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吃食堂”，我吃了三十年
□潘万余

“吃食堂”一语，是父辈们对我们
在单位吃饭的一种统称。

印象中，我从上初中便开始了
“吃食堂”的日子。

那时候住校，一二十个人一间宿
舍，上下铺。每周日下午从家里背上
大米，到学校换成餐票。一到吃饭的
点，便三三两两到食堂打饭“吃食
堂”。那时家里穷，兄弟姊妹们又多，
每周的生活费有限，庄稼青黄不接
时父亲只好向相对宽裕的乡邻借，
才能凑够我的生活费。所以，学校食
堂的荤菜我是舍不得吃的，拿上从
家带来的咸菜，几个关系较好的同
学凑到一起，在一堆瓶瓶罐罐中挑选
着、互换着吃，居然也能吃出“十年
寒窗苦”的独特味道来。如今梦里经
常会浮现，白雪皑皑的清晨，敲开学
校旁边水塘的冰面，漱口洗脸，洗碗

洗筷准备“吃食堂”的情形。
参军入伍来到部队，继续着“吃

食堂”的日子。这时候已经无需自个
精打细算，反正每天吃什么连队有食
谱，大家都吃一样的饭菜。

印象比较深的是入伍到连队的
第一顿“欢迎的面条”以及退役时“欢
送的饺子”，还有生病时的病号饭、除
夕的年夜饭等。那时“吃食堂”吃出的
是浓浓的战友情、官兵爱以及对父母
亲人的无尽思念。当然也有过“白菜
月”、“萝卜周”的痛苦记忆，偷偷敲碗
敲盘以示抗议，但往往换来的是队长
的一通批评教育，换不掉的仍然是早
已吃腻的白菜萝卜。所以，提干当了
连队指导员后，我把战士们“吃食堂”
的事作为思想政治工作的一个重要
方面来抓，努力让大家吃饱吃好，吃
出战友情，吃出战斗力。

这一吃，便是十五年。
转业入警，来到济南交警这支光

荣的队伍里，继续着半军事化的集体
生活，也就延续了“吃食堂”的日子。

这时候的吃，已经越来越成为单
位落实从优待警的一个重要衡量标
准。吃出品位，吃出文化已然是警队
的追求。你看，球场外、警车旁，兄弟
姐妹们手捧快餐盒，正有说有笑地大
快朵颐着呢；任务后、餐桌上，加班的
同事来不及卸下执勤装备，正拼命填
充着饥肠辘辘的胃……

细细算下来，“吃食堂”，我已经
吃了三十年，而且还会一直吃下去，
直到我退休脱警服的那一天。真到了
那一天，放下已经熟悉的味道，我会
不会落下怅然的泪？

回味“吃食堂”的美好日子，珍惜
“吃食堂”的每一天！

我和妻的烟火味爱情
□焦庆福

我和妻是经人介绍认识的，似
乎没有一见怦然心动的感觉，甚至
没有牵过手。直到有一次我问她，
你对我的感觉怎么样？她回答说，
还行。这样不久，我们就进入了婚
姻的殿堂。

结婚之后，我有了一种脚踏实
地的感觉。从前下班我并不着急回
家，现在不行，她在家里等着我呢。
我急匆匆地回家，不想让她着急，不
能让她等得太久。我记得她喜欢吃的
东西，记得她喜欢的那件漂亮衣服，
总想挤些时间做点她喜欢的事。我一
下子变得很现实，推掉了所有的应
酬，收回了天马行空的心。

妻会做各式各样的鱼。据她
说，她家在解放前开过大车店，做
饭的手艺是家传的。清蒸鱼、红烧
鱼、麻辣鱼，每种鱼都做得有模有
样，有滋有味。我的确因此享了口
福。妻只看我吃鱼，却从来没有动过
筷子。每次我让她吃，她只是笑。我
们没有曲折离奇、惊心动魄的恋爱

