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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孩小孩你别馋，过了腊八就是年。
贴窗花、点鞭炮，回家过年齐欢笑。”听着手
机里传出的童谣，手捧儿子亲手熬的腊八
粥，一种不可名状的感觉涌上心头，鼻子一
酸，眼泪顿时簌簌地流了下来。

好些年没有喝过腊八粥了，关于腊八粥
所有的美好记忆，竟是少年时代的……

腊八节，民间大都流行喝腊八粥。每到
腊月，是母亲理发店最为忙碌的时间。但无
论多忙，她心里却还是惦记着熬腊八粥。总
是会在初七下午，早早把熬粥用的各种豆子
洗净泡好，到晚上睡觉前用一个大铁锅放在
蒙好火的炉子上，温火熬一夜。三更半夜爬
起来，再披上棉袄看火、搅动，待到初八凌晨
五六点起床的时候，一锅冒着热气，散发着
浓郁豆香的腊八粥就熬好了，每人一碗热气
腾腾的粥喝下肚，便各自忙去。母亲那时常
念叨，喝了腊八粥，就把“年”来办。

腊八节，可谓是春节之前最重要的日
子。它就像一道门帘，唰地一下，就拉开了
过年的大幕，人们就要开始“忙年”了。说起

“忙年”的日子，人们是忙碌的，也是快乐
的。家家户户扫房子，办年货，压长面，杀年

猪，做豆腐，蒸年馍，炸年糕，写春联……眼
睛一“闪”，就到年三十。

那年也是腊月，我从那栋老旧的工厂家
属楼接父亲母亲来县城与我同住。才过了
初五，母亲就开始念叨着过腊八要吃“赤豆
腊八粥”，“打鬼”祛疫。母亲的这说法，立马
勾起了我那还在上小学儿子的好奇心，“姥
姥，吃腊八粥跟‘打鬼’有啥关系？”母亲说：

“传说古时候有个叫颛顼氏的，有三个儿子，
他们死后变成了恶鬼，专门在腊月初八这天
出来吓唬人，大人小孩中风得病、身体不好
都是因为这些疫鬼作祟。他们天不怕地不
怕，单怕赤（红）豆，所以在腊月初八这天，人
们就用赤（红）豆熬粥，以祛除疫病，后来就
有了‘赤豆打鬼’的说法。”

传说归传说，但是儿子较了真，他打开电
脑，百度了许多有关腊八粥的传说和寓意，有
说腊八节是出于人们对忠臣岳飞的怀念，有
说腊八粥救了朱元璋性命，还有说是教育后
辈要勤俭持家。于是儿子就去找姥姥理论，
说姥姥的说法不对，是迷信。儿子认为，喝腊
八粥是为了教育后辈要勤俭持家这一说法是
对的。但无论是怎样的传说，日子总是由每

一个重复的节气连接；生活总是被这节气中
浓浓的思念和幸福的守候涂抹成五色斑斓。

自打成家有了孩子后，也学着母亲的样
子熬腊八粥。把各种豆子细细挑拣一遍，熬
好后，盛在一个小白瓷碗里，细嚼慢咽，慢慢
品味，但同样的食材却怎样也熬不出当年“妈
妈的味道”。加之工作繁忙，也顾不得做这些
劳神费时的吃食，渐渐地就放弃。许多年过
去，再没熬过腊八粥，尤其是母亲去世后，再
没有喝过这散发着浓郁豆香的腊八粥。

昨天吃过晚饭，瞥见儿子抱着个手机一
头扎进厨房，笨手笨脚地忙活着。于是随口
问了一句，也没搭理我。因为胃里不舒服，我
早早钻进被窝里抱了盐袋热敷，迷迷糊糊地
睡了。没想到，这一早起床，儿子捧了精致
的白瓷碗，端上来一碗热气腾腾的腊八粥，
像极了多年前与母亲同住的情景。“嘿！厉
害了呀！居然会熬腊八粥，儿子，跟谁学的
呀？也没见你问我啊！”我一边欣喜，一边调
侃着问儿子。儿子不屑地回答：“这有啥难
的，问‘度娘’了。”真行！不管过程如何了，
能在这寒冷的冬日清晨，喝上这么一碗暖心
的粥，知足了！感动之余，拉了儿子坐下一

