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魅力无限广场舞
荫

腌咸菜
荫

张晓峰

腌咸菜袁对大多数人来说并不陌生袁这也曾是苏北农
村乃至一些城镇家庭的必修课袁尤其是家庭主妇们的拿手
好戏遥 由于原料广袁成本低袁好吃实惠袁故在经济困窘的年
代里袁是升斗小民饭桌上常见的主菜遥 外出谋生和出门读
书的人袁离家时妈妈总要往包里揣上几瓶遥 好多人就是就
着咸菜长大的遥
腌咸菜的原料来源甚广袁除了青菜以外袁各种时鲜果
蔬均可袁如大头菜尧黄瓜尧菜瓜袁田头沟边野生的芥菜尧小
蒜尧葵花芋袁应有尽有遥 咸菜一年四季皆可腌袁但主要集中
在冬初春末遥 秋天种的蔬菜到了初冬十分肥硕袁如不收获
会被冻坏遥 秋冬里种的菜进入春天后袁气温升高袁雨水充
沛袁长得特别快袁不及时腌制眼看就串苔开花遥 至于其它的
蔬菜瓜果袁成熟了可以随时腌遥
腌咸菜是一项费时耗力的体力活遥 到菜地里铲菜尧晒
菜尧洗菜尧再晒菜尧切菜尧挤水尧装坛尧封坛等袁都要花很多力
气袁特别是用手工挤菜水袁费时费力又不容易挤干遥 手浸泡
在冰冷的盐水里袁 挤上半天手腕和臂膀难免酸痛麻木袁滋
味实在难受遥 有些人家为了提高效率袁便采用机械杠杆原
理袁将盐渍后的咸菜装进编织袋里袁扎紧袋口袁放到长条凳
上袁一头绑上木棍进行挤压袁确实省时省力遥 咸菜装坛后袁
为了使其充分发酵袁讲究的人家还要用稻草拌黄泥袁封闭
坛口隔绝空气遥
还有一种简单的腌法那就是腌咸菜肘子遥 将白菜铲
起袁放太阳底下晒蔫袁然后用一口大缸袁将菜摆放到缸里袁
摆几层撒一层盐袁然后穿上干净的靴子踩实遥 一般装到八
九成满为止袁最后再撒一层盐袁用木板尧磨盘或石头压实遥
过不了多久袁菜肘子就全泡在盐卤里了袁能起到防霉保鲜
的作用遥 腌咸菜肘子放盐不宜多袁要保持一股酸味袁是做酸
菜鱼的主要原料遥
过去袁乡亲们家里腌咸菜袁唯独的调料就是粗盐袁腌出
来的咸菜基本一个味遥 尤其是咸菜开了坛袁极容易生霉腐
烂袁让人伤脑筋遥 为了减少浪费袁大家商定袁哪家开咸菜袁给
左邻右舍都分送些袁尽早将其吃掉遥 也有的是将咸菜倒出
来晒干袁后来有了冰箱冰柜袁便通过冷冻来储存遥 可是怎样
从根本上防止咸菜霉变的难题始终没有破解遥
近些年来袁我通过不断摸索袁终于找到了窍门袁就是利
用大蒜的杀菌原理袁 将适量蒜末拌到咸菜里一起发酵袁这
样腌出来的咸菜再也不会发霉了遥 为了使咸菜更美味袁我
一方面试验加盐的比例袁一主面添加些葱尧姜尧芫荽等一起
腌制袁果然口感明显不同遥
咸菜经过一两个月的发酵袁鲜鲜香香酸酸辣辣袁不仅
可以生吃袁也可以加油盐葱姜炒熟袁更多的是作为配菜袁也
可以与猪肉制成馅料做包子等遥 不管哪种吃法袁咸菜那独
特的风味袁沁人心脾袁妙不可言袁勾动着人们舌尖上的每一
颗味蕾遥
如今袁随着人们生活条件改善袁特别是保健意识增强袁
普遍认为腌制品中含亚硝酸盐等致癌物袁 所以腌咸菜尧吃
咸菜的人越来越少遥 然而袁咸菜千古以来袁它帮助人们渡过
漫长的艰难岁月袁它珍藏着人们对童年的记忆袁对家的记
忆袁寄托着人们无尽的乡愁遥 偶尔一尝袁又有何妨浴

