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金金坛坛茅茅山山春春风风十十里里 余余萍萍摄摄

地址：常州市钟楼区河景花园 1 幢华景大厦 2301 邮政编码：213003 电话：86636014 发送对象：交通运输行业及会员单位 印数：3000 份 常州报业传媒印务有限公司承印

２０23 年 3 月 16 日 第四版征 途
老家门前的竹园， 洒下了童年

一路欢笑，润泽了童年美好的向往，
撩拨了我无数次的回忆。

“双燕复双燕，双飞令人羡。”春
天的江南 ,莺啼燕舞，风和日丽，燕
子归来，燕竹笋出土，五彩缤纷的花
点缀着辽阔的田野。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前几
天刚下过霏霏细雨， 地上有点潮湿，二
哥提了一把铁锹径直向竹园走去。 “二
哥，你到哪里去，我也要去……”我央求
二哥。“别跟着去，竹园里的竹笋会戳到
你的。”二哥怕我受伤，总不让我到竹园
去玩。 “二哥骗人，我要去，你带我去！ ”
我哀求着二哥，眼泪不禁掉了下来。 二
哥看到我哭，急了，“别哭别哭，二哥带
你去，到了竹园不要乱跑。 ”二哥蹲下
身，一边帮我擦眼泪，一边说。

“嗯！ ”我一边擦着眼泪，一边屁颠
屁颠地跟在二哥后面， 那时候的我，认
为只要跟着二哥，好像什么地方都可以
去；只要有二哥在身边，心里就很踏实。

走进竹园，潮湿的地上，有鸡群觅
食的脚印，踏着露珠的痕迹，看着青翠
的竹，嫩绿的叶，一片片，一枝枝，顿时
感到神清气爽。

风，湿漉漉地吹着，翠竹被雨水洗
刷得分外悦目， 一颗颗晶莹的露珠在
晨曦的折射下， 宛如滚着一颗颗光彩
四射的钻石撒在那翠绿的叶子上，微
风吹过，在竹叶上颤动着，叶片轻轻地
摇动了一下， 露珠滴溜溜地在叶子上
打转儿……

二哥指着竹园里的竹子说：“这些
竹子叫燕竹，咱家屋后长的是淡竹，和
燕竹相比，淡竹比燕竹高大得多。 ”

“春园风物好，二月笋生时。”人间
二月天，二月的风，二月的雨，二月的
春笋冒出地。 二哥看着刚刚冒出来的
春笋， 咧着嘴笑着说：“春笋长得真快
呀！真是‘雨后春笋’，前几天来看还没

长这么多呢 ， 昨天一场雨下得真及
时。 ”话说完，二哥先轻轻地刨开一边
的土，然后用铁锹轻轻一撬，一棵带着
青绿色的、 手指般大的小竹笋瞬时滚
到了我的脚下，而且都是齐根断，真是
干净利落。

竹林里还有几棵树， 二哥说：“这
些树是榉树，榉树木质硬，长成材了可
以做家具。 ”不远处，我发现竹笋旁边
的杂草丛中， 有一株被风吹落的淡紫
色的野花！ 花瓣上仍留着像星星般的
雨珠，它是那样的娇嫩，我凝视着那朵
花，刚想蹲下去捡，二哥一把拽住我大
声喊：“别去捡! 当心不要踩后面。 ”我
回头一看， 一支绿绿的竹笋戳到我的
脚上，我吓得不敢动。“吓着了吧，叫你
不要跟着来偏要来， 前几天东村的小
孩去竹园抓麻雀， 刚蹲下去就被笋尖
戳了脚，流了好多血……”二哥一手拿
着铁锹，一手提着笋，一边走一边说。

一阵微风拂过， 远处竹林中传来
悠扬的歌声。 “花儿为什么这样红？ /
为什么这样红？ /哎红得好像,红得好
像燃烧的火, 它象征着纯洁的友谊和
爱情。 ”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
君子好逑。 ”我向远处张望，一对青年
男女在竹林里荡秋千玩耍， 他们高兴
地一边唱着歌，一边慢悠悠地荡着，你
撞我一下， 我撞你一下……竹林里传
出了阵阵的欢笑声。

