐柴草，但母亲也不答应给我
三毛钱，说昨天去供销社卖鸡蛋
才卖了不到一元，还要留着买盐
打灯油。万般无奈，疯了似的我
顺手抄起母亲身边的针线笸
箩，气急败坏地摔在了地上。母
亲怒了，抓起扫炕的笤帚就要
揍我，我拔腿往外跑，慌乱中一
头撞在门框上，碰了个紫包。许
是在气头上，我并没哭。母亲含
着泪水问我疼吗？我笑笑说只
要你给我三毛钱就不疼了。母
亲忙转身从盛鸡蛋的瓦罐里摸
出五角钱，叮嘱我买票时找回
的两毛钱要装好，别丢了。我高
兴地点点头，接过钱，小心地折
好，放进兜里，摁摁，然后朝母
亲扮个鬼脸，一溜烟似的跑出

了家门……
在那文化生活极度贫乏的

年代里，看场电影实在是一种
奢求。

最惨的还是出村看电影，
十有七回是上当受骗扑空———
就同现在有的坏小子在网上搞
恶作剧造谣一样。那回下午放
学时，听说邻村晚上放电影，而
且还是战斗片《智取华山》。足
有半年多没过电影瘾了，突如
其来的喜讯恣得我们这帮小电
影迷搂在一起，你撞我一头，我
捣你一拳，那种快乐幸福感是
无法用语言来表述的。那晚月
明风清，我们一行四五个人马
不停蹄地抄小路直奔邻村，并
不时地顺着风向听电影喇叭声
是否响起。鬼晓得气喘吁吁赶
到后却扑了个空。可我们仍抱
着一线希望，见一家代销店还
亮着灯，赶忙进去问问，店主不
怀好意地嘿嘿一笑说墨池庄有
电影，我说俺就是从墨池庄来
的。店主一看露了馅，又改口说
王家屯肯定有。我知道瘦猴店
主在继续戏弄我们，忙朝小伙
伴们使了个眼色，呼啦一下跑
出去老远，齐声唱骂起来：“三
楞草，发白芽，谁要诓人变王
八！”待瘦猴撵来时，我们将已
准备好的土块雨点般投去，然
后逃之夭夭。

电影，电影，儿时的电影梦
成了我一生刻骨铭心的永恒记
忆。

□大葱人家

小时候的记忆中记得娘
的“名声”不好，根由就是喜
欢“护犊子”。虽然娘的名声
比起一些不洁和不良习惯的
人来说算不了什么，还不至
于那么人人痛恨，但毕竟在
我幼小的心灵留下了一些

“过节”，多多少少对娘有了
一点看法，甚至有时候和小
伙伴们玩时躲着她。

后来慢慢地长大了也懂
事了，娘那种“护犊子”的气
魄消磨殆尽。等我也有了孩
子，吃喝不愁，穿戴无忧，孩
子也不再是以前的泥巴、沙
袋、鼓鼓囊等级别的玩乐，已
经上了很高的档次。孩子学
习是大事，同学之间的交往也
是大事，大人害怕孩子走偏了
方向。当然同学之间也免不了
出现吵吵闹闹等鸡毛蒜皮的
事，有时候嘻嘻哈哈了事，有
时候需要家长跟老师协调，不
能不令人头疼。找老师时总想
保护孩子，又怕处理不好影响
孩子学习，每当此时常常会想
起小时候娘保护我们的情
形，心中释然了许多。

姥娘共有八个孩子，娘
是老大，为了减轻家中的负
担早早就学会了农活。娘没
有文化，甚至连自己的名字
都不会写，更不会用大小道
理来教育我们，对我们说教
时常用的就是一句话：“你看
看人家”。到底是人家有哪些
好，我也没有全搞懂。由于爹
老实又体弱多病，村里照顾
不让干重活，工分也少。娘就
和男人一样的干活，工分也

是男人的最高分十分。家中
还有一个双目失明的奶奶和
我们姊妹四个，尽管娘这样
忙忙活活，但家中依然拮据。
每次我和小伙伴闹个不愉
快，有的街坊大娘大婶总是
不依不饶，甚至上门告状非
要讨个理。每到此时爹总是
笑脸相迎，甚至当面呵斥我
们，但在饭屋忙活的娘听到
后却直言相向，不是我的错
她不愿意看到别人在家里如
此蛮横。这样的情况多了，加
之婶子大娘们嘴勤快些，娘
就落下了一个“护犊子”的不
好名声。