经历，没有过海誓山盟，可是她在
乎我，在乎我的衣着我的喜好。

后来从岳母那里知道，她家解
放前确实开过大车店。但妻在娘家
时，却没有做过家务。只是因为我爱
吃鱼，她才学了这么多做鱼的法子。

想想我们相爱相亲的点点滴
滴，我们把日子过成了这个样子，
算不算有点儿幸福？

我们也产生过争执。女儿出生
后，两人世界变成了三人世界，生
活因此乱了套。但我们的争执也很
快地达成了一致。我俩的喜好已经
不再重要，女儿要吃什么摆到了首
位。每日三餐都在夜里睡前筹划。
第二天早早起床，去集上购买蔬
菜，然后细心地做饭、吃饭，又急匆
匆地去上班。工作之余，精力全用
在了一家人的吃和穿上。生活虽然
依旧平平淡淡，但平淡中也让人有
了一种陶醉的感觉。我不得不承
认，本来就平庸的我变得更俗了。

女儿和儿子相差十三岁，儿子

出生时我们倒从容了，因为已积累
了相当多的经验。

唯一窘迫的是经济拮据。妻一
直在幼儿园代课，待遇很低。我是
农村中学教师，也没有额外的收
入。让人欣喜的是，妻会精打细算，
日子过得却也开开心心。

有一天，妻忽然对我说，我们
还没有轰轰烈烈地恋爱过呢，等有
钱了，你一定要请我下一次馆子，
你要记得给我买个金项链、金耳
环、金戒指。我说，那当然。

我们已有了两个孩子，妻眼角
有了皱纹，手上有了老茧，她把自
己过成了一个每日只与油盐酱醋
打交道的中年妇女，让我们的生活
透着烟火味儿。

人活一辈子，不食人间烟火的
人有，平平凡凡活出自己一片天地
的人也有。这其中的对错和滋味，
只有经过了才能知道。但活得和和
睦睦，其乐融融，该是多数人的目
标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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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浪的饺子是故乡的牵挂
□木一

我自小不太喜欢吃饺子，是受父
亲的影响。

父亲说：饺子像小船儿，两头弯
弯，一头连着异地，一头连着故乡。那
时候，我是个小小人儿，却也能懵懂
地感受到他眼里的迷离和哀伤，觉得
饺子代表着的是流浪的故事。

父亲小时候没吃过饺子，他童年
记忆里的美味是面条。一个新中国成
立前出生的人，少时挨过饥荒，20岁
就离开家乡，他早年经历坎坷艰辛，
实在没办法对饮食有太高的要求。

后来，家里的生活条件一天天地
好起来，父亲依然不爱吃饺子；每年
春节和冬至，家里都会包饺子、吃饺
子，可是，父亲看到饺子，仍然会说：
不如馒头炒菜能吃饱。

爷爷奶奶在我一岁多时就相继
去世，父亲唯一的手足——— 他的兄
长，也在不久后离世。那时候，父亲已
经在山东落户，从此，对于故乡邯郸，
父亲的牵挂便只有老屋和山岗了，对
于亲人的怀念，也只是年节与清明时
供在厅堂的那一碗饺子了吧？

后来，我长大，出嫁。我嫁的，却
是一个极喜欢吃饺子的人家。

老公祖祖辈辈都没有离开过家
乡，公婆一辈子辛勤劳作，只为了两
个孩子能脱离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境
遇。他们精打细算，再艰难的日子也
要过得有滋有味。对于一个清贫的农
村家庭来说，饺子，是改善生活的美
食，能够天天吃饺子，就是一个小小
的生活目标。

我有了儿子，儿子得了哮喘，为
了让他有一个健康成长的环境，只得
把他送到空气清新的乡下老家由公
婆带。我每个周末回乡下和他们团
聚，除了买回去的鸡鸭鱼肉，公婆招
待我们的主食常常是饺子。

孩子8岁那年，已经是小学二年
级的学生了，仍然跟着他爷爷奶奶住
在乡下。我却终于厌倦了十年如一日、
单调乏味的工作状态，下定决心，离开
单位，停薪留职去异地闯荡。

我去了离家200里外的一个古城。
值得庆幸的是，交通非常方便。我每
周回家两次，周末先到县城小家，再
搭车回乡下老家看儿子。

可是元旦假期，因业务繁忙，我
却回不了家。在办公室里跟儿子通电
话，听到电话那头稚嫩的童音喊着

“妈妈”，一瞬间，所有的疲惫委屈、所
有的烦躁迷惘都化为乌有，重又生出
前行的勇气和力量。不知在一摞摞材
料和数据间埋头忙碌了多久，蓦然抬
头才发现办公室沙发上早已经坐了
一个人——— 是老公，他从百里外开车
赶过来。

