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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次回去看母亲，我都喜欢帮
她烧火，灶膛里的火焰熊熊，红通通
的火光映得我的脸又红又热，心里
像装了一团火一样亮堂堂、热乎乎
的，我知道一缕炊烟正在我家烟囱
里轻轻上扬。

自古以来，炊烟就是文人笔下优
美的诗行，是游子心中不绝的乡愁，
炊烟丝丝缕缕地在村子上空盘旋往
复，那是一幅温暖的图画，是幼小的
我饥肠辘辘时的慰藉，望见它，心里
就满是欣慰，回家的脚步格外轻快。

如今，生活条件好了，村里烧火
的人没剩几户，母亲却坚持一日三餐
烧柴火，我家的炊烟一直孤独而执着

地在空中缭绕。我记得以前秋冬之
际母亲捡树叶的情形，村东的小树林
里黄叶满地，母亲和几个妇人挎着篮
子在林间穿梭。疾风劲吹，她的头发
像一把枯草随风乱飞，她浑然不觉，
只顾忙不迭地和风争抢着一片片落
叶。其实树叶很不经烧的，但饥寒年
代，什么都短缺，多藏点树叶，严寒的
冬天才不至于心慌。现在母亲的灶
房和院子的棚下，也堆满了各样的柴
火，有玉米秆、小树枝、劈开的树桩，
成堆成垛，似乎总也烧不完，这是母
亲农闲时收集的，小树枝是人家修剪
大树时弃之不用的，她用架子车拉回
来，一一堆在家里。

我烧火，省得母亲既要掌勺，又
要往灶膛里续柴，顾上不顾下的。
火苗很旺，像一片燃烧着的霞光，间
或听到一阵“噼里啪啦”的轻微炸
响，就像我和母亲说到好笑处，“咯
咯”开怀的笑声。她攒了一段日子
的话，见了我，就会像竹筒里的豆子
一样哗哗往外倒。浓浓的人间烟火
味混着饭菜诱人的香味，一股股地
扑面而来，惹人沉醉。

母亲家里有燃气灶和电磁炉，
完全可以从烟熏火燎中走出来，享
受高科技带来的便利，但她固执地
认为，灶台里炒出的菜喷香好吃，煮
的稀饭也格外软糯，每逢周末或节

假日，孩子们回来，一碗接一碗地吃
着她做的饭，津津有味，个个赞不绝
口，她乐呵呵地笑着看着，满脸洋溢
着发自内心的愉悦。

母亲总觉得乡下到处都是柴火，
放着现成的不烧，再花钱买电买液化
气，不是浪费吗？现在水管安到了
家，喝水方便多了，但水质不太好，她
就每天一锅又一锅地烧开水，装进四
五个暖瓶里，等水澄清之后才倒进锅
里做饭，只这一项，如果每天用电用
气烧，就是一笔不小的开支，她是无
论如何都舍不得的。这样每做一顿
饭，一向以节俭为荣的母亲就像省了
一大笔钱，心里无比自豪。

“我烧火，省得母亲既要掌勺，又要往灶膛里续柴，顾上不顾下的。火苗很旺，像一片燃烧着的霞

光，间或听到一阵‘噼里啪啦’的轻微炸响，就像我和母亲说到好笑处，‘咯咯’开怀的笑声。她攒了一段

日子的话，见了我，就会像竹筒里的豆子一样哗哗往外倒。”

母亲的炊烟
马永红

于朋友圈看到远方的朋友发的
下雪图片甚美，欣赏之余，好生羡
慕。想想现在的雪大不如从前了，
尤其在江南地域，下一场雪俨然看
女人十月怀胎，折腾很久，才像恩赐
似的吊着人们的胃口，从远处慢悠
悠地飘来。有时为等待一场雪，一
晚上爬起来多次，眼看着刚刚还阴
云密布的天，忽又露出调皮的月牙，
顿觉失落。