爹走后，娘一个人待在
老家平房里，除了出来进去
方便，就是和婶子大娘们唠
嗑得劲。曾经为了孩子事情
争执的一代人和和气气，谁
也没有再提起过谁谁谁“护
犊子”的事情，年龄大了彼此
黏糊了起来，有点惺惺相惜
的感觉。特别是爹走了不到
两年，娘就脑溢血昏迷住院
了。出院后躺在家里床上的
娘很无奈，从来不喜欢给孩
子添麻烦的她常常抓着我的
手不愿意撒开，想说又说不
出来。有时候坐在床边想，这
是我“护犊子”娘吗？是的，没
错呀！看不见的奶奶和柔弱
的爹，如果当时没有娘出来
护着我们，幼小的心里不知
会留下多少委屈。此时此刻
我才感到娘是那样的伟大，
以前的心结总算打开了。

如果不是娘依恋爹而去，
我愿意继续照顾她，有这样一
个“护犊子”的娘真的是我的
幸运。或许大家也会这样想！

我我有有一一个个““护护犊犊子子””的的娘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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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情怀怀与与口口味味并并重重的的麻麻辣辣龙龙虾虾
□隗学芹

说到龙虾，估计吃货们已
经口水老长了。

麻辣龙虾，是吃货们夏季
聚会的必点美味。

围在小方桌周围，搬个马扎
一坐。等大盘冒着香气的龙虾上
桌，于是手上套了白色薄薄手
套，开始吃起。拽去虾头，扯去虾
足，用牙咬开坚硬的外壳，再剥
出里面莹白的虾肉，一口咬进
嘴，麻辣瞬时充满腮帮，一边咝
哈着，一边又抓起一只开始剥。
龙虾的麻辣，让吃货欲罢不能，
用吃货的话就是，越辣越吃，越
吃越辣，要的就是这个劲。

麻辣龙虾，要想吃进口，不
费一番工夫是不可以的。于是
这样久经曲折的劳作，让吃到
嘴的龙虾，更显它的尊崇，所
以，人们吃龙虾，似乎也在吃一
种情结。你看，面对满嘴油腻，
甚至一不小心就会把红辣的汤
汁溅在脸上，互相看视一眼，满
眼笑意。那动作不够娴熟的，常
常把汁溅得满是。但是不要紧，
要的就是这样原始的吃态。

吃龙虾的最好去处，我认
为首推铁道北路东首。店面前
的大杨树下，挂起白炽灯，浓厚
的树影婆娑着，一张张矮桌前，
坐满了食客。一边烤上串吃着，
一边焦急又不得不耐着性子等
着麻辣龙虾上桌。

红彤彤冒着辣香的龙虾端
来，有些男士一边喝啤酒一边
吃龙虾，吃到酣处，干脆把夏衫
一脱，光了膀子吃起来。那架
势，很有梁山好汉的派头！

我最喜欢京味菜馆的麻辣
龙虾，据说大厨来自古都西安。
他的麻辣龙虾，辣得爽快，虾肉
处理得柔嫩顺滑。而他的魔香

龙虾球，更是独具风格。有着麻
辣龙虾的鲜香，但是又多了一
层让你说不尽的味道，那就是
麻辣里带着一层柔润、绵软。

龙虾经过去头，掐尾，除去
坚硬的利足，龙虾弯成球形，在
冰柜里速冻。这样，经过爆炒
后，龙虾的壳就不再那么坚硬
了，轻轻一撕，就会把莹白的虾
肉从壳里提出来。虾肉内锌、
碘、硒等微量元素的含量要高
于其他食品，同时，它的肌纤维
细嫩，易于消化吸收。这样诸多
的好处，让美食者不仅不用担
心吃多会不适，还加强了营养，
吃货们如此青睐这个菜品，真
的是情不由衷。据说，这位大厨
做魔香龙虾球，是因为他的妻
子喜欢吃龙虾，可是又嫌剥壳
麻烦，他才经过几番实验，做出
了美味爽口的魔香龙虾球。

大盘的虾球端上来，用筷
子夹起一颗，此时，虾球上沾满
汤汁，放在嘴里轻轻吮吸一下，
麻辣适度的香气，让你恨不能把
虾球连壳吃了。那辣，不是辛辣，
有些绵软，就像陈年的酒，散着
岁月沉淀的香。一个个圆圆的虾
球，红润如同浆果，盈黄的汤汁，