竹林前面有一条小河，河水清澈、
碧绿、恬静，宛如一面镜子，清凉的河
水，静静地流淌着，有几片竹叶吹落小

河中，打破了水面的宁静，荡起一圈
圈涟漪。 呼吸着带有竹叶清香的空
气，悠扬的歌声，看着缥缈如云的炊
烟，娓娓动听的鸟鸣声融在一起，让
人心旷神怡。

一片竹林， 一条小河， 一缕炊
烟，一座古桥。宛如一幅天然的山水

画。 更是一首凝固的乡村音乐。 苏轼
曰：“可使食无肉，不可居无竹。 ”立春
之后，春笋肉质脆嫩鲜美，营养丰富，
无论是煎炒还是熬汤， 吃在口中鲜嫩
清香，别有一番风味。最常见的炒法是
春笋炒肉丝，做法十分简单，剥掉笋壳
后， 在水中焯一下， 捞出来后用凉水
冲，切丝热炒，倒入炒好的肉丝，一盘
香喷喷的竹笋炒肉丝就做好了。 洁白
鲜嫩的笋，也能够烧成可口鲜美的汤，
炖出来的汤味道鲜美浓厚， 笋块吃着
鲜美清脆。

两个哥哥和弟弟都会做家用的竹
篮子和其它竹具， 虽然没有大人们做
得精细，但享受的是这个过程。他们都
知道用淡竹做篮身，用燕竹做篮框。如
果做大一点的篮子，就要买一种芦竹，
因为他的节距长，竹肉厚，价钱也比淡
竹贵。

村里男人个个都是能工巧匠，竹
子在他们手中会被打磨成一根根粗细
均匀，表面光滑的竹篾，每一根都要手
工精细打磨。它们把加工好的竹篾，做
成各种各样的用具，如竹席、竹篮、竹
筐、竹簸箕以及竹筏等，而那些未成材
的竹子， 村民们把它用来做晾衣服的
竹叉、竹杆、竹柄、鱼竿等。

春去秋来,光阴荏苒，家门口的竹
园已经永远也回不去了， 但它给我童
年带来了欢乐， 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
方便。

山一程， 水一程， 渐行渐远才发
现，家门口的竹园,一直存放在我的心
底，挥之不去。

家门口的竹园
潘小琴

进入腊月已经有很多天了。
我有写日记的习惯， 平时写日

记，我用的都是公历，也就是阳历日
子，但到了腊月，不知怎的，我会不
自觉地在阳历日子后面同时也写上
农历， 也就是乡下人称作阴历的日
子。比如今天是腊月二十一，我会将
这个农历日子端端正正地写在日记上
面，我今天写的就是“1 月 12 日，腊月
廿一”。 我这种做法已经坚持了很多
年，每年到了腊月，似乎有一种无形的
力量在支配着我要这样做， 我也道不
清其中的原因。

农历是指导农事用的， 农历与土
地以及土地之上的庄稼和农民关系最
密切。但在城市里工作、生活，我早已远
离了拽耙扶犁春种秋收的农业生产，与
之相关的农历的日子也就用不上了，用
进退废，所以在平时，我经常忘记农历
的日子，因为确实不需要。 辜负了那一
群带着泥土气息与稻花香味儿的日子，
但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在公历大行其
道的时候，谁还会特意去关注总是落在
后面一大截的农历日子呢。这就如同在
一个班上，公历是优等生，人见人爱，农

历是后进生，自卑消沉，一个老师在精
力不济的情况下，是没办法在那些后进
生身上多看一眼的。

但腊月时间与众不同。 我总感觉
腊月时间与其他月份不一样， 具体有
什么不同，我反复地想，但又说不出个
所以然来。

突然想到 《红楼梦》 第五十三回
“宁国府除夕祭宗祠 荣国府元宵开夜
宴”中的情节，其中写道：“当下已是腊
月，离年日近，王夫人和凤姐儿治办年
事。 ”哦，腊月就是年，过了腊八就是
年，也就是说，腊月与年是分不开的，
如胶似漆。但年又是什么呢？年就是喜
庆祝福。《红楼梦》接着写道，黑山村乌
庄头来了，贾蓉接过禀帖和账目，那红
禀上写着：“门下庄头乌进孝叩请爷奶
奶万福金安，并公子小姐金安。新春大