遥想童年冬天就是一个雪的世
界。下雪是件出其不意之事，尤其
晚上，它会无声无息悄然而至。早
晨醒来，向窗外一看，白雪皑皑，银
装素裹，整个村子变成了一个白色
的世界。大雪封门、封路，雪有尺把
厚。每每此时，父亲就会喊我们快
起来扫雪，说人家谁谁已经扫到东
桥头了。一听这话我便赶紧起来，
拿着扫帚、铁锨立马投身到火热的

“扫雪”运动中，男女老少齐动手。
尽管雪是隔三岔五地下，但凹凸不
平的土路并没有因为下雪而变得泥
泞不堪。尤其是各家通往村里的学
校、大队部、卫生所、供销社等的路，
一直保持畅通，保证孩子上学的路
好走，保证人们去供销社买油盐酱
醋的路好走……整个扫雪过程，趣
味无穷，既是一堂教育课，更见证着
人间的真情真爱、至善至美。

大雪如期而至，可乐坏了正放
寒假的孩子们，雪就是孩子们最天
然的玩具。孩子们在完成大人交代
的扫雪任务之后，便可以与雪来个
亲密接触了。选择一空旷的雪地，
锹、铲、扫帚等派上用场，有人扫雪，
有人铲雪，有人堆雪，把雪集中起
来，滚成球堆雪人，大雪球做身体，
小雪球做脑袋，两只小煤球按上就
是一对乌溜溜的眼睛，把胡萝卜插

上便成了长长的鼻子，红色的瓶盖
按上做个圆圆的小嘴巴，又找来红
帽子戴上，旧围巾围上，再插一把扫
帚在雪人的怀里，于是，活脱脱一个
站岗放哨的士兵，又似一个呆萌的
少年，在漫天大雪中痴痴地看着我
们嘻嘻哈哈地打雪仗。而后我们分
成两派，开始战斗。趁你不防备，一
团雪球砸在你后脑勺上。你不顾疼
痛，扑过来抓起一把雪，塞进对方衣
领里，掉头就跑……每个人头发上、
眉毛上都是雪白的。大家你看看
我、我看看你，笑成一团，早已忘记
了天寒地冻，忘记了时间，直到各自
的父母呼喊着自己的乳名，叫你回
家吃饭，这场战斗才宣告结束。

雪天捕麻雀也很有趣。扫出一
块雪地，放下一些麦粒或者谷物，上
面支起一个筛子，诱捕那些饥饿的
麻雀。捕到一只麻雀，我们就会用

绳子把它小腿拴起来，然后拽着它
奔跑。麻雀叽叽喳喳地叫着，拼命
地挣脱，当反抗和挣扎无济于事时，
麻雀选择沉默与绝食。于是好吃好
喝侍候着，可倔强的麻雀宁愿饿死
也不吃一口食，眼看麻雀一天一天
瘦下去，病恹恹的，此时我们反而如
同热锅上的蚂蚁，坐卧不安。“麻雀
一天吃很多虫子，赶紧把它放了，天
空才是麻雀的家。”母亲大声下令。
解开绳子，麻雀缓了一会儿，努力地
飞向天空。自那时起，我们再也不
捕麻雀玩了，因为麻雀是人类益友，
是热爱自由的鸟。

光阴荏苒，50年过去了，儿时冬
天的雪景恍若浮现眼前，童年的天
真无邪，如雪纯洁，伴我度过了欢乐
的冬天时光，留下了一份美好的冬
日回忆。那回忆带着雪意，摇曳着
纯美的童年风情……

“遥想童年冬天就是一个雪的世界。下雪是件出其不意之事，尤其晚上，它会无声无息悄然而至。早

晨醒来，向窗外一看，白雪皑皑，银装素裹，整个村子变成了一个白色的世界。大雪封门、封路，雪有尺把

厚。”

遥想童年的雪天
戚思翠

若问人世间最美的景色在哪里,也许就在我们内心深处不可触摸
的地方。在我的心里永远都住着一个叫巴音布鲁克的地方，那是母
亲成长的摇篮，更是母亲永远的乡愁。

端庄秀丽的巴音布鲁克是个神奇的地方，遍布的河流与湖泊，
山峦环抱，连绵的丘陵和辽阔的草甸相间，骏马奔驰在辽阔的草原
上，美丽的天鹅犹如仙子悄声而至，还有那远处白雪皑皑的天山，
都赋予这片草原独特的美，也造就了巴音布鲁克牧民淳朴赤诚的性
格，更赋予了母亲独特的魅力。