俞亚君

夕阳下袁来往于小洋河边散步或锻炼的人群袁经过
恒隆广场袁听到音乐的旋律袁一个个都会不由驻足袁跟
随音乐节拍袁与广场舞队伍一起摇摆起来袁连蹒跚学步
的小娃袁也会有模有样地跟着摇摆起来遥
魅力无限的广场舞袁也让从小五音不全袁四肢僵硬
的我袁每天晚饭后赶着去跳广场舞成为一种习惯袁连我
自己都觉得有点不可思议遥
那时袁还在上班的我袁从没想到自己会成为其中的
一份子遥 当这股风吹进我们单位袁单位里几个大妈级的
同事利用午休时间学起广场舞进行健身娱乐时袁 参与
舞动的同事们热情邀我加入袁 当时袁 我脑回路想也不
想袁直接了当地拒绝了袁理由很简单院我腿脚不灵活袁没
有舞动的细胞遥 是呀袁小时候跳舞慢一拍的我袁就舞不
起来袁更何况知天命的年纪遥 过了一段时间袁单位里不
仅几个大妈级的同事相继被吸引加入运动队伍袁 还有
几个年轻一点的也加入了队伍袁 唯独我依然是个旁观
者遥 活动发起者邵大姐袁不相信拗不过我袁再三动员我
加入队伍袁野不要在意跳得好不好袁而在于强身健体遥 冶
邵大姐抓住我经常发痧刮痧体质袁 动之以情袁 晓之以
理遥 最终袁我说服了自己袁学起了广场舞袁迈出了学跳广
场舞的第一步遥 从此袁我的人生里多了一种乐趣要要
要跳
广场舞遥
一开始袁我还是比较害羞的袁怕同事笑话我对舞动
的迟钝袁站在队伍后面袁束手束脚,根本舞不起来袁也扭
不起来遥 大姐们拉我站在队伍的前面袁手把手慢慢地教
着她们自己电脑里学来每一个动作袁 我动作僵硬地跟
着野画葫芦冶袁很多时候跟不上节奏合不着节拍遥 一旁观
看的同事看到我硬邦邦的舞姿袁笑话我像在削六谷草袁

吴贵民

但我还是坚持了下来遥
几周下来袁我慢慢地放下心中的顾虑袁放开手脚袁
跟上了音乐的节拍遥 有一天袁能跟着队伍完整跳完一整
支舞蹈时袁我很兴奋遥 终于有一天袁我有了加入其他广
场舞队伍的勇气袁在众多的人群前袁抛起头露出面跳起
广场舞袁遇见熟人亦很泰然遥 几年后袁同事在广场看见
我的舞姿袁刮目相看袁说我整个人都柔了遥 我很幸运给
了自己机会袁体验野世上无难事袁只怕有心人冶这句话的
含义遥
爱上广场舞的我袁 发现跳舞是一件让人愉悦的事

母亲的瓜田
荫

瓜袁有的有一尺多长呢遥
母亲小心翼翼地在叶子与藤蔓之间挪动袁 把大
的南瓜摘下来袁摆在街口遥 她和父亲可吃不了多少袁
她说长老了可惜袁现在正是没菜的时候袁让街坊们分
吃了多好遥 第二年袁第三年袁母亲的南瓜被很多人抱
回家袁她只乐呵呵地守着她的南瓜秧遥
后来袁母亲病了袁走不了路了袁那片地又空了下
来遥 可是母亲还一直惦记着那块地袁问父亲袁那块地
怎么样啦钥 父亲拉着母亲的手袁笑着说院野你就安心养
病吧袁南瓜长得可好了噎噎冶
听了父亲的话袁母亲按着椅子扶手袁颤巍巍地站
起来袁拄了拐杖笑着说院野走袁带我去看看噎噎冶