起享用，筹划着需要采办的年货。一时之
间，浓浓的年味和着幸福的味道，就这样从
眼前的这碗浓稠的腊八粥中蔓延开来。

小世界大乾坤！腊八粥，看起来就是一
碗粥，一碗熬得时间比较长的粥，或是说一
碗配料较多的粥，但里面却承载了满满的
传统文化。这种文化，早已在自觉不自觉
中，浸入一代又一代人的血液中，潜移默
化成为家庭、民族、国家的文化基因。传
承至今，仍有无数家庭，也像我家这样一
代代传承着，一代代复制着，一代代延续
着，把熬腊八粥、喝腊八粥搞成一个仪式，
就像一个启动键，开始了忙年的序曲。

腊八一过，年味儿愈浓。辛苦工作了一
年的人们，开始感受到家的温暖和故乡的
召唤，早已归心似箭。办年货、买新衣。
期盼着，在除夕夜，家人围坐，品美食、话
家常，端上一碗热气腾腾的饺子，驱散腊
月的寒意，带着新年的期盼和对生活的热
情，暖暖和和过新年。

腊八，是春节的序曲，注定了是团聚的
时光，是祥和的节日。最美冬日，亦不过
如此。 （澄合实业公司）

过了腊八就是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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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宝呱呱坠地时，头大眼圆身子
小，但哭声嘹亮，四肢有力。他爹老宝
抱着他，盯着后院的瓜棚架嘟囔说：

“这娃脖子细的像黄瓜，头咋就赛过了
闷葫芦？”串门的五娘接口说：“头大好
啊！大头有宝。”有宝娘倚窗而坐，灰
塌塌的脸上立刻缀上了一朵花。

有宝出门，一群娃羔子跟在后面
喊：“大头有宝，背着媳妇就跑。”有宝哭
着跑回家，怨娘起的名字遭人笑。娘
说：“我娃头大，我娃聪明，他们比不
得。”有宝就不哭了。有宝头大，按理说
聪明，但他的学习成绩并不好。老师
挨个让背课文，别的同学都背过回家
了，有宝一遍未过，二遍未过，诵读三
遍时，太阳已经藏在了西山后。老宝
犁地，不见儿子放学来打猪草，给牛卸
了套，头冒青烟就寻到了学校。有宝
背书正背的酣畅，忽然瞅见他爹凶巴
巴地跑过来，词儿立马卡住了，憋得腮
帮子亮堂堂的。老宝踹上一脚怒骂道：“这么笨，白
瞎了我的学费钱，明个儿别念书了！”老师急了，抱住
老宝的腰说：“你这样不对！你得给我的学生道个
歉！”老子给儿子低了头，老宝回到家都没想通。

其实爹说有宝笨，但他的弹弓打得却不赖。夏日
某天，老宝在门前晒谷子，一群麻雀蹦蹦跳跳落下了。
你吃归吃，可气的是还拉下不少屎。老宝骂它，听不
懂；打它，追不上。刚轰走，转过身又落下了，气得跳脚
挥胳臂的没处挖抓。有宝把爹拉坐在树荫下，自己贴
着树，屈膝下蹲，闭眼拉弓，眼见着两只麻雀凑近脑袋
要耳语，“嗖”地一声，泥丸飞出，麻雀顷刻双双歪了身。

他娘说：“这娃玩心重。收心了，是个好料子。”老
宝抬起头，有宝娘补了句：“他干事专心，不毛躁。”

眼见劝退不成，老宝在碾盘上磕了下铜烟锅骂
道：“娘的，还得花我几年学费钱。”

