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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小吃】

宋秀芬

上周走亲戚，一进门外甥女就
告状说她妈太狠，也就是说我二姐
厉害。怎么了？原来二姐一看姐夫、
女儿都休班，宣布也要轻松一下：
每天由三顿饭改为两顿饭。新政策
才实施到第二天，女儿就连连喊
饿，联合她老爸闹得和要起义似
的。我笑道：“有那么严重吗？早年
农闲时常吃两顿饭。那时一大家子
十八口人的伙食都由你姥姥一人
掌管，我们粗茶淡饭地过来了，也
没像你大呼小叫的。”

母亲已故去33年，现在想来其
音容笑貌犹在眼前，她的会过在乡
里可是出了名的。我没上小学时，
她就和我们叨叨村口老于家爹打
儿子，为个啥吗？就因为小孩吃地
瓜剥皮被扇耳光，赖家穷是源自熊
孩子从小不会过。当爹的不从自己
身上找毛病，单有震虎小孩的本
事，咱不学他家。

每到农闲，家里壮劳力必须
歇，这是母亲死命令。她起早贪黑
做家务，有时也给我们这几个半大
孩子分派点力所能及的活儿，但是
只有指点督促，没有打骂责罚。我
们也学她的样儿，个个能干，都成
顾家的懂事孩子。上世纪60年代
初，大哥考上大学，但考虑家里劳
力少、人口多，他没有继续求学，选
择留下来，后来当上大队会计。大
姐进城，仍时时记挂家里，没少贴
补娘家。话归正题，当时经母亲全
权主事打理，我家农闲的两顿饭总
要比邻居的两顿饭丰盛得多。

我家那时的两顿饭主食和别
人家差不多，除了小米饭、窝头，就
是地瓜、土豆。母亲说小家过日子
拼的就是副食。那会儿粮食特金
贵，农闲时两顿饭尤其舍不得多
吃。然而，调剂副食要搭工夫、有手
艺，懒婆娘、笨媳妇都弄不来。为了
把两顿饭搞得丰盛，母亲下了大功
夫，真可以说使出浑身解数。

记忆中，炸丸子最有诱惑力。
母亲炸的是豆腐渣丸子、地瓜丸
子、小米饭丸子。尤其这小米饭丸
子是加了鸡蛋和少量面粉炸成，颜
色金黄，外焦里嫩兼着味美，只有
和我特要好的小伙伴才能尝到几
颗。早年食用油奇缺。我家和一养
羊户关系不赖，先是能吃上羊油，
后来我家也养几只绵羊。母亲用羊
油煎的窝头片，曾是我们几个半大
孩子最好的早点，那份香酥可口至
今记忆犹新。母亲还腌制十几种最
多时有二十几种小咸菜佐餐。我最
爱吃她用泡过、油炸后的黄豆配葱
丝腌制的咸菜，别有风味。南瓜条
用酱腌过，上大锅蒸熟，橙色可人，
如咸鸭蛋黄，味道奇美。还有母亲
烙的咸菜饼，芥菜丝、小葱丝就一
点面粉，煎成小饼，下饭最好。

小时候，放学进家先扒碗架
子，就是如今的橱柜。那会儿好像
吃什么、吃多少都不顶事，只挺一
二小时，肚子就咕噜。所以，母亲要
常备干粮给我们这几个正长身体
的熊孩子。那年月好像谁家粮食都
不够吃，缺口都要自己想办法。母
亲带我们把房前屋后能用的空地
都种上瓜菜，还搭起瓜架，充分利
用空间。这样，母亲就可以从容地
将一只只拉瓜、南瓜蒸熟并和进有
限的面粉，再加玉米面蒸成金黄的
发糕。孩子们都馋，喜欢甜食。母亲
便熬“地瓜油”，让我们拿发糕沾着
吃。那可是不一样的甜蜜。

