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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五的晚上袁跟随朋友在单位附近的小街上行走遥 小镇
的生活节奏很慢袁昏黄的路灯配着腊月清亮的满月袁路上弥
漫着的饭菜香味令人心生满意遥 循着道路两旁袁我俩原本想
找到之前吃过那家小店袁 终究寻觅不得袁 便走了另一家小
店要要要野觅拾冶遥与野觅食冶相谐音袁虽然还没吃上饭袁就已经感
觉很有趣味了遥

推门进店袁精制的小串整齐地排在冰柜里袁冰柜上摆着
黑色的小方板遥 野嗯袁还不错袁字迹清秀尧整齐遥 冶心里想着袁便
仔细挑选起来遥 五花肉袁油炸过后去除油腻只剩香酥曰牛肉
串袁肉质嫩袁加上孜然更加出味曰虾糕少不了袁长长的细条炸
过之后满口生津遥 点了串儿袁再选主食遥 朋友选了粉丝袁我则
选了炒饭遥 这一顿简餐袁会不会让人满意呢钥 姑且等着吧遥

环顾小店袁大概仅 30 平方米袁但是布置得有些特色遥 几
面墙上打着长长短短的条柜袁上面摆着各式各样的酒袁漂亮
的瓶子摆在一起别有风趣遥 其中有一整面墙袁直接用颜料粉
刷出印记袁像是粉刷匠画出的野笔触冶袁无序又自带章法遥墙上
张贴的 Beyond 乐队的彩印照片袁 还有盐城著名地标的七八
十年代的旧照片袁让人不觉追忆从前遥

野这个店的老板应该是 80 后吧钥 冶野应该是的袁哎袁你看这
是老盐中的照片遥 冶噎噎我自顾自地说着一些话袁同伴有一搭
没一搭得接着遥

言谈间袁我想起来车里还有一瓶酒遥拿来了酒袁刚好炸串
儿也已经准备好遥看到摆放整齐的炸串儿袁朋友惊喜极了袁之
前的担忧一扫而空遥 当果酒从精美的酒瓶里倒出袁晶莹剔透
的酒杯仿佛拥有了一点灵动之意遥油炸配果酒袁辣中带着甜遥
粉丝儿加点醋和辣椒粉袁野添油加醋冶真的更加美味曰炒饭咸
淡适中袁不需小菜就可空口吃完遥

野最近很喜欢吃辣遥 冶野我想起了韩剧中的一句话要要要活
得越辛活袁就越是流行吃辣遥冶野哈哈浴冶噎噎美味的食物袁精制
的酒器袁干净的环境袁让人由衷地感到轻松遥

野觅得百味袁拾取初心冶遥一不小心袁小店的筷笼上的广告
泄露了秘密遥野你的初心是什么呢钥冶这个疑问袁没有来得及问
小店老板遥而我袁在这里寻觅到了秩序的力量袁每个小细节都
仔细对待袁才有那么多的舒适曰寻觅到了平常的美味袁再普通
的食物经过合适的加工袁都能妥帖曰寻觅到了时光的味道袁些
许酒水就着时光可以慰藉一个个路人遥

也许人生就是这样袁也许你以为会错过了之前预设的目
标袁但是在另一个拐角处袁会有另一新的风景在等待你遥只要
你在路上袁总会寻觅到属于你的风景遥只不过袁你要去用心寻
觅袁用心去感受那意外而又恰到好处的排列组合遥

觅拾
荫青山

小时候读叶格林童话曳袁还记得叶三个
愿望曳的故事遥

上帝让穷人许三个愿望遥 穷人第一
个愿望是有栋别墅袁上帝满足了曰穷人第
二个愿望是有座金山袁上帝满足了遥 当穷
人提出第三个愿望院永远不要再工作时袁
上帝很失望尧很生气袁就又收回了穷人的
别墅和金山袁穷人又成为了穷人遥 上帝告
诉那个穷人袁如果自己不想工作的话袁不
去自己挣钱养活自己袁 就算有再多的好
东西也都会被消耗掉的遥

那时袁 我以为我读懂了遥 自己想要
的袁都将会实现遥 但是袁不能贪婪和痴想袁
要通过自己努力去创造想要的生活遥 于
是袁我把上帝的话写在本子上袁记在心里
面遥

中学毕业的时候袁 班主任和我们做
了个很有意思的游戏遥他学做上帝袁也让我们许三个愿望遥第
一个愿望全班同学基本相同袁就是希望考上好的大学袁毕竟
大家都苦读了十二年遥第二个愿望袁全班同学则各不相同袁各
有精彩袁充分体现了个人的特色遥有趣的是第三个愿望袁几乎
所有的男同学都是相同的答案袁娶上个漂亮的老婆遥 同学们
哄堂大笑袁班主任老师也笑了遥 他说袁我不是上帝袁但我想你
们的愿望都一定能够实现袁不过光做美梦是不行的袁记住幸
福都是奋斗出来的袁不经历风雨怎么见彩虹遥 老师的教诲我
铭记在心袁多年来默默地践行遥