故乡的爬山虎
荫

何淼玲

秋冬之交袁盘湾的老屋的爬山虎如期转为深红色袁给稍有
凉意的初冬平添一抹亮色袁增加几许温暖遥
爬山虎几乎占满老屋堂屋整面西墙袁密密匝匝尧层层叠叠袁
充满生机遥 爬山虎到底何年所生尧何年所长袁不得而知遥 但从它
的生长速度和目前展现的规模看袁至少近十年了遥 它与老屋黑
黝黝的屋檐尧斑驳的墙体相处和谐尧浑然一体袁像一幅古朴的
画遥
还是小孩子的时候袁我会在炎热夏季的中午袁喜欢和小伙
伴们到老屋的堂屋里乘凉遥堂屋高大空旷袁背靠一大片竹林袁不
时有清凉的风穿堂而过遥 徐徐清风夹杂着汹涌的蝉鸣袁但丝毫
不觉刺耳袁大家玩着玩着袁就各自在竹床或木椅上香甜地睡着
了遥 偌大的堂屋袁只有风声尧鼾声和蝉鸣声交织回荡遥
那时候袁我对那片爬山虎没有丝毫印象袁那时我们眼中只
有快乐袁根本不会去关注它遥 发现这片爬山虎的存在大概是在
18 岁那年遥 那年从城里回乡下度假袁屋前屋后地转悠袁走到堂
屋西墙时袁才猛然发现爬山虎覆盖了三分之二面墙遥 当时心里
嘀咕了一声院咦袁这片爬山虎是什么时候长成一大片的钥似乎它
在一夜之间长成遥
从那年后袁我开始每年关注这片爬山虎了遥 只要一回乡下
老家袁必定好好去看看这片爬山虎袁摸摸藤蔓袁梳理梳理叶片遥
而且袁春夏秋冬四季袁我会如期拍四次照片遥 春天袁它悄悄萌生
嫩芽袁带来春的信息曰夏天袁它长势繁茂尧咄咄逼人曰秋天袁它把
整面墙染成一幅红色的画曰隆冬袁它叶片尽脱袁只留下秃秃的藤
紧贴被风雨剥蚀的墙壁遥
每年拍完四次照片袁我就知道袁一年又快过去了遥 冬去春
来袁寒来暑往袁时间飞逝的节奏越来越快遥天地转袁光阴迫袁一万
年太久袁只争朝夕遥人生发出这样的浩叹袁大抵是要在上了年纪
之后遥
这些年在外生活工作袁难免身累心累遥 无法排遣时袁我会想
到故乡老屋那片爬山虎袁 于是立即驱车数十公里直奔故乡袁只
为好好端详这片爬山虎遥 它还是深深地扎根墙脚的泥土袁静静
地贴在墙壁上袁依然以自己的节奏顺应四季的轮回遥 风雨侵蚀
不了它袁骄阳烤干不了它袁冬雪冻伤不了它遥 此时袁它就像一个
无言的老者袁安静而坚定袁幻化成我心中力量的图腾噎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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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屋房顶的草
荫

李固国

老屋矮矮的袁土坯墙袁小窗户袁灰色的瓦片袁早就
遗弃不用了曰也不知从哪年起袁从瓦片的缝隙里袁长出
了一簇簇的草遥
屋顶的草袁以狗尾巴草居多袁还有蒲公英等遥
也许是野高处不胜寒冶的缘故袁春天袁一株株的小
草袁附在瓦片上袁透出朦朦胧胧的绿意袁就是那种野草
色遥看近却无冶的感觉遥 这个时候袁自然分辨不出是
什么草袁一个人也没有闲情逸致去研究它们曰偶尔春
寒料峭袁就是那抹若有若无的绿袁也似乎被扼杀了遥
此时袁总让人想起孩童时代袁懵懵懂懂袁弱不禁
风袁在地里捡麦穗袁在路边用竹签扎起一串串的白杨
叶袁凡是能和生存扯上关系的袁该做的都做了遥 很多
时候袁看着屋顶灰色的瓦片袁望着远方蓝蓝的天空袁还
有一朵朵优哉游哉的白云袁很是出神袁忍不住想象将
来生活的样子遥
野春脖子短冶袁寒意刚过袁夏天就来了遥 一簇簇狗
尾巴草袁争先恐后袁从瓦片松动的地方挤出来袁长出了
毛茸茸的穗子袁在微风中摇曳着遥 蒲公英袁按说花期
也该过了袁野长恨春归无觅处袁不知转如此中来冶袁在背
阴处袁墨绿的叶子附在瓦片上袁簇拥着几朵黄黄的花
儿袁低调得很遥 寥寥瓦松袁也开出了白里透红的花儿袁
这儿那儿袁点缀在灰色的房顶上袁煞是好看遥
在外求学的日子袁我憋着一股劲袁抱着野鲤鱼跃龙
门冶的念头袁拼命地学习遥 闲暇之余袁我用铅笔画画狗
尾巴草袁野人不能选择命运袁但可以选择追求冶曰用铅笔
描描蒲公英袁野好男儿志在四方冶曰 想想瓦松的样子袁

