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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年皮筋情
□刘烟生

百吃不厌黄片片
□周子元

20世纪60年代，跳皮筋是女
孩子最喜欢的游戏，是她们的专
利。在那个物质匮乏的时期，能拥
有一条皮筋是梦寐以求的奢侈愿
望。

跳皮筋游戏随意性大，人少
时，可以把皮筋拴在树干上一个
人跳，充分享受孤独的乐趣；人多
时分拨跳，可以尽情展示表演的
欲望。我们男孩偶尔也参加跳皮
筋游戏，但我们跳不来蝴蝶、蜻蜓
舞那些复杂的花样，只能玩些“过
河”之类的低级跳法。每逢这时，
观光的女孩十分兴奋，她们大呼
小叫，指指点点，善意笑话我们的
笨拙姿势，好像在欣赏一群刚出
土的恐龙蛋。而我们不管不顾，埋
头苦跳，严肃认真。

尽管玩得高兴，设备却很简
陋。因为家长是绝对不肯出钱让
我们到商店去买韧性强、弹性足
的“牛皮筋”来做游戏。女孩们大
多是把牛奶瓶上用于包装的弹
性很差的皮筋，一个个攒起来连
接成长长的一串。要攒够足够的
长度，确非易事，需要很长的时
间。

男孩常常收集皮筋的代用
品，用捡来稍有弹性的绳状物帮
着女孩增加皮筋的长度，以便作
为敲门砖，得到女孩的许可，加入
到跳皮筋的队伍来。那拼接起来
的皮筋，如同一件补丁斑驳的百
衲衣，经不起踩、勾、挑、撩、绕的
折腾。有时跳着跳着，“嘣”的一声
断了。扫兴不说，把腿绷得生疼，
有时还绷出了血印子。

皮筋跳得最好的当属邻居邵
伯伯的女儿小芸，我们称她小芸
姐。记得小芸姐过生日那天，她的
小姨给她买了一条价格很贵，弹
性十足，结实耐用的3米长松紧带
皮筋。那天，小芸姐把一根松紧带
皮筋两头接起来，让我们两个男
孩用腰部把松紧带拉成平行的两

根，小芸姐在两根皮筋中欢快跳
来跳去。只见她两只脚时而踩压
皮筋，时而勾起皮筋，时而挑动皮
筋，时而弹开皮筋。皮筋在她灵巧
的脚下不断变幻图案和式样，让
我们这些男孩看得眼花缭乱,瞠目
结舌。哇塞，她简直就是穿上红舞
鞋的精灵。

她一边跳着，一边唱着那首
脍炙人口的“皮筋歌”：小皮筋，香
蕉梨，马兰开花二十一，二五六，
二五七，二八、二九、三十一……”
我们也拍着手跟着她一起唱起
来。

小芸姐在“皮筋歌”悠扬的旋
律中愉快地度过她14岁生日。那
时，我们还不知道有《祝你生日快
乐》这首歌。否则，我们唱的一定
是《祝你生日快乐》。以后，小芸姐

的松紧带皮筋给我们小巷的孩子
们带来欢乐，连我们这些男孩的
跳皮筋技艺都大有长进。

一天放学后，小芸姐到我家。
她把卷成一盘的松紧带皮筋递给
我说：“大家都喜欢跳皮筋，它就
交给你保管了。”见我惊诧的样
子，她告诉我说：“我奶奶病了，妈
妈要带我们回乡下看看奶奶，得
住几天才能回来，皮筋你拿着，别
耽误大家跳皮筋。”

第二天放学后，我们小伙伴
来到胡同头的大槐树下，但谁也
没心思跳皮筋，心情都很沉重。
因为我们听大人说，小芸姐的父
亲在中学教书，他是一个大右
派，小芸姐全家随她父亲被遣返
回河南老家了。我当时很不理
解，那平时和蔼可亲，见到我总

要摸摸我头顶上长着两个旋的
邵伯伯，怎么会是阶级敌人？我
对小伙伴说，这松紧带皮筋咱不
跳了，别跳断了，咱好好保存着，
等将来有一天小芸姐回来，咱们
再一起跳。小伙伴一直点头赞成
我的意见。