毕业十年的再次聚会袁同学们纷纷告诉老师袁那年的三
个愿望都实现了遥 我呢袁也是院大学上了一所 211 学校袁也评
上了高级职称袁第三个愿望也实现了袁娶了我们班的班花遥

人生就是一趟旅行袁无论你选择哪条路袁自会有一路的
风景遥 但正是存在于自己心中的那远方更美的景色袁才会有
不断前行的动力遥山脚袁绿草茵茵曰山腰袁鲜花烂漫遥但我们总
坚信袁山顶的风景更美遥 于是袁无论腿再疼尧腰再酸袁只要能
够袁我们就要不停地攀登遥愿望袁就是那些位于远处的和山顶
的风景遥

从而立袁至不惑袁再半百袁每个十年袁我都给自己许下些
愿望袁关于事业的尧关于父母的尧关于子女的遥上苍还算眷顾袁
其中的大部分都已现实遥有时也想袁是否我的愿望太低袁伸手
便可触及遥猴子都知道袁跳起来摘到的桃子味道最美袁难道我
的智慧连猴子也不及遥但再一想袁那些没有实现的愿望袁就让
它成为生活中的小插曲袁毕竟无关主题遥

现在袁如果遇见上帝袁给我三个愿望的机会袁我又会提出
些什么呢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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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家中野蜗居冶的野走笼冶袁二十多年前的往事历历在目遥
每年腊月二十四这天袁母亲扫过尘袁祭过灶袁父亲便又将尘封近一

年的篜笼取了出来袁看看有无损坏霉变之处遥 逐一检查袁进行修理袁然
后刷洗干净袁放在通风处晾干遥 那时的蒸笼一般分为上下五层袁有笼屉
笼罩组成袁全为竹篾编制遥 只需时 40 分钟袁便可蒸 8 斤面的包子遥

收拾好蒸笼袁父亲开始联系野订单冶遥 村庄不大袁也就三十多户人家
的样子袁父亲挨门逐户询问袁谁家什么时候需要蒸笼袁蒸多少面袁渊那时
的人特别能吃袁 基本上都是蒸 50 斤面左右冤 在本子上登记得一清二
楚遥 否则一旦乱了袁就会影响野生意冶袁也不利于邻里安定团结遥

按照约定的时间袁父亲将笼依时序送到村民家中遥 野走笼冶正式开
始袁一时间袁整个村庄弥漫着蒸包子的气味遥 野走笼冶一般一个村庄只有
一个袁主要是因为平时闲置用不到遥 若保管不善袁有时还遭老鼠尧蛀虫
的损坏袁再加上那时经济条件限制袁所以庄上的人是极不情不愿掏钱
买的遥

包子蒸好的人家袁将野走笼冶洗刷好袁在笼屉里放上三个包子袁一并
送还回来袁抵算借笼的野租金冶酬谢遥 父亲也不推辞袁照收不误遥 虽说一
次只有三个包子袁但累计起来也有二百个左右遥 这省去了家里蒸包子
的费用袁可以说是一举两得袁方便了别人袁也厚待了自己袁野走笼冶也变
得风光遥

随着时间的推移袁野走笼冶渐
渐地失去了往日的野风采冶袁直至
现在完全野趴在窝里冶不动了遥 不
少人家把做好的包子馅袁 送到街
上袁花上每斤七尧八块的面钱袁让
面点师专门加工曰 有的人干脆就
在超市购买遥 有纯肉尧青菜尧萝卜尧
豆角等品种的包子袁 可以任意挑
选遥 我每次劝说父亲袁还是把野走
笼冶扔了吧袁而年迈的父亲总是纳
闷地说院野走笼冶咋就野走冶不下去
了呢遥

“走笼”
荫张永成

野希望你们多活几年冶是今年年夜饭上袁我九
岁的儿子给他太爷太奶的祝福遥小小的他站起来袁
举着杯子袁小脑袋仰头袁眼珠滴溜溜眨了好几下袁
思考了半天才蹦出这句话遥大伙儿哄笑了袁直言童
言无忌遥