喜大福，荣贵平安，加官进禄，万事
如意。 ”这话听着多顺耳啊，让人欢
喜。年更是丰收富足。再看贾府这次
收了乌进孝哪些东西：大鹿三十只，
獐子五十只，狍子五十只，暹猪二十
个，汤猪二十个，龙猪二十个，野猪
二十个， 家腊猪二十个， 野羊二十

个，青羊二十个……列了一大串，看了
都叫人眼红。 这就是实沉沉的腊月。

至此， 我似乎有点明白腊月时间
与其他月份不一样的原因了， 我也似
乎理解了自己之所以要在日记上写上
腊月时间的真谛了，那就是腊月来了，
吉祥喜庆与穰穰满家的幸福日子也就
来了， 而对于这个， 谁又能无动于衷
呢？

少时在农村， 常听大人说的一句
话是：小孩子盼过年，大人盼插田（种
田的意思），也有说大人盼搞钱（赚钱
的意思）。“盼搞钱”一针见血，好理解，
因为钱生万物；“盼插田” 却让我们犯
迷糊，种田多辛苦啊，谁还盼这事呢。
但反过来想想， 农业社会， 只有多种
田， 外加上碰巧遇上风雨时若的好年
成，人们才能过上好日子啊。且不说这
些，单就前一句“小孩子盼过年”就道
出了孩子们多少的向往与期待啊。 我
虽年过半百，但也像小孩子一样，一直
是盼着过年的啊，谁不盼呢？谁不想早
早与优哉游哉的腊月幸福结缘呢。 这
也许就是我要在日记上写上腊月时间
的潜意识冲动了。

所有的人都在腊月向着家的方向
奔赴而去， 所有的口腹之欲都在腊月
尽情膨胀开来， 所有的祝福与希望也
都向腊月集中汇聚。 腊月带着年的浓
香在四季的轮回中轰然绽放， 如漫天
的烟花，万众瞩目。这样的日子值得每
一个人铭记与留恋。

至此， 我应该是明白了自己在日
记中留住腊月时间的原因了。

腊月时间
周二中

对汤的热爱，在广袤北方，可以武断地肯定，河南坐
第一把交椅。

河南人爱喝汤，尤其是早饭和晚饭，有菜没菜，丰俭
与否，餐桌上绝对不会少了汤。 在大河南北两岸，很多地
方干脆把吃饭叫作“喝汤”，单从语词上看，河南人对汤的
热爱就可见一斑。

河南的汤，有甜的（不加盐的，即“甜”），如大米汤、小米
汤、麦仁汤、绿豆汤、红薯汤、包谷糁汤、面疙瘩汤；有咸的，
如胡辣汤、羊肉汤、牛肉汤、驴肉汤；有酸辣的，如酸辣汤等。

“地不分东西，人不分老幼”，河南人一年四季最爱做
和喝的汤，非面疙瘩汤莫属了。 它的做法十分简单：将面
粉放进盆里，加上适量的清水，用筷子顺时针搅拌均匀，
待形成小疙瘩状后，倒进铁锅，加大火烧沸后，再转文火，
慢慢熬上几分钟，一锅香甜筋道的面疙瘩汤就成了。家里
条件好的，还会加点蛋花，滴几滴小磨香油。这人间美味，
用地道的河南话说：咦！ 这汤喝着可美。

老一辈河南人特喜欢喝这种面疙瘩汤。一来省事，节时；二
来取材方便；再者，好消化，清热去火。 豫剧泰斗马金凤，据说酷
爱喝甜面汤，老人家生前多次提到她的养生宝典———早晚各一
碗甜面汤，清嗓，润肺，养脾胃！ 原来大师也爱这小热昏呀！

马金凤大师原姓崔，小名金妮，洛阳人，生于山东曹
县。 六岁随父学河北梆子，七岁登台配戏，九岁改学豫剧。
十四岁正式登台担当剧目主演，早期艺名“花蛾子”，四十
年代末唱红于安徽省界首市，绰号“盖九州”，代表作有《穆
桂英挂帅》、《花打朝》等，有洛阳牡丹的美誉。 我外婆生前
是戏迷，为了去看戏，经常逼我快写作业、快吃晚饭，她做
的饭就是这著名的面疙瘩汤。有时是甜的，有时是咸的。甜
时搭配馒头（河南叫“馍”）加凉拌萝卜丝；咸时仅有馒头可
食。 ———外婆离世多年，坟头所植松树亦亭亭如盖了吧？