呼啦呼啦的，时间把有宝送到了高中。要高考
了，有宝终于下了大决心。夜间复习课，瞌睡来了，
他用火柴棍支不住沉重的眼皮，就模仿汉朝的孙敬
来了个“头悬梁”。可叹的是，他娘第二天早上喊他
时，他头悬着，人却倚着墙睡熟了，嘴角流出的哈喇
子都泡皱了书和习题本。

上大学没戏了，有宝进了一家汽修厂，任务是接待
客户和洗车。大冬天，冷水冻得他手指像胡萝卜。二
舅路过来看他说：“受不了苦，就回家吧。”他说：“舅，我
喜欢这活儿。”穿戴上胶衣雨靴，捏住水管又忙碌了。
舅舅搓搓手感叹道：“这笨狗蛋儿，还犟的不行。”有人
说有宝半夜爱往车间钻，老板就留心去查夜。灰暗的
灯光下，果见有宝歪在油污的发动机旁打呼噜。老板
扯了下他的头发质问道：“你个熊娃子不好好到宿舍睡
觉，是不是想偷零件卖钱呢？”有宝“哎哟”一声，瞌睡立
刻被吓醒了：“叔，我是打扫完卫生瞌睡了。”站起身，慌
慌张张就跑了。他坐过的地方放着几本汽车修理书。

来年开春，煤矿运输队招修理工，有宝被录用
了。新工培训期间，有个客户来拜访，车没停稳，有
宝就过去说：“你的车电路有故障。”客户笑答：“刚
检修过，不会的。”客户迈步离开，有宝又要说话，车
队经理一旁虎起了脸：“你还想咋的？没礼貌。”可
没过几天，那位客户却打来电话让帮忙去拖车，说
是坏在路上了。经理大为惊诧说：“你小子有了‘望
闻问切’的神功了？”有宝抿嘴只是笑。经理说：“我
要看看你的大头到底有没有‘宝’”，又招呼来几辆
车让他“诊断”，成功率竟达到了八九成。

这年过年回家，有宝给了娘 2000元，说是得奖了。
娘直夸娃有出息。老宝拧着脖根结巴着说：“你，你，你
能得奖？我看猪娃子都能变白的。别是做了啥错事，
用钱糊弄我和你娘。”有宝娘白了老宝一眼，阻拦说：

“嗨嗨，说啥呢，你就不能把孩娃子往好处想？”说话
间，五娘家的柱儿推门走了进来。柱儿说：“是真的，
我俩都得了大奖状呢。”俩老抬头一看，果然见柱儿手
里拿着红彤彤的奖状：有宝被评上岗位技术能手了！

走出门，老宝一高兴，仰天吼起了乱弹：“提起
大头呀他有宝哩……”有宝撇撇嘴说：“娘，你看
我爹，他也说我。”娘说：“娃儿，你爹那是高兴。”

（运销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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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关中的年夜饭里一定少不了蒸碗。
年三十之前，蒸碗会早早做好，一碗一碗整
齐地码放在阴凉处，等待着年的到来。

正月里走亲戚吃饭，每家每户也会在
热菜的最后端上蒸碗，一般都是双数，两
碗、四碗、六碗，甚至是八碗。再加上一大
碗醪糟汤，白色的糯米沉在碗底，上面飘着
几粒红色的枸杞，有时还会放些橘子瓣儿
或是苹果片儿，让整个年都甜蜜起来。

蒸碗的种类很多，粉蒸肉、条子肉、四喜丸
子、小酥肉、黄焖鸡、八宝甜饭是最常见的。食
材的选择甜咸皆具、肉菜均有，满满的仪式
感。看似简单的蒸碗做起来其实挺麻烦，各
种做蒸碗的食材备好切好之后，基本都要经
过腌、炸、蒸等多道工序才能上桌。食材的码
放更是讲究，肉菜的比例、颜色的搭配，各家
有各家的特点，但一般都是传统对称图案的