以往过年袁我们都去乡下的爷爷奶奶家拜年遥
这两年他们二老随伯父住在县城袁 我们便轮着邀
请老人来家里住袁到我家时已是年初二遥

那天一早袁我在小区门口等着他们袁然后领着
他们往家走遥 爷爷看起来还很硬朗袁在前面走着袁
我牵着奶奶的手走在后面遥不过两栋楼的距离袁奶
奶一路走一路说好远袁她又不放心爷爷袁一直喊他
靠边走遥

进家门后袁我拉他们到沙发边坐下袁顺手把茶
几上的香蕉递给他们袁说院野奶奶袁快吃袁这是进口
香蕉袁很甜的遥冶奶奶笑着接过去袁又看了看我们家

的房子袁感慨地说院野我小玲有出息了遥 想你小时候五毛钱一根的香蕉
也舍不得买袁我去给你买了一把袁给你乐得遥 冶我愣住了袁小时候的事儿
一点印象都没有遥 然后又听奶奶说院野你也孝顺我袁刚工作就给我买了
套蓝色碎花的衣服袁我还没怎么穿呢袁这每年过年又是送礼又是喊我
们吃饭的遥 冶她没说完袁我就不好意思了遥 那套衣服是在农场小街上买
的袁不贵袁买菜时看到觉得适合奶奶就给买了遥 后来袁工资越来越高袁自
己的衣服越买越多袁却再没给老人买过什么袁总想着爷爷退休金高袁想
买什么买不到遥 没想到八尧九年过去了袁她老人家还记得袁且一直稀罕
着遥

爷爷则一直安静地待着袁不怎么说话遥 在客厅待了会儿袁就进了我
书房遥 奶奶说他这几年耳朵越来越不好使了袁听不到别人说什么袁没事
的时候就自己看书袁也不知道在想什么遥 我看了看爷爷袁心里一阵酸遥
除了堂弟袁在我们姊妹几个中他对我最好袁我的性子也有很多地方像
他院喜欢安静袁喜欢读书遥 他很在意我们的成绩袁谁得了奖状袁他都要给
红包遥 听说我儿子今年拿了奖袁年夜饭那天袁我们还没到袁他就守在饭
店门口等着曾孙来袁说要第一时间给他奖励遥

那天的团圆饭袁一直未吭声的爷爷看着围着他坐的有说有笑的我
们袁突然蹦了句话院野看到你们一大家人这么好袁我心里真舒坦遥 冶我又
一阵难受袁这辈子他们替我们操心太多了遥

看着突然不说话的大人们袁 儿子举着杯子走到他太爷太奶身边
说院野太爷太奶袁祝你们长命百岁袁等我长大上班了袁我给你们发红包浴 冶
爷爷奶奶笑了袁大伙儿也笑了遥

真的希望时光能走得慢些袁让他们二老再多陪伴我们许多年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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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鱼袁 这个方法是不是古老无从考证袁
但应该肯定无疑的袁这是许多懒人捕鱼方法
的一种袁用现在的话也可称为野守株待兔冶式
捕鱼遥

以前袁我和弟弟经常去套鱼袁但都是二
弟亲自下网袁而我只是打打下手遥 二弟套鱼
有经验袁 他会在支渠涵洞下游张网套鱼袁有
时也会和他人一样选在流水内河或沟港汊
口遥 网口逆流摆放袁用毛竹尧树棍在河边一侧
打桩扣网固定袁并在网的进口两侧用两块几
米网片斜拉成倒八字形遥 水中游物遇网会顺
着人们为它设定的方向游走袁 发现进口袁以
为有漏洞可钻就赶紧逃跑袁 却不知水中陷
阱遥 越过道道关卡袁直到网尾无洞再钻袁只能
等待主人收网遥

小打小闹可以怡情袁若是指望套鱼挣钱
还需要找一个好地方遥 在五岸洞袁这里有东
西两个进水涵洞袁人工开挖形成了丫字形三
角地带遥 两条水系向南延伸约一公里左右袁
合并汇入一条大干渠遥 西洞水流缓流量小袁

东洞水流急流量大袁这正是套鱼的好地方遥
好地方袁自然会有套鱼的人遥 东渠洞口

就有一张集体大网袁用碗口粗的几根树棍支
起足足有二丈高三丈宽的粗尼龙网袁前后左
右用几根大拇指粗的钢丝绳和细钢筋拉着
网四个角和中间部位袁确保网口不被灌溉总
渠下来的水位差形成的力量冲走或冲倒遥 网
口离洞口有三四丈距离袁网尾巴拖在水中有
十丈远遥