两顿饭，把当年一些小伙伴
“眼都饿蓝”(母亲语)，我们兄妹七
人却只有甜蜜回忆，因为母亲早已
离去……

田长尧

龙口市有近百公里的海岸
线，还有三个海岛(其中一个连
陆)，海边百姓对大海的爱在饮
食上也有独到之处，“生吃蟹子
活吃虾”就是老黄县人的特吃
和美食。吃者用绳系住活蟹子
的两个蟹螯，揭开其盖，一掰两
半，蘸着姜醋、酱油或辣根，一
口一口吃着绿莹莹的蟹肉，活
生生的蟹子疼得四次狂蹬腿。
揭蟹盖疼之一蹬，折之断疼之
二蹬，肉蘸醋、辣根疼之三蹬，
咬其肉疼之四蹬，蟹子吃完了，
腿也不蹬了。生虾吃时先扭下
其虾头、剥其虾皮，再蘸佐料咬
肉，当吃者咬虾肉时，虾腿抖
颤，虾肉抽搐，痛苦难忍。

海边人所以“生吃蟹子活
吃虾”，就是吃特别的新鲜劲，
生蟹虾肉，不腻、不腥、其味纯
正，其肉鲜嫩，而且，肉中所有
营养成分一点没破坏。海边人
生吃蟹子活吃虾，是有讲究的，
必须是从海里刚打捞上的，蟹
虾是活蹦乱跳的；死的不生吃；
捕捞时间长的也不生吃。吃的
是生猛，是鲜活。人们把生蟹活
虾装进大盘子，端到桌子上，男
人们饮着烈酒，生撕活剥蟹虾，
展示一种粗放和野性，也有豪
情和滋润。

很早以前，桑岛有个王氏
老汉，排行老九，岛上人都叫他
王老九，是一位生吃活吞大仙。
一个三九天，窗外飘着雪花，他

坐在炕上，手拍小饭桌说：“人
家南山人，就着雪花吃狗肉；咱
北海人若能就着雪花生吃蟹子
活吃虾，该多美！”儿子说：“数
九寒天，近海结冰封冻，远海风
大浪高，哪有下海捕鱼的？哪有
生蟹活虾？”王老九说：“是呀，
咱没南山人有口福呀！若不，人
家怎会说，宁上南山当驴，不下
北海打鱼！”说者无意，听者有
心，王老九的儿媳妇是个孝顺
女，开始琢磨如何让公公就着
雪花吃生蟹。经过长久思考，儿
媳妇啄磨出“醉蟹”。

第二年仲秋，正是“八月蟹
子顶盖肥”的时候，儿媳妇趁家
里人不注意，将后房檐底下一
个大空坛子洗刷得干干净净，
尔后打了几提烧酒倒入坛中，

公公和男人出海回来，她偷偷
挑选了一大盆铁脚蟹装进坛
子，活生生的铁脚蟹子在酒中
连喝带泡，全入醉梦。儿媳妇又
加入适量的大粒盐，搅拌溶化，
最后将坛口密封。又挖地二尺，
将坛子大部分埋入土中，上面
放了些杂乱物件，不让家人发
现。儿媳妇为什么不醉飞蟹，也
称梭子蟹，因为飞蟹个头大，拿
多了怕公公发现，又怕蟹子个
大醉不好，让公公埋怨。铁脚
蟹，个头小，肉实，宜腌，小破蟹
不起眼，公公根本没当回事。

秋去冬来，数九寒天，冬至
这天，全家人忙忙活活包饺子、
炒菜、请祖宗，搬牌位，上香、祭
拜，这是古老黄县的习俗，有

“冬大似年”之说。炒菜和饺子

摆了一小桌，全家围坐“过冬”。
儿媳妇说：“爹，这饭桌是不是
缺点什么？”公公说：“满盘满
碗，什么不缺！”儿媳妇说：“缺，
缺就雪花吃生蟹！”公公说：“海
都封了，上哪弄生蟹？”儿媳妇
笑着走出门，转瞬间端上一大
盘醉蟹说：“爹，你先尝尝，好就
吃，不好扔圈里沤肥。”王老九
挑了一个，揭开蟹盖食之，蟹肉
鲜美无比，说：“哎呀，这小蟹比
生的还好吃，又有咸味，又有酒
香，美！来，一人一个，大伙都尝
尝。可这算什么蟹子呢？”儿媳
妇想了想说：“该属醉蟹吧！”