都说天山之水给辽阔的巴音布鲁克草原带来了灵动，远处的雪
山为草原带来了律感，连绵起伏的雪山就像一个个跳跃的音符，像
一个个白色的小精灵带来童话般的故事。还有那结伴而行的羊群恍
若天上飘动的白云，夕阳西下的九曲十八弯让广袤的草原跳起了欢
快的舞蹈。这就是神奇的巴音布鲁克，一个让人留恋而又原始的地
方，满足所有人对草原的幻想。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马背上的民
族赋予了牧民博大的胸怀，哈萨克牧民欢迎天南海北的客人，一杯
热气腾腾的奶茶拉近彼此的距离。于是，我对巴音布鲁克充满了无
尽的遐想。

2016年，有机会跟随母亲一起去了巴音布鲁克，汽车一路颠
簸，举目四望，很多地方都是光秃秃的山丘，一种沧桑感油然而
生。大约过了五个多小时，终于看到大片大片的绿色，成群的黑头
羊和骏马悠闲地吃着肥沃的青草。一群群健硕的牦牛迈着缓慢的步
伐行走，长长的黑棕毛像披上了一条毛毯，与草原景色相互映衬，
有一种超乎世俗的洒脱。

不知何时，天空下起了小雨，眼前的雪山若隐若现，层层薄雾
恍如仙境，思绪游走于雪山、戈壁、草原、河流等之间。汽车行驶
在宽旷的道路上，我的心却久久不能平静，巴音布鲁克究竟哪一点
能让母亲这些年来念念不忘。

黄昏时分，被雨水洗过的天空更加清澈，太阳出来了，晚霞映
红了天边。我看见母亲一个人静静地站在山丘上，望着远处的雪
山，我能感觉到母亲在仔细看着这一草一木，我想她的心里一定有
着各种人间百味，不变的却是对这片草原的依恋之情。母亲慢慢蹲
下身子，轻轻抚摸那些青草，仿佛在抚摸自己的孩子。我忽然看到
母亲眼角流出了泪水，滑落在这片辽阔无边的草原上，随后她用双
手捂住了眼睛。

但那时的我只有十岁，不是太懂母亲对巴音布鲁克真正的感
情。直到最近，我翻阅母亲的影集，看到童年时候母亲和舅舅的合
影，还有那些母亲曾经发表过的文字，我真正感受到了母亲的乡
愁，她把对巴音布鲁克的情感放在了字里行间，放在了自己的内心
最深处。我也真正明白当自己第一次被牧民放在马背上，一如当年
放牧的外公将母亲和舅舅放在马背上，那是对故土最深沉的眷恋，
也是父母对儿女最博大无私的爱。我也渐渐懂得为什么在那个凌晨
时分，在篝火晚会现场，母亲将我抱起来，她是想让我在海拔两千
五百多米的草原上看到最大最亮的星星，让我永远不要忘记永远的
故乡——巴音布鲁克。

巴音布鲁克不仅是母亲的乡愁，也是我的乡愁。乡愁镌刻在每
个人心中最难忘的地方，一个藏着生命密码的地方，那里有着永恒
的记忆。大漠孤烟，长河落日，青草依依，这一切不仅是母亲的乡
愁，也是我对巴音布鲁克大草原永远的热爱……

“不知何时，天空下起了

小雨，眼前的雪山若隐若现，层
层薄雾恍如仙境，思绪游走于
雪山、戈壁、草原、河流等之
间。汽车行驶在宽旷的道路
上，我的心却久久不能平静，巴
音布鲁克究竟哪一点能让母亲

这些年来念念不忘。”