晚上，窗外朔风劲吹，雪花飘扬，
室内却温暖如春。我们吃着婆婆包的
饺子，你一个我一个，相视而笑。盛在
保温瓶里的饺子，在冰天雪地里，颠
簸辗转200里路，依然还是温的。那里
面还夹杂着两个捏得歪歪扭扭的极
小的饺子，一看就是小孩子的手笔。
老公还为我讲述了一个包饺子的故
事：

奶奶在门口择韭菜，孩子问：择
韭菜干吗？奶奶答：包饺子呀。孩子
说：包饺子给谁吃呀？奶奶逗他：给你
姑姑吃。孩子哭了：不要，给我妈妈
吃———

在外漂泊流浪了8年，去过很多
地方，见识过很多人，遇到过很多事
情。然而，无论走到哪里，饺子的味道
却是一样的，吃到它，就感受到了家
的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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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活成了

母亲的样子

□云淡风轻

我喜欢做美食，这大概缘于母
亲的影响。

小时候，母亲总是变着花样让
一家人吃饱吃好。虽粗茶淡饭，但有
汤有菜，干湿搭配，一日三餐吃得熨
熨帖帖。

槐花飘香的季节，母亲把槐花
撸下来洗净，开水焯过，烙槐花饼。
槐花饼里有虾皮、韭菜，美味可口。
榆钱儿在母亲手中也是宝贝，和上
苞米面和豆面，握成一个个圆溜溜
的小窝头，上锅蒸熟后，清香味美。

到了夏天，小菜园里种了各种
蔬菜，母亲奇思妙想，把吃不了的茄
子、豆角、青椒等切丝晒成菜干收藏
着。院子的角落里一堆木头上长出
一串串黑木耳，母亲常洒点水，长大
后采下来晒干。到了冬天，母亲就拿
出这些珍藏着的宝贝，搭配着白菜
萝卜，丰富着冬日单调的餐桌。

为了一家人的一日三餐，母亲
一生大部分时间都在厨房里流逝。
每天放学回家，老远看见家里的房
顶有袅袅炊烟升腾，心里就感觉无
比温暖。

结婚后，我就活成了母亲的样子。
下班后去买菜，回家换上衣服，

系上碎花小围裙，就钻进厨房，操刀
弄铲学着做饭。出去吃饭，品尝美食
的同时，也不忘顺路取经，留意菜的
做法以及材料搭配。

我喜欢下厨的感觉，用长于写
字的手，对付那些腥膻的鸡鸭鱼肉；
用欣赏唐诗宋词的大脑，对各种食
材进行排列组合、营养搭配。我喜欢
听锅碗瓢盆奏响的动人交响曲，陶
醉于各种食材调料碰撞出来的美
妙味道。

去母亲家吃饭，见母亲做饭还
是烧柴火用大锅，还是那么细致。单
说手擀面吧，如果晚上吃面条，母亲
上午就着手准备，先把面和好醒
着，还要不时地把面团揉几下，
直至硬硬的面团柔软光滑。擀好
的面条均匀整齐，一把把摆放在
箅帘上，像精致的艺术品。而我做的
美食所用的调料多，食材丰富，所用
的炊具全是现代化，虽然味美，也满
足了舌尖的享受，但因急于求
成，缺少一种时间酿就的味道。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反而越来越喜
欢母亲做的那略带一丝炊烟味道
的饭菜，虽然口味平淡，却贴着心，
暖着胃。繁华落尽，归于平淡，当尝
尽万般滋味，是不是觉得还是母亲
的家常饭最平和温暖呢？

厨房是家的灵魂，柴米油盐里
流淌出的是爱的音符。先生常说，下
班回家，闻到厨房飘出缕缕的饭菜
香，就有一种温馨的感觉。坐在饭桌
前，慢慢享受一顿美食，一天的劳顿
烟消云散。我很想对先生说：那个肯
为你下厨的人，肯为你忍受烟熏火
燎的人，一定是最爱你的人，比如小
时候的母亲，现在的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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