第二年深秋儿媳妇又醉了
一大坛子铁脚蟹，在加盐的同
时，又添加了花椒、大料，少许
糖和醋，醉蟹更加香美。王老九
又把儿媳妇新的醉蟹送给老伙
计喝酒，夸儿媳妇又孝顺又聪
明，还说：“我是老九，俺儿媳妇
在我面前从来不说九字。”岛上
张老九、李老九不信。两老汉重
阳节敲王老九的门，张老九说：

“张老九李老九，篓里装着韭和
酒，请王老九去过九月九。”说
着两个老九跟媳妇进了院，媳
妇朝里屋喊：“爹，张三三，李四
五，篓里装着镰刀叶，请公爹去
过重阳节。”王老九从屋里出
来，说：“你们说一百个九字，俺
儿媳妇也不会用一个！”从此，
王老九儿媳妇的孝德传遍老黄
县，秋醉冬食醉蟹也走进千家
万户，成了老黄县海边人们一
个习俗和趣吃。

母母亲亲的的家家常常味味粽粽子子
鲁从娟

小时候，虽然家里条件
差，但母亲却总是把端午节过
得很隆重。离端午节还有些日
子，母亲就悄悄做准备，几斤
糯米，一兜小米，几把豇豆和
花生豆早已珍藏在小纸缸里，
还积攒了几把鸡蛋和几个鹅
蛋。端午的日子临近了，母亲
还会挖上几瓢小麦，用水浸泡
片刻捞出，沥干水分，用石臼
舂去麸皮，灰头土脸的麦子就
华丽转身，变成娇嫩的麦仁。
在母亲的眼里，并不是只有糯
米才可以包粽子的，五谷杂粮
都可以巧妙搭配。譬如：糯米
粽子里放两个大枣，大黄米粽
子点缀一个板栗，麦仁粽子里
塞进几粒花生豆，经母亲的巧
妙组合，普通的杂粮也能做出
各种味道迥然不同的美味粽
子。

端午节的前一天，母亲
就忙碌起来，煮粽叶，泡糯
米，忙得不亦乐乎。早早吃过
午饭，便动手包粽子。小时
候，我总爱坐在母亲身边看
母亲包粽子，粽叶一片片在
母亲手中铺平、重叠、捋直，
双手灵巧翻转，瞬间握成一
个漏斗，装上适量的米，然后
粽叶在母亲手中翻飞，密密
实实包裹起来，动作娴熟。此
时，我眼疾手快，赶紧递上一
根马蔺草，母亲接过后，麻利
地把粽子缠绕几圈打结系
紧。一下午，我的视线总在母
亲忙碌的双手间穿梭，把太
多的细节织成我记忆里最美
的画面。包完自己家的，母亲
还去左邻右舍家帮忙，特别
是需要出村送亲戚的，怕包
的粽子不好看，会被人笑话，
所以特意让母亲包上一些。
因为母亲包的粽子有角有
棱，模样俊俏，能拿得出手，
即使出村出疃，谁见了也会

“啧啧”赞叹一番。
父亲早已劈好了一堆木

头准备用来煮粽子，一八印锅

粽子通常要煮上几个时辰。往
往在睡梦中醒来，还见灶间灯
火通明，锅里发出咕嘟咕嘟的
声音，屋子里升腾着袅袅热
气，粽子的清香味儿飘了出
来，弥漫四周。母亲说，煮粽子
不可心急，需要细火慢熬，粽
子才熟得透彻，才会软糯可
口。煮得差不多时，母亲不忘
往锅里放几把鸡蛋和几个鹅
蛋，鸡蛋融入了粽子的清香，
所以味道很是独特。

