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张金刚

巷口卖手擀面的大姐多日未出摊，
我便多日从满怀期待到心生失落地骑车
穿越小巷，心心念念着宽展案板上沾满
金黄玉米面的那一团手擀面，盼着某日
又逢着她勤快的身影、灿烂的笑容，还有
那声爽朗的招呼：“买面条呀？”

或许是上了些年岁，在吃过了天南
地北的各式面条之后，我愈发对一碗朴
素家常的手擀面情有独钟。故而，对小城
多个机擀面摊、风味面馆视而不见，情愿
穿街过巷，兜兜转转，光顾这家太阳伞下
现擀现卖的手擀面摊，哪怕在烈日雨雪、
嘈杂熙攘中等上十分钟，买上两块钱的，
回家自做一碗称心的家常面，只图一个
舒坦。

不久前，听说大姐的丈夫生病，她陪
着去了北京看病，恐怕一时半会儿回不
来。母亲的唠叨又响在耳畔：“你爱吃手
擀面又不学着做，哪天我擀不动面了，看
你吃啥？”对母亲的担心，我从来都不以
为意，哪儿还买不到点手擀面？这回真买
不到了，只能尝试着自己动手。先前，母
亲和面、擀面、煮面的镜头如教科书般在
脑中放映，指引着我一步步操作。毕竟，
人至中年，掌控面团远比掌控生活、工作
简单得多，第一次便如愿，后屡试不爽，
并深深爱上这自己动手的家常烟火。

两碗面粉，撒些盐，打入一个笨鸡
蛋，倒入从老家取回的山泉水，用筷子快
速搅拌成丝丝缕缕、白里透黄的面絮，一
点点揉捏按压成稍硬的面团。用手蘸水，
最后打理得手光、面光、盆光，蒙上湿布，
开始饧面。想着那来自故乡深山的泉水
和富含营养的蛋清蛋黄，奇妙地与不知
产自何方的面粉相遇，慢慢浸润、交融，
不由对那块面团心生敬畏。

一个多小时后，将饧好的面团再次揉
得细腻、光滑。案板上撒上面粉，将面团压
扁，用长擀面杖擀开、擀薄，撒上金黄的玉
米面，将面饼裹在擀面杖上，滚动着擀上
几个来回，摊开、撒面，再裹上、再擀……
那极具颗粒感的玉米面，有股纯正地道的
清香，牵引着我的思绪在儿时的玉米地里
游荡，回味着那一口锅贴饼子、玉米面糊
糊、爆米花的悠远滋味……几番下来，摊
在案板上的面饼又大又圆又薄，均匀地再
撒一层玉米面，将面饼折叠成长条，操刀
细细地切成面条，规规整整地列队排在那
里，等待着最后华丽转身的“一抖擞”。这

“一抖擞”，要抖擞出力道，抖擞得细长，极
见功力，也是对和面技术的检验。

虽没有拉面、削面那副阵仗，可擀一
次面条也会胳膊发酸，一身是汗。听说卖
手擀面的那位大姐，日积月累，两手的关
节常在夜晚隐隐作痛，可为了一家的生
计，第二天她又站在巷口，笑对每位顾
客。

因白天要上班，我擀面常在夜晚。和
面、擀面时，打开视频，边看边听边忙；饧
面时，做些家务，读读书，发发呆。天地至
暗，灯火温暖，妻子、孩子在房间，我在厨
房，忙着各自的事情，互不言语，默默守
候，最惬意、最享受的生活莫过如此。

妻子不会擀面，却爱煮面。早餐一碗
面，应着季节变换不同的汤头。春天菠菜、
油菜面，夏天豆角、茄子面，秋天丝瓜、番
茄面，冬天白菜、萝卜面。不管汤头如何
换，鸡蛋总是绝配，蛋花漂在汤里，荷包蛋
埋在碗中；再配上一碟咸菜、几块面包或
几片炸馒头片，喷香可口。清早，暖暖地吃
上一碗面，一天心里都会暖暖的。

盛夏，最宜吃上一碗过水面。面条煮
熟，捞出浸在冷水中，然后挑在碗里，爽
爽利利，温和舒适。浇头可凭喜好变着花
样来，喜欢热汤面，便做豆角肉丝卤、茄
丁肉丝卤、番茄鸡蛋卤、香菇油菜卤，吃
起来滋味十足；喜欢凉汤面，便将黄瓜切
丝，加盐、蒜末腌制片刻，浇入油炸干香
椿或油炸花椒，吃起来清热凉爽。

忘记过了多少时日，偶然下班路过
巷口，看到那位大姐又出摊了。她的笑容
依旧灿烂，依旧对络绎不绝的顾客爽朗
地招呼：“买面条呀？”不知她丈夫是否康
复，生活是否好过，餐桌上的那碗面是否
也如我家这般家常、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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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镇上的十字桥【世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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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耿艳菊

明晃晃的阳光照得人炽热难耐，即便已
是下午五六点钟了，热气依旧灼灼。我走得
又累又渴，看见路边有一家生活便利店，隔
着透明门帘，不经意一瞥，货架上如紫水晶
似的葡萄牵住了我的目光。