一旦春耕开始放水袁总渠的鱼类顺流而
下袁有一部分会入网袁所以每隔一小时左右
就要收网遥 那时袁初春旺季最多一天能捕捉
上千斤鱼遥 在秋天时袁河里主要是又大又肥
的鳗鱼尧螃蟹尧鲑鱼袁一昼夜正常能捕捉一二
百斤遥 有时袁我们会从那里弄一些鱼来吃袁父
母都夸那里的鱼虾好吃有味遥

如今袁五岸洞已有多年没亲近袁也多年
吃不到那个独有的总渠里的野渠鲜味冶了袁套
鱼只剩下美好的记忆留在脑海里遥

套鱼
荫邹德萍

在人生的旅途上袁在生活的伴侣中袁总有一
些美好的物品弥足珍贵袁耐人寻味遥 近日袁当我翻
开当年与爱人林秀英领取的两本结婚证书时袁一
种幸福感油然而生浴

那是一九七七年袁我在当时的南京军区野临
汾旅冶部队服役的第八个年头袁我和爱人林秀英
都到了野男大当婚袁女大当嫁冶的晚婚年龄遥 于是袁
根据当年双方意愿袁拟在金秋时节到部队举办婚
礼遥 为此袁我在七月份向部队党组织递交了一份
申请结婚的报告袁 并附送男女双方体格检查表遥
时间不久袁 部队党组织就批准了我们的结婚报
告遥

一九七七年九月二十日上午袁我带上部队党
组织批准结婚的报告袁和爱人一起来到南京市栖
霞区孝陵卫镇革命委员会婚姻登记办公室办理
结婚手续遥 当天下午回到部队营房后袁我俩邀请

了我工作的军务科全体同志和射阳籍战友共二十
多人遥当晚八时袁我们就在军营举办了一场别开生
面尧既热烈隆重又简单朴素的婚礼遥

光阴似箭袁日月如梭遥一晃四十多个春秋过去
了袁但是当年我俩领取的两本结婚证书袁仍然完好
无损袁封面还是那么鲜艳袁书写的字迹还是那么醒
目尧优美浴 这么多年来袁我俩一直将它当成无价之
宝袁当成一件永不褪色的艺术品浴

抚今追昔袁峥嵘岁月遥现在袁我们的幸福生活袁
真是芝麻开花要要要节节高浴我俩已近古稀之年袁正
安享儿孙绕膝袁欢度晚年的幸福时光遥我每天坚持
读书看报袁打乒乓球袁看电视新闻袁业余时间写几
篇文稿发往网络平台和报社遥 老伴早晚参加县舞
蹈队排练袁舞姿还是那么青春尧阳光和潇洒遥

一本证袁一生情遥 愿每个人的结婚证书袁永不
褪色袁永远保持鲜红尧鲜艳的颜色遥

永不褪色的结婚证书
荫徐为红

住镇上袁老家在村里袁相隔十余里袁却总
有种野故乡遥袁何日去冶的感觉遥 仿佛现在的
家只是暂时的栖身处袁心里还总有另外一个
家遥

这些年不知是适应不了小区单元楼里
的生活袁 还是太过怀念村里熟悉的环境袁一
直惦记着能有一天叶落归根遥 然而袁每至周
末回老家袁年复一年袁能见到的熟人越来越
少袁曾经热闹的胡同里袁如今少见人影袁年纪
大的长辈渐次故去袁 年纪轻的也相继搬走遥
他年风华正茂的青年袁偶然相见也已老态颇
显袁令人欷歔遥

村外走走袁儿时的天大地大袁如今却是
尺寸之地袁 林立的小工厂显得拥挤破败袁不
见了麦场袁不见了树林与小河袁田间地头随
处是装过农药的瓶瓶罐罐袁几只大白鹅在路
边的铁笼里蜷缩袁 此时倒觉得相见不如怀
念遥

更有那宿草新坟里的至亲故人袁近在咫
尺袁却再不能相见袁总算晓得那无处话凄凉
的滋味袁曾经想念的竹马之交袁再见面也变
得客套疏远袁到底是欲买桂花同载酒袁终不
似少年游遥

多梦的我袁 梦里几乎都是家的记忆袁那
些梦带着些温暖的伤感遥 尽管我并未远去袁
家却让我感觉遥不可及袁之前一直计划着归
期袁突然有一天醒悟袁那家再也回不去了遥

即便睡在儿时的床上也再不闻夜里的
狗吠袁拂晓的鸡鸣袁也再不见夕阳与炊烟袁还
有雨里和着青草味的泥土香遥 想到这些袁开
着车的我止不住地落泪袁那所谓的家里再也
听不到姥姥的叮嘱唠叨曰再也见不到姥爷在
竹躺椅上瞌睡袁 电视里还唱着听不懂的戏
文曰 再想想永远没有给爷爷买来的拆骨肉遥
的确袁家就是这样袁当你想回的时候袁却已经
回不去了遥

