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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瓜煎饼和咸菜
□杜新萍

初中三年，我住校，带的饭菜一直
都是地瓜煎饼和咸菜。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在我们那片
农村，主食大都还是煎饼。住校的同学
中，带煎饼的也不少，但多是白面煎
饼。我带的地瓜煎饼，已经少见。

我家姐妹四个，两个超生，农村超
生家庭的生活特别困难。麦子磨的白
面，除非家里来客，否则只有逢年过节
才能吃。一年到头吃的，都是地瓜面。

每天天不亮，母亲就像个机器一
样，俯在鏊子上，一手添柴火一手摊煎
饼。煎饼一张张地揭，我妈脸上的汗，
像下雨一样，顺着脖子往下淌。

一天的煎饼烙完，我妈的肩膀疼
得胳膊都不能抬起来平肩。

我家小孩多，我妈的活也多。为
了赶活，她用的鏊子特别大，摊的煎
饼比较厚，面刚熟，煎饼还软软的，她
就揭下来。这样的煎饼肯定不好吃。
所以，我二妹就哭闹着不吃，想吃馒
头。我是老大，我吃。不光在家里吃，
上学的时候，我还背上一摞。再包上

一包我妈腌的咸菜。
我妈腌的咸菜也不好吃。她太忙，

成天忙着地里，地里的活是一家人全
年口粮的保障，家里的活都是次要的。
越是下雨天，她越要往外跑，去盖麦子
放水，咸菜缸里淋上点雨算啥。咸菜缸
里淋上雨，咸菜就烂。

初中三年，我一直吃的都是地瓜
煎饼就烂咸菜。夏天，我妈烙的煎饼太
湿，星期天下午带去，星期二就霉了，
我把霉煎饼一个一个地摊开，在苍蝇
纷飞的简陋宿舍里，晾干。继续吃。

我妈摊的煎饼太厚，晾干后更咬
不动，我二妹痛恨地叫它鞋底掌子。她
在家里，也常常一边哭一边还是要愁
眉苦脸地啃鞋底掌子。

没办法，饿，没有别的吃。
我同学美霞，也是老大，父母为躲

计划生育去了东北，每个月给她汇钱，
她富裕得可以常年在食堂里吃一日三
餐，奇怪的是，也每天陪着我吃地瓜煎
饼就烂咸菜。

在一起啃地瓜煎饼就烂咸菜的岁

月里，我俩成了最好的朋友。每周，我
带去煎饼和咸菜，两个人一起吃。吃光
了，再一起吃她在食堂买的馒头和一
毛钱一份的大锅菜。

对我来说，那已经是美味。
后来她去了北京，多年打拼后成

了很多家连锁店的老板。每年她都会
回老家，每次回老家，都会来看我。

一个北京的大老板，一个乡下的
穷教师，因为一起吃煎饼就咸菜的经
历，我们两个，四十多岁了，仍然可以
像小时候一样躺在一张床上聊天。

她每次回来都想吃我妈烙的煎饼
腌的咸菜。有一次她吃着吃着就哭了：

“姨，你知道我为什么愿吃你做的煎饼
咸菜吗？我从小，就被父母扔在老家，
天天盼着父母回来看我，盼了几十年，
也没吃上我妈做的一顿饭。”

雷厉风行的成年人，哭得泪流满
面。他们一家人始终不在一起，她一辈
子的遗憾。

我多幸运，至今还可以吃妈妈做
的饭菜。

母亲的荷包蛋
□庞洪锋

母亲的荷包蛋，打小俺爱吃。母亲
的荷包蛋做得那叫一个绝妙——— 软硬
合适，不烂不澥，中间鼓鼓的，白中透着
隐隐的黄，色泽鲜亮，周围似一圈荷
叶……看着俺就流口水。

小学三年级时，俺具备了两个特
长，拉肚子和闹感冒。那时，俺弱不禁
风，风吹着了，雨淋一下，就出状况，就
请假。俺的班主任路老师，由衷地夸俺：
三天打鱼两天晒网。

这，俺不以为然，俺就盼请假，要
紧的是就能吃到母亲的荷包蛋。那时
候，日子很不宽裕，父母工资不高，姥
爷姥娘已跟着我们生活，父母隔段时
间还要给爷爷奶奶汇钱。但，母亲总
能变戏法似的弄到鸡蛋，煮荷包蛋给
俺。有一次，俺不小心听到母亲向姥
娘撒娇地说悄悄话：娘，咱也养只鸡。
就养了鸡。那只鸡也够意思，几乎天
天有喜。俺特别喜欢听它的“咯咯哒，
咯咯哒”的叫声。只要俺听到了，就跑