端午节一大早，母亲便把
我们姐弟叫醒，吃粽子、分鸡
蛋和鹅蛋，我们姐弟几个都有
一份，装在衣兜里，沉甸甸的
坠着，好像期盼了多日的端午
节只等这一刻，心里甭提多美
了。母亲打点好了粽子和鸡
蛋，放在小篮子里，让我和姐
姐去送给本村的姥爷。姥姥去
世得早，记忆里没有姥姥的印
象。我和姐姐把珍藏在布兜里
的鸡蛋掏出来争着给姥爷吃，
姥爷总是抚摸着我和姐姐的
头说：“我不爱吃鸡蛋，留给你
们吃。”临走时，姥爷拿出一个

旧迹斑斑的钱夹子，掏出几角
钱分给我和姐姐，在当时来
说，这又是一份不小的喜悦和
收获。

把这些端午节的事情说
给女儿听，女儿不以为然，说
吃几个鸡蛋和粽子会那么兴
奋？我先是愕然，后来终于明
白，现在的孩子衣食无忧，在
蜜罐里长大，对什么食物也
不感兴趣。她没体会过包粽
子的快乐，不知道等待美食
的那一过程的甜蜜，更不知
道在艰难的日子里吃上一顿
好饭是什么幸福滋味，又怎
么会体谅妈妈对端午节的情
愫以及对粽子鸡蛋的情结
呢？如今，五月的粽子又飘
香，那虽贫穷却无比幸福的
端午只能在梦里依稀萦绕
了。我也渐渐明白，母亲总是
那么耐心细致，不急不躁地
包粽子，煮粽子，其实是把对
家人对孩子浓浓的爱和温暖
一并融在粽子里，让我的童
年留下了许多温馨的画面和
甜蜜的回忆。

吕富苓

俗话说：好过的年，难度的
春荒。在上世纪70年代以前，春
天这两三个月，许多人家闹春
荒，就是没粮缺菜吃不饱饭。当
时有句口号“备战、备荒、为人
民”，为了挨这难熬的日子，秋天
就多晒黄菜。黄菜，就是晒的干
菜。芥菜缨子、萝卜缨子、蔓菁缨
子，带着蒂把割下来，在闲房子
里高高地拉上绳子，把菜缨子挂
在绳子上晾干，屋子里充溢着一
种甜甜的菜香。

这些菜中最好吃的是蔓菁
缨子。蔓菁已多年不见了，在小
白兔拔萝卜的画中，画的萝卜一
般是扁圆形的，根长长的，有须
根，叶子大大的几片，那就像是
蔓菁。蔓菁产量低，沙塄土就行，
生长期短。根茎呈肉白色，不甜，
面面的，一口特有的淡淡蔓菁
味，可以蒸着吃、打稀饭喝，很养
人，蔓菁的叶子晒黄菜是最好吃
的。等春天鲜菜还没有下来时，
把黄菜蒸烂，蘸豆酱吃。小时候，
家家都多少种点，地头、茔边，沙
塄地，旱涝都长，优点就是全身
都好吃。

黄菜蘸大酱，越嚼越香。家
乡黄县可谓顿顿饭不离酱，做菜
爆锅、包子饺子和馅；萝卜、黄
瓜、苦菜和大葱蘸大酱，一年到
头的好就头。家乡的酱好几种，
有面酱、豆酱、豆瓣酱，如果豆瓣
酱中放上熟黑豆、杏仁等，那就
叫豆豉，是家长下酒的佳肴。做
酱，是家庭妇女必须会的，同样
的工序，有人做得好吃，据说有
手气在，大约就是和细节的把握
有关吧。对于不缺吃的人家，黄
菜是就菜；对于缺粮的人家，黄
菜就得顶饭，特别家中的妇女，
更得吃糠咽菜。酱在春阳下一
晒，发得黄褐色，飘散出一种略
带糗味的酱香，放上香菜末一
搅，把蒸得烂乎乎的黄菜叶卷成
小卷，在酱碗里一蘸，就着有黄
饹馇的苞米饼子，那可香啦，越
嚼越香，一口又一口，直吃得肚
子鼓胀涨的，撑到脖子颈。

在梦里，还常享受这一口。

黄黄菜菜蘸蘸豆豆酱酱

越越嚼嚼越越香香

【浓浓亲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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