我不知道小芸姐当时给我皮
筋时，知不知道事情的真相，反正
她再也没回到我们小巷来。屈指
算来，小芸姐和我们分手有五十
年了。如今，我保存的那盘松紧带
皮筋也已经老化，失去弹性了。但
我们和小芸姐共同唱的那首“皮
筋歌”，常常在耳边回旋；小芸姐
跳皮筋的优美舞姿，永远定格在
我的记忆中，并随着年龄的增长
越来越清晰……

小芸姐，你在哪里？

提起宋代画家张择端的
《清明上河图》大家都不陌生，
它描绘的是清明时节汴京人
参加商贸活动的热闹繁华景
象。在莱山区解甲庄街道也有
这样一处历经百年风雨，至今
兴盛不衰的商品交易场所解
甲庄大集。

解甲庄大集位于解甲庄
街道东解甲庄村。解甲庄大集
具体形成于何年何月，在《宁
海州志》和《牟平县志》等文献
中并没有确切记载。但村里百
姓口口相传，解甲庄大集源自
明末盛于清咸丰年间，至今已
历百年风雨。

当时赶集地址设在村中
心的庙前胡同，每逢阴历一、
六开集日，从村西边的柿子园
骡马市开始经过戏楼绵延到
东头泊地的海鲜市。街两边商
铺林立，摊贩云集，商品琳琅
满目一应俱全。往往开市时案
靠案，摊连摊，人挨人。

集日清晨，天蒙蒙亮，方圆
几十里的商贩和赶集人或结伴
步行、或肩挑人抬、或推独轮
车、或拉着板车、或赶着毛驴从
四面八方涌向大集。临街的门
面也早早打开门板，挂起幌子。
俚语“宁可撂了山，不能落了
集”就是当时大集在人们生活
中重要地位的真实写照。

那时解甲庄大集最著名
的买卖是集东首的老字号徐
记肉食店。往往是赶集的人赶
到大集时，案板上现杀的的生
肉尚有余温，熟肉氤氲冒着热
气。徐记烧肉以拾掇干净、色
泽金黄、透明光亮、香而不腻、
鲜美可口、配方独特著称。当
年一进集口，就能闻到一股沁
人肺脾的烧肉香味。许多老人
至今提起徐家烧肉仍然津津
乐道，念叨起那句“不吃徐家
肉，不算赶大集”的口头禅。

待到日起两杆，大集开始
热闹，市场交易正式拉开序幕。
人们摩肩接踵，熙熙攘攘，人声
鼎沸。叫卖声、讨价还价声、喧
哗叫喊声、呼朋引伴声纠结在
一起，荡漾在集市上空，成为一
道亮丽的民俗风景线。

大集是人们商品交流的
的舞台，也是年轻男女邂逅相
遇相识相爱的好地方。四十年
前我的父母就是在大集偶遇
一见钟情互生爱慕，结成美满
姻缘的。到了下午1点，大集交
易接近尾声，人们或带上采购
的东西，或换回的钞票踏上归
途，新朋故交依依不舍相约下
集再见。

毋庸置疑，赶大集在农
村，在很长一个历史时期是人
们主要的商品交换方式。据

《牟平县志》记载，“大集，凡当
地产品如食粮、柴薪、果品、牲
畜、鸡鸭、海鲜、杂品，莫不聚
集，小贩且有来自外地者，聚
会恒达数万人；小集，各物品
数量较大集少，比例当在百分
之二三十”。

解甲庄大集一路走来，历
经风雨，命运多舛。抗日战争
期间，为躲避日军飞机轰炸，
大集曾南迁到1里外的大山后
村一片茂密的树林里，后随抗
战胜利迁回旧址。现在解甲庄
大集仍然生机盎然，为丰富人
们的生活做着新贡献。