裹着一个个圆果子，看着就是
食色生香，让人欲望十足，顾不
得满桌子客人的虎视眈眈，立
马夹起一个放进嘴里，吮吸一
口，那个满足感，真金不换呀。

京味菜馆还有一大特色，
就是怀旧情绪浓厚。走进去，入
眼的就是开放式厨房，拐进餐
间，古朴的老式高大方桌、厚重
的椅子，让你仿佛走进了久远
岁月。一边用青瓷刻着墨画的
杯子，悠悠品着店员用山泉水
泡制的野菊花茶，一边等着心
仪的美食上桌。在这份期待里，
心被店内古朴的装饰晕染着，
思绪就从城市的快里渐渐慢下
来。在这里，喜欢高谈阔论的，
都放低了音量，似乎自己的不小
心，就会打破岁月的锦绣。走进
这里，享受的是情趣，是生活的
舒缓与温馨。不必再急着考虑白
天未完成的俗事，享受的只是生
活的愉悦与清音对心灵的荡涤。
这与露天吃麻辣龙虾，又是另一
番滋味在心头。

吃货们，夏季来临，又是麻
辣龙虾上市时。你是不是已经
寻了味道，邀朋唤友，走在吃麻
辣龙虾的路上了……

□刘曰章

书箱里有一本字典一直
视若珍宝，来来回回地搬家
数次仍然舍不得丢弃。每次
搬家时帮忙的朋友见到这本
残缺不全且已经纸质泛黄的
字典都想扔掉，但每次我都
是毫不犹豫地夺下，然后小
心翼翼地又放回到一个半透
明的塑料饭盒中。说实话，这
本书打来到我手里时就已是
面目全非了，而且是我人生
中的第一本字典，是它教会我
认字、组词和释义。在那个年
代拥有这样一本破旧的字典
也并非易事，应该说它也是我
人生中走向学知识第一步的
启蒙导师，彼此之间结下了深
厚的感情，这或许才是我真
正不忍舍弃的根本原因。

这是一本破旧的新华字
典，而且是一本差点被一天
天被卷成烟卷的残缺不全的
字典。这字典是邻居大娘的
一个亲戚曾经用过的，据说
考上大学去了远方。这本字
典在农村房屋的角落里不知
待了多久，因为有点潮湿而
损坏被大娘拿来给大爷当了
卷烟纸。当时还没有上学的
我不知是出于好奇，还是追
求对知识的渴望，懵懵懂懂
地举起稚嫩的小手从大爷手
中抢过来，再也没有还回去。
大爷每次见到我都是一句
话：“臭小子，害得我没有卷
烟纸了”。每次说完这句话
后，大爷的脸上都是笑眯眯
的，眯得眼睛变成了一条细
细的缝。在我的记忆中，直到
大爷离开这个世界时再也没
有抽过自卷的纸烟，离不开
手的都是那支长长的烟袋

锅。
得到这本字典时我的年

龄是七岁，那时到八岁才能
上一年级，每天看着背书包
上学的哥哥姐姐们很是羡
慕。平时玩耍习惯了的我抱
着这本书左看了右看，尽管
看不懂但依然不舍得放弃。
邻里前后的哥哥姐姐们放学
后没有作业，主要的任务就
是打猪草。我每次跟在他们
身后帮助他们打一些，虽不
是很多，但他们都很喜欢我，
以后就慢慢地教我识字，教
我字典中的一些常用字的读
法、笔画的写法等。这样零零
碎碎地坚持了不到一年，基
本上一年级的语文课程都学
得差不多了，我也很喜欢这
样。另外还偷偷地跟他们背
熟了十多首古诗词，尽管当
时不明白其中的含义，但为
以后的学习打下了良好地根
基。正式进入小学学习后，这
本字典为我学习不停地助
力，从一年级到五年级我的
语文成绩几乎是名列前茅，
应该说与它的帮助有很大关
系。这本字典跟着我从小学
到中学，从中学到了部队，尽
管中间又添置了新版本的新
华字典和汉语大辞典，但我
一直不忍丢弃它。

四十余年，弹指一挥间，
这本字典就这样一直伴随着
我。现在这本字典的纸张已
经脆弱得都不敢翻页了，每
次挪动它都需要谨慎小心，
哪怕一丝一毫的损坏都不忍
心。我将继续与之相伴，当做
生命中的知己保留下去。因
为它是我知识的导师，它也
是我对知识渴望和成长的见
证者。

我我最最珍珍贵贵的的一一本本字字典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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