情遥 这些年来袁跳广场舞不仅增强了体质袁以前经常刮
痧的我现在几乎很少刮痧袁 而且还认识了一群充满活
力和爱心的舞友袁结识了一批无私奉献袁做好事的野活
雷锋冶袁其中很多人是识人熟面但不知名袁交情仅在舞
友之间袁但这些人热情奔放袁无私奉献的精神和健身锻
炼的毅力深深感染了我遥
小河两岸袁杨柳依依袁草木盈绿袁风景迷人袁特别是
夜幕降临时袁华灯初上袁流光溢彩袁跟随广场舞舞动起
来袁把舞蹈的快乐尧音乐的美妙与幸福美好的生活融合
在一起袁岁月也变得多姿多彩遥

难忘炒花生

杨好利

老家西边有一块空地袁母亲说空着甚是可惜袁还
不如利用起来遥 那年春天袁母亲和父亲拉来几架子车
土袁用耙子把地平整好袁点上几窝南瓜袁浇水袁施肥袁
天天去查看遥 南瓜发芽了袁抽须了袁爬蔓了袁南瓜叶铺
满了地面袁 先是从叶子底下托出一个个金色的小纺
锤袁小纺锤慢慢变大袁爆开一朵朵金灿灿的花儿袁可
好看了遥
一入秋袁南瓜就像被吹了气似的袁一个劲地往粗
了长袁南瓜蔓把地面铺得严严实实的袁像一大片翠绿
的荷塘袁风一吹袁摇曳生姿遥 早起袁母亲开了大门袁总
是先去看一看她的南瓜遥 她弯腰扒开稠密的叶子往
里看袁 一张脸笑开了花儿遥 她说里面可结了不少南

摄

野露湿秋香满池岸袁由来不羡瓦松高冶袁袁其实瓦松也不
错的袁不仅入药袁花儿也好看袁只不过感受因人而异罢
了遥
秋天袁狗尾草干枯了袁那些屹立着的茎秆袁在寒风
中瑟缩着袁有点不堪负重袁却顽强地坚持着遥 你看那
蒲公英矮矮的身躯袁托着棉絮般的球儿袁被风儿撕裂
开来袁纷纷扬扬袁飘向不同的角落曰一粒粒种子袁在新
的地方安家落户遥 瓦松袁外表衰老的背后袁也储足了
生命的能袁有止血化瘀尧敛疮之效袁很受老中医的青
睐遥
在外漂泊的日子袁我常常想起房顶的枯草袁既有
亲情袁也有岁月的沧桑袁总让人唏嘘不已遥 人这一辈
子袁还没有感觉到年轻袁似乎转身就老了袁也渐渐看透
了人与事袁对老人的怜悯袁对孩子的渴望袁常常充溢在
心头遥
皑皑白雪袁厚厚地堆积在房顶上遥 蒲公英袁有利
尿尧缓泻尧退黄疸尧利胆等功效袁逃过野劫难冶的袁所剩无
几曰瓦松袁自然也被人采摘一空曰狗尾巴草还在袁只剩
下光秃秃的茎秆袁从积雪中露出寥寥几根袁昭示着自
己曾经的存在遥
这个时候袁最容易思考人生袁搜搜网页袁就连那司
空见惯的狗尾巴草袁也可治痈瘀尧面癣遥 人也好袁物也
罢袁各得其所袁各有其用遥
野野火烧不尽袁春风吹又生冶袁老屋房顶的草袁年复
一年袁生生不息遥 人呢袁也应该像它们一样袁留下的都
是正能量浴