苞米又称玉米，盛产于胶东
地区，把苞米磨成面，和上适量的
豆面，烀出来的片片，曾经长时期
占据着百姓餐桌上的主食位置，
直到现在，还很受许多中老人的
青睐。

小时候家里最常吃的主食就
是片片。母亲烀上一锅片片，再熥

上一大碗萝卜菜，至少能吃上一
天。有时候在焖着鱼的锅沿上，贴
上一溜儿片片，吃起来特别对胃
口。当时我家里的经济状况不太
好，母亲便注意俭省点过日子，常
常在苞米面里掺和上点野菜或青
菜叶，烀出来的片片虽然减弱了
气味，却也多少起到了调节胃口
的作用。

记得当时孩子们还有一种最
简单的吃法，即剥开一棵大葱，便
吃一口片片，咬一口大葱蘸面酱，
这样吃起来感觉很清脆、香甜、开
胃。现在回味起这一口来，仍然很
有兴致，只是牙口远不如当年那
么灵便了。

那时候吃的苞米面分等级，
有烟台本地产的“小粒红”等，还
有从东北海上运过来的“船苞
米”，也称“大牙苞米”。用本地产
的苞米面烀出来的片片呈金黄
色，有油气，香甜可口，只是价格
稍贵些，而大牙苞米面的油气少，
烀出来的片片口感差，因为价格
便宜，贫困人家大都把后者作为

主食。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期，国民

经济遭遇到暂时困难，居民早先
已实行计划供应的粮食，进一步
被压缩。粮食品种以粗粮(苞米面)

为主，要想吃饱肚皮，需要在苞米
面里掺和上较多的野菜或糠麸、
皮等“代食品”，这种从野菜为主
做出来的片片完全变了味，人们
通称为“菜蛋子”。还有用所谓“增
量法”做出来的片片(窝窝头)，看
起来个头不少，吃起来则稀软，跟
喝稀饭差不多，不充饥。这时吃片
片既谈不上口味，更别讲什么营
养了。好在熬过几年之后，情况便
有了好转。

这期间，让我难以忘怀的是，
1 9 6 5年我被组织上派往农村搞
“四清”运动那段经历。工作组进
村后，要求与社员同吃同住同劳
动，我们轮流到所在生产队的贫
下中农家里吃饭，每户一次管两
天，每人每天付给该户1个粮票4

角钱。按规定不能吃鱼、肉、蛋、
面，一般是早饭和午饭吃片片、地
瓜，晚饭喝顿朵面汤。这项规定对
我这个“片片肚子”来说，没有丝
毫的影响。农家烀的片片特别好
吃，其中有一家的主妇干净利落，
待人热情，心灵手巧，是个治家的
高手，她烀的片片很有特色，金黄
暄透，吃起来香喷喷甜丝丝，非常
爽口，真不亚于吃点心蛋糕。每次

轮到去她家吃饭，那真是一种难
得的享受。

改革开放以来，人们的生活
水平不断提高，饮食结构和质量
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由求“吃得
饱”到要“吃得好”，大多数家庭
的餐桌上，已看不到片片影子。
为了照顾我爱吃片片的老习惯，
老伴常常去集市上买些农家自
产的苞米面回来，隔三差五地自
己动手做。有时也会去片片铺买
回几个制成品，让我调调胃口，
解解馋，市区的片片铺几乎让我
吃遍了。

前些年我家附近的农贸市
场大棚里，开了一家福山大锅片

片铺，店主使用他家自己种的玉
米面和豆面，在大锅里烀的，他
家的片片吃起来甜，膈儿也香，
全然是正宗味儿，如今我已是他
的忠实顾主。后来我又把它推荐
给我那几个爱吃片片的亲朋好
友，他们吃了也都说好。还有，令
我欣慰和感动的是，我的亲戚和
孩子们也很理解和支持我，家在
农村的亲家母，隔些日子就让回
家看望她的我儿媳妇带回些苞
米面，或者烀上几个熟的给我尝
尝。儿媳妇单位食堂里有时做菜
片片，也会买几个送来家。真的
很幸运，到了晚年，还能经常有
片片吃。

解甲庄大集
□李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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