风格，图个圆圆满满。从蒸笼里取出蒸碗，一
定要趁热倒扣在盘子里才能上桌，肉汤汪而
不浓、糯米甜而不腻，回味悠长、唇齿留香。

做蒸碗的碗也不是一般的碗，选用的都
是浅口的粗瓷碗，价格实惠，便于蒸碗的熟
制。讲究的家里还要选择碗底有黑釉的，托
底儿时看着美观，手感也较之单纯的粗瓷更
为细腻，有一种朴拙的美感。

儿时的我最爱帮母亲做蒸碗了，尤爱八
宝甜饭。从米袋里舀出平平一碗糯米，大概
可以做出三至四碗甜饭。按说八宝饭需要八
种配料，我家常放的有葡萄干、蜜枣、枸杞和
切丝去核的陕北红枣，为了美观，有时候还会
放些青红丝做搭配。糯米要在锅中煮至七八
成熟，米芯欲熟未熟，此时的糯米蒸好后才会
米香浓郁，略带弹牙的口感。等米捞出沥干
后，我会赶紧把白糖洒在米里拌匀，再舀一勺

雪白猪油趁热搅拌，等甜度合适了，米粒也均
匀的裹上猪油，油亮亮的像是那种米粒型的
珍珠。那时候我就天真地想，要是能把这漂
亮的米粒当珍珠穿成项链戴在脖子上，我的
梦里会不会也像八宝饭那么甜甜的。

“想啥呢？赶紧摆，等会还要上锅蒸
呢！”在母亲的催促下，我将配料和糯米层层
码放在瓷碗中，压实是最重要的工序，既能
让甜饭成型后更容易扣在盘子里，还能让食
材满满展现年的丰富和喜庆。

肉类的蒸碗我一般帮不上什么忙，土豆
块和肉都需要入锅油炸。等到各种蒸碗一一
码好食材，就可以入锅了。母亲拿出家里最
大的蒸锅，锅里的水要放足，大火上汽后蒸上
40分钟，不着急取出来，等彻底凉透了，让蒸
碗的食材吸收满满的汤汁后，再包上塑料袋
放入冰箱冷藏即可。吃的时候连碗再上锅重

新蒸透，找一个略深的盘子倒扣翻盘上桌。
小时候家里有一个大大的阳台，关上门

当冷库用。年跟前，阳台上会堆满各种年货，
一碗一碗的蒸碗整齐地码在一起，既可以用
来在正月里走亲戚当礼品赠送，更是用来招
待亲朋好友的必备硬菜。一个正月下来，各
家各户的年菜都能尝上一遍，谁家的蒸碗最
好吃，我们这些小朋友可是心里有数，年还没
过完，就已经期待下一年的美味了。

如今，人们工作繁忙，年轻人更是很少
下厨准备蒸碗。精明的商家推出抽真空的
蒸碗礼盒包装，随吃随热，满足了人们过年
的需求，延续了满满的仪式感。是呀，年，怎
能缺了蒸碗里浓浓的亲情和热腾腾的年味
儿，一层一层的香味浸透，让年更有年味儿。

新年临近，年味儿渐浓，记忆里蒸碗又勾
起了我的童年和乡愁。 （物资集团）

蒸 碗 里 的 年 味 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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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提起神木美食，很多人可能会说到“羊杂碎、卤肉夹
干酪、沙盖拌汤、洋芋擦擦……”但在这寒冬腊月里，神木

“杀猪菜”绝对可以在这众多美味中摘取桂冠。在这寒风凛
冽、瑞雪纷飞的季节里，一锅热腾腾、香喷喷的杀猪菜成了
多少神木人翘首以盼的佳肴。甚至在神木有这么一句玩笑
话：“在神木看一个人和你关系‘硬不硬’，就看他请你吃杀
猪菜不。”可以说，在当地没有什么事是一顿杀猪菜解决不
了的，如果有，那就两顿。