回不去的家
荫向晨

碰上一个不会做饭尧 也不喜欢做饭的婆婆袁 作为儿
媳袁是不是很悲催钥

如果告诉你袁这是我家的现状袁自诩为野美食达人冶的
你袁是不是大跌眼镜尧觉得不可思议钥 会不会咂着牙花尧眯
缝着小眼儿袁等着看我家的笑话钥

对不起袁让你失望了遥 十几年来袁我们就这样野和谐冶
着遥 虽不在一个屋檐下袁但在同一小区袁三天两头要碰面
的遥

要问笨女人是怎样形成的袁只因为袁我这个当婆婆的
从小住校遥 小学尧中学尧大学袁食堂好比天堂袁没有做饭的
野刚需冶曰 而我家儿媳妇袁 从小有厨艺不错的老爸老妈料
理袁没有做饭的野必须冶遥

当然袁最重要的是袁我们这家人没啥追求遥 大鱼大肉
买得起袁却不会做袁也懒得学曰大闸蟹之类的好东西呢袁送
上门的袁除了野心存感激冶袁行动上跟不上袁因为吃起来太
麻烦遥 平日里我只做一个菜曰而儿子家袁他太太唯一拿得
出手的只有野白萝卜羊肉片下面条冶遥

生活如此简单遥 不过袁至今也没发现谁谁营养亏欠遥

往我们的脸蛋儿瞄一眼吧袁 不是白里透红袁 就是黑里透
红遥 马马虎虎袁还算健康噎噎

好吧袁平日不钻研菜谱袁假装很忙的样子袁暂且饶了
你们遥 但除夕的年夜饭袁一年中的高潮袁总不能太低调吧钥
亲袁高估我们了遥 今年的年夜饭袁我家仍然是院两菜袁没汤遥
两菜院黄瓜炒鸭蛋袁圆白菜炒熏干遥 再打开一个红烧带鱼
罐头遥 齐了浴

看着大家在朋友圈晒年夜饭袁我鼓足勇气嘚瑟遥 拍张
照片发出去袁 觍着脸声称院野这或许是全中国最朴素的一
桌冶遥

几位朋友看了袁对野全中国最朴素的一桌冶深表质疑院
野画面很丰盛啊浴 冶只有好友阿杰野知根知底冶袁她揭发道院
野摄影技术派上用场了哈浴 冶的确袁我把餐桌上的香蕉橘子
山楂等水果袁统统摄入镜头遥大盘小盘袁红红绿绿遥这顿年
夜饭袁是不是很野壮观冶了呢钥

咱们中国人的仪式感很强袁 对这顿合家团聚的年度大
餐尤为重视遥不管钱多钱少袁都得摆上十几尧甚至几十盘袁似
乎只有这样袁才热闹袁才过瘾袁才野亲情满满冶遥 我在欣赏尧羡

慕之余袁总是野冒天下之大不韪冶地担心院吃得完吗钥
我琢磨过人类胃口的大小袁 相信盛宴过后许多人家

是要剩饭剩菜的遥 不怕亚硝酸盐的袁 剩菜进冰箱慢慢消
化遥这个我看行遥专家说了袁除了绿叶菜不能留袁这点点亚
硝酸盐袁能成啥气候钥而讲究养生的袁则一倒了之遥这个我
也不反对遥 最担心的是饭店餐馆啊遥 今年春节袁新型冠状
病毒闹的袁聚会少了袁餐馆空了袁否则袁泔水桶里袁洋洋洒
洒尽是好货遥

虽然不会做菜多少有些辜负美食大国之誉袁 但我们
正在改进中遥 而野吃多少袁做多少冶这点袁完全可以自豪一
把遥 除了节约意识袁我还有个小算盘院盆干碗净袁好洗啊遥
孙女被我野软硬兼施冶改造 N 回袁终于在我眼皮底下袁艰难
做到了野光盘冶遥 而她爸袁则负责餐桌最后的野包圆冶袁雷打
不动噎噎

哦袁想起来了袁有个家伙不服气袁在我发的年夜饭照
片下面留言袁声称他家的年夜饭才是野全中国最朴素的一
桌冶遥 因为袁餐桌上只有饺子遥

好吧袁我承认袁你厉害浴

朴素的年夜饭
荫小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