荫

陈正国

在我的记忆里袁射阳港的土地并不适合种
植花生袁但那时候几乎家家户户都要在菜园或
地头种上一小片花生袁收成自然不会太好遥 我
家也不例外袁每年都要在村头的菜园里种上两
分多地的花生遥 从麦梢初黄时播种袁到金秋时
节收获袁其间除草尧浇水尧施肥尧打药尧治虫袁一
样也不能少遥
父母辛辛苦苦忙碌几个月袁 收获并不多袁
付出的劳动尧 洒下的汗水绝对和收获不成正
比袁但父母的脸上却始终洋溢着丰收时的喜悦
和幸福遥 我曾不解地问父母院野才收这么一点
点袁又多是秕花生袁为啥还要种它呢钥 冶野你们什
么时候不再眼馋别人家的孩子吃花生袁我们就
什么时候不再种它了遥 冶父母说出这番话时袁脸
上依然挂着温和的微笑袁但我却从父母的话语
中和神情上袁读出了一份爱怜尧坚定尧幸福和满
足遥
花生收获后袁父母会第一时间精挑细选出
颗粒饱满的花生袁放在房顶上慢慢地晾干并小
心谨慎地收藏起来袁 作为第二年种植的种子遥
然后就会煮一大锅秕花生袁让我们一次吃个过
瘾遥 秕花生虽然少了花生的那种香味袁但吃进
嘴里却十分甘甜袁我们依然吃得津津有味遥 其
余的花生晒干扬净后则会放进粮囤里袁作为我
们平时零打碎敲的解馋零食遥
每当我们闹着要吃花生时袁母亲都会小心
翼翼地打开粮囤袁每人抓给一小把遥 那时的花
生简直就是人间最好吃的东西遥 我常常想袁什
么时候我家才能拥有永远也吃不完的花生呀遥
有几次袁我竟然梦到我家的西屋里袁堆满了个
大粒饱的花生袁我躲进花生堆上吃得肚子撑撑
的遥
平常的日子里袁母亲不顾得尧也不舍得给
我们炒花生袁但每年的二月二龙抬头的日子是
必须要炒的遥 母亲像看护宝贝似的袁将炒好的
花生放进一个密封的坛子或罐子里袁并费尽心
思地藏到一个我们轻易找不到的地方袁用母亲
的话说就是怕我们几个馋猫一次偷吃个干净遥
在我们的心里袁那时的二月二是比正月十五元
宵节还要令人期盼的节日遥
我至今都难以忘记袁自己第一次买炒花生
解馋是在上初中的第二年遥 离我们学校不远的
一座桥头上袁有一位卖炒花生的驼背老人遥 每
天老人都从附近的村上准时赶到桥头袁不声不
响地往桥头的一侧一蹲袁既不大声叫卖袁也不
连声吆喝袁就像野姜太公钓鱼要要
要愿者上钩冶遥
每每经过老人的摊前袁 我都会馋得口舌生津遥
有一次袁我实在经不住炒花生的诱惑袁就抠抠
索索地掏出两角钱袁买了一大把我垂涎已久的
炒花生遥 老人的炒花生真是好吃呀浴 没等走回
学校袁就被我吃了个干干净净袁一粒不剩遥
如今袁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普遍提高袁人
们吃花生的花样也在不断翻新遥 诸如水煮花生
米尧油炸花生米尧糖醋花生米袁还有超市里各种
各样包装精美尧风味独特的花生遥 什么时候想
吃了袁就什么时候买袁想买多少袁就买多少袁似
乎想也不用想袁挑也不用挑遥 但在我的心里袁这
些所谓风味独特的炒花生或花生米袁绝对没有
母亲那时的炒花生令人留恋和想念袁甚至还赶
不上桥头那位驼背老人炒花生的口味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