去它就寝的地方巡视，瞧，一个似乎
还冒着热气的蛋儿，乖乖地笑眯眯地
看着俺。

怪事，只要吃了母亲的荷包蛋，
俺的或闹肚子或感冒，就害羞似的遁
迹了。

四年级，感冒啦闹肚子啦，竟然不
好意思来作伴。不过，隔三差五地，母亲
还是煮荷包蛋给俺吃。

念到高中了。那天，俺放学回家，母
亲病了，母亲躺在床上。俺跑到母亲跟
前，紧握母亲的手，凝视着母亲的眼睛。
母亲柔柔地望着俺，母亲的手有些热，
脸上冒着汗，当时，天气好像是乍暖还
寒。当时，俺的家已经从县城搬到一个
叫故官屯的乡镇，房子是赁的民房，独
院，好像不养鸡了。忽然，前院传来母鸡
咯咯哒的叫声。俺放下书包，从家里放
鸡蛋的小筐里，悄悄选出两个鸡蛋。俺
躲过姥爷姥娘的视线，鬼头鬼脑地来
到小厨房。俺往锅里倒两盆凉水，盖上

锅盖，就大火烧起来。不大会儿，那热气
就冒出来，俺掀开锅盖，拿过鸡蛋，学着
母亲的样子，轻轻往锅沿上一磕，蛋儿
破了，俺两手把鸡蛋往锅里一掰，它就
溜到咕嘟着沸腾着的水中了。盖上锅
盖，满含着期待，俺等了一会，打开锅
盖。咋回事？满锅是白沫，俺用勺子舀了
舀，舀上的是烂了的鸡蛋，它，呈网状，
白黄交叉，长短不一。俺哭了。姥爷过来
了，一看，姥爷就笑。俺端俺的荷包蛋去
给母亲吃，母亲还边吃边说好吃。

后来，俺出去做事了。每次回到家，
母亲都煮荷包蛋给俺。母亲煮荷包蛋，
俺在旁边瞧着。如今，俺能煮出好看好
吃的荷包蛋了，却没机会煮给母亲吃
过。总觉得以后还有机会。

以后，再也没有这样的机会了。
2016年4月4日凌晨零点过五分，母亲永
远走了。

昨晚，俺梦里给母亲煮了个荷包
蛋。母亲边吃边说：好吃。好吃。

烙在灵魂深处的

千层饼

飘泊的人生总有一处最温暖
的港湾，叫做“家”；琳琅的美食总
有一款最难忘的珍馐，叫做“妈妈
的味道”。我的妈妈是个面食高手，
她“塑造”的各种有型又有味的面
点总让我心生“宁长二斤肉、绝不
少一口”的执念，尤其是千层饼更
是我的最爱。

把面团反复揉，擀成薄薄的一
层层，层层相压，制成一体。各层间
均匀地涂上一层油，撒上葱花、花
椒粉、细盐，待烙至表面金黄，香气
四溢时，外酥内软的千层饼就大功
告成了。我钟爱它，不仅因它绝美
的味道，更因它曾承载着妈妈对生
活的希冀和企盼。

爸爸是个老实人，家里的日子
常过得捉襟见肘，妈妈却总能用极
简的食材做出各种美味小食，用细
腻的爱为我们捕捉着幸福。后来，
家里为盖房子，从亲戚那借了四万
多元钱。自此，妈妈便为了能早日
还上借款而忧心忡忡，她毅然决定
做千层饼去卖。每次，当她吃力地
用自行车载着一大筐千层饼出发
时，我的心也随妈妈一起上路了。
有人半开玩笑地说：“我数数你的
饼有一千层吗，不够可不给钱啊。”
妈妈笑着说：“尽管数，尽管尝。”那
人品尝后对妈妈的手艺赞不绝口。

周末，我便和妈妈一起去卖千
层饼。为给妈妈减轻负重，我在前
面一手拉着妈妈的车把，一手扶
车，用尽全力蹬着，崎岖的小路让
我感慨着命运的坎坷，恨不得生出
一双翅膀，带妈妈无忧无虑地翱翔
在天空。暑假里，我和妈妈顶着烈
日去卖饼，碰巧遇到住在附近的表
姐，她带我们到家里休息。当时，大
姨正在凉爽的空调房里唱京剧，同
样是个京剧迷的妈妈只坐了一小
会儿就叫着我走了。刚出门，妈妈
的泪就止不住流下来。我的心像针
扎一样，哽咽着说：“妈，你别这么
累了，反正大姨她们又不缺钱，借
的钱我们慢慢还就是了。”可妈妈
却坚定地说：“人家肯借钱给我们
就够感激的了，再苦再累，我们也
要早日把钱还上！”那一刻，我在心
里对自己说：“一定要好好学习，以
后让妈妈过上舒适的生活！”那一
刻，我第一次感到责任的力量；那
一刻，我在心里埋下了坚强的种
子。