这水晶葡萄和水果店里的葡萄不同，小
巧玲珑的，看上去十分新鲜。问便利店老板，
他说是自家后院里种的，吃不完，拿来送给
顾客，都是刚摘的，清洗得干干净净。说话
间，老板已递上来一串紫水晶让我尝尝。

我买了水和面包，就着紫水晶葡萄一起
吃着，淡淡的酸，深深的甜，像极了从前家里
院中葡萄架上长的葡萄的味道。故乡与此地
相隔千山万水，地域不同，却有着相同味道
的葡萄，而且是多年不曾吃过的味道，着实
令人欣喜。

便利店老板热情爽朗，聊起葡萄，竟打
开了话匣子。

他曾在南方的一座大城市待过十多年，
那里最不缺的就是五彩缤纷的水果，而每年
夏天，他却常常想念家乡小院里的紫葡萄。
家乡小院里左边有一块空地，在他出生那
年，父亲为了迎接他的到来，就搭了一个葡
萄架，葡萄的枝叶藤蔓爬满了架子，一嘟噜
一嘟噜的葡萄圆润可爱。这里搭起的鲜翠的
小小世界照亮了黯淡多年的小院，正如他的
到来一样，让枯寂数年的小院有了勃勃生
机，有了人世间最平凡也最珍贵的欢歌笑
语。

他就这样在葡萄架下长大。刚开始，葡
萄架上长的葡萄酸酸的，他不怕酸，一颗颗
吃得香甜。后来，一年一年，葡萄竟越来越甜
了。他母亲笑说，这葡萄呀，和咱们有了感
情。

19岁那年，他已经长成了大个子，快有
葡萄架高了。和父亲站在一起，父亲仅到他
肩膀。高中毕业后，他没有考上大学，也不想
去复读。父亲背着行李到车站送他去外面闯
世界，两个人并排站着等车，父亲沉默，他也
沉默。

父母人到中年才有了他，如今父亲已两
鬓斑白，背也弯了。父亲瞅见他眼里的不舍，
故作洒脱地安慰他，好男儿志在四方，一定
要去看看外面的世界。

十多年后，他终于在一个陌生的大城市
闯出了自己的一片天地。而这时的父母已是
耄耋之年，父亲的头发全白了，母亲的腰已
经直不起来，只能拄着拐杖在院子里挪动。
他要接父母去他所在的城市一起生活，但年
迈之人哪里离得了生命之根呢？他提了两
次，父母嘴上答应着，神情却显得惶恐不安。

每年他都要抽出时间回家乡看父母，回

去时欢欢喜喜，走时却像生离死别。父母已
如风中之烛，每次离别，他都担心下次还能
不能见到他们，心中一酸，眼泪涌出了眼
眶。父亲每次都坚持把他送到镇子外的大
路上，然后坐在路边看着他的车消失在无
限深广的世界里，直坐到暮色四起才怅然
地站起身，慢慢走回家，空落落的，那是多
么孤独忧伤的身影。

思来想去，辗转反侧，他还是决定放下
这么多年闯出的天地，带着妻儿回到家乡，
陪着父母过一种简单安宁的生活。只要一
家人在一起，开开心心地生活，外面的世界
有什么好留恋的呢？

他就这样决绝地从外面那个热闹的世
界回到了生活节奏缓慢、简单宁静的家乡
小镇。父母坐在院子里，看调皮可爱的孙子
在葡萄架下玩耍，他和妻子在厨房准备饭
菜，饭桌就摆在葡萄架下，清风徐徐，一家
人和和美美，笑声不断。

这是他现在的日常生活，和过去脚不
沾地的忙碌截然不同。那时他几乎没有时
间坐下来好好地和家人吃一顿饭，常常是
刚坐下，电话就响了，刚拿起筷子，却想起
合约里有一条欠妥，拿起包就去办公室。这
样的他忙碌却不踏实，脾气越来越急躁易
怒。

在外打拼的日子也不能完全否定，那就
像一首气势豪迈的词曲，大江奔流，开阔了人
的眼界。而当下清素宁静的田园生活像缓缓
的溪流，是一首简单平和的家常小令，浅淡、
味平却隽永，他称之为“葡萄小令”。

小令，上学时学过，是一种词或散曲的
体制，可我实在没想到，他一个生意人也能
说出这般文绉绉的话语。可见，他是一个懂
生活的人。

我能理解他。尤其是像现在这样城市
化进程快速的时代，交通和讯息都是过去
的年代不可想象的，城市里那些奔忙的身
影，很多都是处境尴尬的，故乡回不去，在
城市里漂着如无根之木，总会有这样那样
的原因让他们在路口徘徊纠结。他算是奋
斗出来了，可是父母亲情、人间的天伦之乐
呢？也要去选择和衡量。一个人心灵的根基
仍是生养自己的水土，哪怕可以豪迈地说
在哪里生活哪里就是故乡，可夜深人静的
时候会想起家乡的月亮，风乍起的时候会
想起家乡的食物，这些幽微的感情，点点滴
滴都倾诉着一个人的来处。