乡愁
周嘉鼎

我本是个无肉不欢的人，平
日里几乎天天离不开肉食。中、
晚两餐，至少要有一道肉菜；哪怕
是早上，也少不得一碟猪耳朵、几
片熏火腿或者酱牛肉；猪头肉、酱
肘子、卤猪蹄、盐焗鸡……隔三岔
五便要打回牙祭；牛肉包子猪肉
饺，红烧排骨涮羊肉，也是餐桌上
的常客；赶上家里来人，那更是无
肉不成席。苏东坡是“宁可食无
肉，不可居无竹”，我则是“别看穿
得破，肚里有好货”。一碟碟肉食
吃得我红光满面、肚大腰圆。

然而，一波汹涌的涨价潮让
猪肉的价格节节攀升，牛肉、羊
肉、禽类的价格也随之水涨船高，
令我这个“肉君子”直嘬牙花。猪
肉刚开始涨价时尚且能接受，只
是量入为出，吃肉的顿数略有减
少。数月前的一天去赶早市，看
到猪肉已超过了原先牛羊肉的
价。我在肉摊前转悠半天，再摸
摸自己瘪瘪的钱包，只有悻悻转
身，买了一堆素菜。心想忍几天
吧，等落落价再吃肉。谁知这肉
价，竟像被狗撵着的兔子一样，
一路狂奔不回头。多日没沾荤
腥，肚子里的馋虫一个劲打架。
那天路过常去的肉食店，想买点
熟食解解馋，我像往常一样潇洒
地甩过去 50块钱，用手指了指
一块不大的酱牛肉：“来块酱牛
肉！”老板麻利地把牛肉往电子秤
上一放，满脸堆笑地冲我说：“哥，
钱不够，还差20元。”让我差点没
翻了白眼：这可是我们全家一天
的菜钱啊！

照眼前的态势，天天大鱼大
肉的日子一时是回不来了。虽然
以前家里每天肉食不断，其实老

伴一直反对大鱼大肉，说这样不
利于健康。而且，我的血脂超高，
体态偏胖，还有脂肪肝，医生早就
建议我减肥，多吃素食。这下可
好，不想吃素也要吃素了。我想，
也好，从客观上给我创造了少荤
多素的条件。于是作为家里的主
厨兼采办，我增加了新的任务：如
何用素食把家里的生活调剂好。

从此，我家的餐桌上开始以
素为主。比如以前的肉炒豆芽变
为素炒豆芽。把绿豆芽去头去
根，开水焯烫过凉水，热油放入葱
花、姜、干辣椒，爆火翻炒，加少许
白醋、几滴香油，就势起锅，酸辣
爽口，很是下饭。肉丝炒土豆则
变成了凉拌土豆丝。将土豆去
皮、切丝，热水焯熟浸在凉水中冰
透、控干，剥几瓣蒜剁碎，炒锅加
热倒入适量花生油，加入葱段、大
料、花椒和干辣椒，炒出香味后关
火冷却，待油凉透，把土豆丝和蒜
倒入锅中，加入适量盐和米醋，搅
拌均匀，一盘清口又开胃的凉拌
土豆丝便端上了餐桌。最近，我
家厨房更是新增了一道主打的大
拌菜，里面有菜花、黑木耳、芹菜、
胡萝卜片、黄瓜片、花生米、黄豆
等七八种之多，而随着其中内容
的变换，这道菜令全家人百吃不
厌。

吃了一段时间的素，我的饮
食习惯竟有了很大改变，现在已
基本上不怎么馋肉了。而且，身
体也出现了神奇的变化。体重减
轻了，血脂降低了。每天晚上睡
到半夜，肚子咕咕叫，感到特别舒
服，人也比以前显得有精神。

我决定，不管肉价降不降，以
后就多吃素了。

“从此，我家的餐桌上开始

以素为主。比如以前的肉炒豆
芽变为了素炒豆芽。把绿豆芽
去头去根，开水焯烫过凉水，热
油放入葱花、姜、干辣椒，爆火翻
炒，加少许白醋、几滴香油，就势

起锅，酸辣爽口，很是下饭。”

食素记
刘明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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