尽管面疙瘩汤受欢迎程度深，但论说知名度，在外省
最高、最响的 ，还得属 “胡辣汤 ”。 顾名思义 ，又 “胡 ”又
“辣”，这两个皆是外来货，却在中原生根开花，体现了俺
中原文化的兼容并包之美德。一种说法：胡辣汤始于南宋
末，大兴于元朝。元时疆域辽阔，东西方交流频繁，胡人来
中原者如过江之鲫，其饮食亦被带进来，且扎根关中、中
原。随着胡椒等香料的传入，胡辣汤里又添加进道家和佛
家的方子，共计三十余味香辛料。 另一种说法：胡辣汤是
用胡人调料做的汤，这汤热、辣、香、麻，味道很醇厚，但一
般人品不出具体是哪种调料的味， 就敷衍称它是 “胡乱
辣”（大概是说“胡弄鬼”呢，有贬低之意在也）。

其实，胡椒原产印度、东南亚。在古代，这东西可是奢
侈品，视与人参、燕窝等价。 唐代，胡椒被视为珍稀药物，
只有在“胡盘肉食”中才使用胡椒。有一个贪官叫元载，此
公热爱胡椒———不是一般的爱，是真爱。他位列古代十大
贪官中， 其贪污的胡椒有八百石， 据说———也许是真
的———在中世纪的欧洲，有钱人被称为“胡椒袋子”，穷人
则被人轻蔑地形容为“他没有胡椒”。 正因为胡椒实在贵
重， 唐代宗对元载怒火中烧， 以至在处死他之后还不解
气，下令掘开其祖坟，劈棺弃尸！

“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元载若再生为
人，看到胡辣汤里自己宝贝的胡椒粉被视作平常之物，不
知内心要飘出多少草泥马呢？

胡辣汤的制作方法：在清水中加入煮熟的花生、熟牛
肉片、花椰菜、木耳、千张和海带丝，然后加入酱油、胡椒、
精盐、鸡精和味精调味，煮沸后用面筋将其变稠即可。

胡辣汤有“六兄弟”，分别是：北舞渡胡辣汤；西华县
逍遥镇胡辣汤；开封胡辣汤；许昌胡辣汤；南阳胡辣汤；汝
州胡辣汤。 这六个地方的胡辣汤各具特色，精彩纷呈。 北
舞渡的炖肉胡辣汤肉烂汤鲜，香辣绵口，回味无穷；逍遥
镇胡辣汤酸辣鲜香，风味浓郁；开封胡辣汤把千张换成炸
豆腐，有一股浓郁的豆香味；许昌胡辣汤用两个字形容：
稀、辣；汝州胡辣汤有荤素两种，酸辣爽口。

我打小在南阳住，对南阳的胡辣汤不陌生。南阳胡辣
汤也是以羊肉汤提鲜味，以胡椒粉提辣味。只不过在原料
选择上简约明快：熟羊肉（或牛肉）和面筋照例是要的，粉
条改用粉皮，千张豆腐弃之不用，以黄花菜代之。 其味道
浓淡适口，胡辣鲜香。

最难忘和外公一起喝胡辣汤。 记得内乡县城十字街
上，县衙对面有一胡辣汤的摊位，摊主是回族，我有一个
暗恋的初中女同桌就是回族，她叫孙莉莉，年十二，垂双
鬟，曳深绿布裳。寒冷的冬夜，我晚自习放学，外公会带我
去喝上一碗，搭配烤得焦黄的火烧馍，人间至味也。 外公
去世三十年了，我写过好几篇纪念他的文字。一叹，再叹。

我网购过逍遥镇的胡辣汤。那时还住在旧房子里，煮
好后，家里没人愿意喝看起来黑漆麻乌、无精打采的玩意
儿，只好自己独坐喝，喝着喝着，眼泪扑簌簌就落下来，
———又有多少年没喝它了？

喝 汤
刘 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