多年前，我也曾在故乡和城市之间徘
徊过，而最终选择留在了大城市。选择没有
对错，合意就是最好的。无论在哪儿生活，
都不应该让忙碌和焦躁喧宾夺主，该快步
向前的时候一往无前，该停下来的时候就
要停下来感受生活的细微之美。

□王太生

七八年前，儿子大学毕业，被招聘
到一家银行工作。第一个工作地点，在
一个偏远的小镇上。

小镇不大，镇上有座十字桥，横跨
在四条河流之上，那家银行网点在桥
的东北角。每次我去给儿子送东西，坐
在乡村公交车上，远远地看到那座十
字桥，便在桥的这一边下车，再从桥上
走过，就到了。

离城远，离邻县近，小镇离家有四
十多公里，儿子回城很不方便，晚上也
就不回来了。我有时去陪他，顺便带些
在家中做好的菜。到了银行网点，不便
打扰人家工作，就一个人在十字桥上
散步。

我仔细端详十字桥，那是两条长
五六十米的水泥大桥的交叉，在桥中
间相通。两桥如两根射线，一条由西南
角连接东北角；另一条从东南角系着
西北角。如果河里的鱼浮游到此，也许
也要犹豫一会儿，是向左，还是向右？
人在桥上经过，走到桥中心，也得观望
一下，是往东，还是奔西？

我在桥上吹风，注视着河流的走
向。有水泥挂桨船从桥下经过，河流南
北延伸，流向远处。还有两条河，流向
镇子的里外两个方向。

儿子来到这个小镇银行网点工
作，走到人生的第一个十字路口。这座
十字桥对他来说情形契合，似乎就是
为他“量身定做”。我对儿子说，这不是
你一辈子待着的地方，却是你职场生

涯开始的第一步，你要好好安心工作。
为解决交通出行问题，我思忖着

让儿子学车考驾照，可是他又走不开，
根本没时间参加驾校培训。就在这时
候，我在桥上认识了驾校教练刘二旦。

刘二旦是驾校教练，家住在村里。
那天他驾车从桥上经过，我喊住了他，
把儿子没时间去驾校的情况跟他说
了，刘二旦说：“没问题，等下班后，我
在镇外乡路上教他。”他留了名片，一
溜烟，驾车从桥这头消失在桥那头。他
提出要一次性把两千多元培训费给
他，由他代交到驾校去。

毕竟是陌生人要钱，我有些不放
心，就问了在银行网点对面卖烟酒的
孙二。孙二说，这儿有两个驾培教练，
一个滑头、口若悬河，拿了钱不一定教
你；另一个老实、靠谱，这个人就是刘
二旦，虽然他说话有点结巴。

我偶尔过来陪伴不能回家的儿
子，爷儿俩挤在一张硬板床上睡。在陌
生的地方睡不着，便站在三楼宿舍窗
口看那座十字桥。夜深了，已经很少有
人从桥上走动。

乡村的夜晚很寂静，子夜时，听到
猪的叫声。很快，天渐渐亮了。

天亮了，我踱上十字桥，在桥中心
折一个弯，便走到了西北角的老镇街，
那儿有卖豆浆油条的小店。返回时，我
看见一辆开往上海的大巴车停在十字
桥的东端，在烟酒店门口等待上客，原
来孙二的小店还兼着长途班车的票务
工作。

早晨的太阳刚露脸，我站在四层

楼的楼顶晾晒被子。从这个角度，正好
可以鸟瞰一座独特的桥在四条河流上
的姿势。一座桥呈十字状，轻盈俯卧在
有着淡淡晨雾的河流上。这是深秋的
早晨，镇子四周的稻田一片金黄，桥的
轮廓在水面留下晃动的倒影。我很想
跑到桥的下面去，看这座桥的结构，看
它如何十字交叉、彼此连成一体，任凭
风吹雨打，依然如故。

就这样，儿子在那个乡镇银行网
点工作，十字桥是他在小镇上最熟悉
的朋友，孤独时推开窗户看看那桥，有
一座桥在，内心不再寂寞。从秋天，经
过次年春天，过了夏天，他被调到另一
个网点去了。这一年的时间里，他在十
字桥上不知走过多少来回。雪落的夜
晚，去小镇上的浴室洗澡，要经过十字
桥；夏天的晚上天气燠热，常常睡不
着，他索性走到十字桥上吹风，站在桥
中央，双肘支在桥栏杆上，仰望天空，
天空中星星好多啊，密密麻麻，儿子看
着星星，星星也看着他。

儿子和镇上的人也熟络起来。一
个冬天的傍晚，我去看他，在桥西刚下
车，天空便飘起大雪，不一会儿工夫，
除了青墨色的河流外，田野、草垛、房
屋都白了，天地俱白，我看见他和一个
人正站在桥上说话聊天……

不知是谁想的金点子，在一座小
镇的四条河流上建了这座十字桥，从
此四河八岸相连，鸡犬相闻，彼此相
通，人和车从桥上走过。人生不是抵达
就是出发，需要你吃得辛苦、耐得寂
寞。十字桥就是人生的一个隐喻。

【知味】

便
利
店
老
板
的
葡
萄
小
令

︻
浮
生
︼


	A15-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