工作后，我拼命攒钱，仅用了
一年多时间就把剩余的3万元债务
全还上了，妈妈开心得像个孩子，
这三万元债务就像压在她心头的
三座大山，现在她终于可以轻松地
舒口气了……

如今，妈妈做的千层饼又成为
我孩子的最爱。每次妈妈来我家，
都要先为我们烙几个香喷喷的千
层饼，临走前再烙上几个，我总是
不舍得很快吃掉，而是放到冰箱里
慢慢享用。妈妈的千层饼，层叠进
了她的人生百味，深深地烙在我灵
魂深处，使我坚强、催我奋进，让我
明白：人生不应被定义，而要靠努

力去改写！

□胡晓娟

【下期征文预告】向 往

妈妈做的菜是什么味道？也许大部
分朋友并不需要记得那么清楚，因为他
们只消回到家，亲口尝尝早已被妈妈端
上饭桌的菜就知道了。可是我却连这么
微不足道的愿望都不能实现了，母亲已
经离开我13年了，尽管许多年过去，母亲
做的最后一道菜却长留我心，至今忆起，
仍然回味悠长，实际上，那只是一道再平
常不过的土豆片而已。

当时我正在伯父任职的大学里打
工，一天下午，他有事开车回老家，当
晚即赶回学校，知道离家不久尚且年
少的我一定想家，便捎着我一起回去。
我记得很清楚，那天是儿童节。

在家仅仅几个小时，母亲拉着我
的手问这问那，眼神里满是爱怜和不
舍，对刚刚走出家门的我，她一定牵肠
挂肚，毕竟我是她最疼爱的小儿。可是，
少年的我怎能体会母亲的苦心，含混
着应付几句便跑出去找小伙伴儿了。

直到天色渐暗，我想起伯父嘱咐
当晚返校，才匆匆往家里赶，母亲一定
因为我的回家而六神无主，放弃了一
切农活儿家务。心里想的，全是和小儿

多说上一句话，为小儿做一次他最爱
吃的饭菜。我到家时，母亲已经盛好一
碗刚出锅的酸辣土豆片，冒着热气，透
着一股酸丝丝辣乎乎的香味，在外面
疯了那么久的我顿时觉得好饿好饿，
抓起筷子狼吞虎咽地往嘴里扒着，母
亲在一旁轻轻笑着，一直看我吃完。很
快，伯父便载着我返回了学校。

六天后的深夜，我正准备睡觉，传
来一阵急促地拍打窗子的声音，我吓
了一跳，拉开窗帘一看，是伯父，他看起
来神色有些慌乱。我立刻起床开门，他
不由分说，让我赶快收拾一下跟他回
家。年少的我大概可以猜到家里一定
出了什么急事，但少年尚不识愁滋味
的天性，让我远不会料到，这一次，竟是
母子的永诀。

车开得很快，伯父也终于平缓心
情，问我母亲平日的身体状况，这仍然
没有激起我更多的联想，直到车子径直
驶入县医院。我突然感觉不妙，不等车
停稳，便飞奔进灯火通明的病房大厅。

陆续看到家人，围站在大厅一张
病床的四周。躺在床上打着吊瓶，已经

昏迷不醒的正是我的母亲。只听大脑
嗡一声，清晰而沉重，我一下子扑倒在
母亲床边。

我至今仍不十分确定是否真的有
预感这一回事。想起一周前回家，母亲
比往日对我更加亲热，好像和我有说
不完的话，道不尽的爱，临了还要在并
不是饭点的时间特意为我做一顿我爱
吃的土豆片，似乎明知今生母子缘分
已尽而百般补偿。

而我，也在她即便离开多年以后，
依然坚信她不过是出了趟远门，总
有一天，会再回到家里，为我做
我最爱吃的土豆片。

前几天，跟刚生下小侄
儿的嫂子聊天，她对我埋
怨完我哥的种种不是之
后，突然说道：我知道咱
妈离开的时候，他没见最
后一面，从那时起受了
刺激，脾气变得有些
暴……

电话这头的我，鼻
子一酸，泪如雨下。

一碗土豆片
□张立民

命题嘉宾：施战军（文学博士，《人民文学》杂志主编。）
命题说明：在蔚蓝的天空中飞翔，是鸟儿的向往，而追索向往之路，就像对生命的信仰。为了向往的本真，可以百折不挠，忍辱负负重；为了向往的美妙，孜

孜不倦，恪守鸿志，向往是生命海洋里的风帆，向往是奏响人生乐章激昂的旋律，向往更是始于足下瑰丽风景的永恒………是否某个“向往”让你久久不忘，追索
向往之路是否让你感慨万千，欢迎写下来与大家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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