腊月天，在农村老家，乡亲们已经陆陆续续开始杀猪
宰羊，用来招待客人，储备这“硬核年货”。好客的主家早
早将日子告诉亲朋好友，收到邀请的，也是每天掐着手指
算日子，到这一天，无论是奔波在外的打工人，还是县城里
的上班族，都会放下手头的营生，带着家人赴宴，为的就是
一尝这惦记已久的家乡味道，为的就是感受亲戚朋友齐聚
一堂的热闹气氛。

天蒙蒙亮，便迎来了当天的重头戏——杀猪。四五个
汉子将这头饱食了一年粗粮的肥猪拉出猪圈，在合伙钳制
下，一把被磨得锃亮的杀猪刀在其撕心裂肺的哀嚎声中，
一刀便结束了它幸福短暂的一生。同时接盆放血、烧水褪
毛、开膛破肚取内脏，一切工作井然有序，好大会儿功夫，肥
猪便身首异处，成了几大盆堆得小山高的五花肉。

闲不住的姑姑姨姨们，便早早开始准备食材。从大缸里

捞出自家腌制的酸白菜，切成粗细均匀的菜丝。挑出个大土
豆，削皮洗净切块备用，剥葱的剥葱，捣蒜的捣蒜，拾掇灶火
的拾掇灶火。屋里的婆姨和屋外的男人们全都忙得满头大
汗，可偏偏又乐在其中。

接下来就是烹饪时间。灶里的炭火烧得正旺，待到铁
锅里的一大勺猪油烧热，放入红白相间的现杀五花肉翻
炒，加入酱油、生姜片、葱蒜、盐等各味调料，一阵翻炒后，
填入适量开水，放入备好的土豆、酸菜，盖上锅盖继续焖
煮。慢慢地锅盖已经不能遮挡这四溢的香气了，灶台边早
已围满了瞪大眼睛，流着哈喇子的小娃娃们了。

“杀猪菜出锅了”，这一嗓子直接让屋里的气氛达到了高
潮。迫不及待地夹起一口下肚，那肉中有菜香，菜中融肉味
的独特味道，便会瞬间充斥着味蕾，让身心得到前所未有的
满足，直让人不住大快朵颐，欲罢不能。酸菜夺其油，肉糜解
其酸，二者缺一不可，相得益彰，这大概就是杀猪菜的妙处所
在吧。有好菜，自然也少不了好酒。三五杯佳酿入喉，开始
了相互寒暄。一杯敬朝阳，一杯敬日落，人生在世不得意之
事十有八九，欢聚一堂难免唏嘘，但更重要的是活在当下，更
多的也还是平时聚少离多的嘘寒问暖，情真意切。

“故园东望路漫漫，双袖龙钟泪不干。”一锅简单朴素
的杀猪菜，却承载着多少游子日思夜想的家乡味道，挥之不
去的乡愁。 （陕北矿业龙华公司）

一顿杀猪菜 万分乡里情
强伟

“黄土坡上的情呦，沟里头的
那个爱呦，是谁唱着那动人的歌，
唱着你兰花花…… ”那黄土坡上
的信天游呦，那土窑洞里的人儿
呦，与过年时的热闹劲呦，你始终
让人魂牵梦绕。

我虽不是陕北人，但却喜欢
这黄土高原。你站在这山，我站
在那梁，塬上风可以掏空人的灵
魂。一棵棵红柳秃了又绿，绿了
又秃，千沟万壑，像一双巨大的延
伸的远古布满褶皱的手，连绵起
伏，苍茫、恢宏而又深藏着凄然、
悲壮；清峻、刚毅而又饱含着沉
郁、顿挫。山脊间偶尔露出的隐
隐一抹绿色，就像这双巨手手背
凸起来青森森的血管。千百年
了，它以自己的个性传承着陕北
人的生活习俗，塑造着性格鲜明
的高原色彩，传唱着这苍凉、宏壮
而沉郁的信天游。

那个身穿皮袄的放羊老汉又一次出现在我
的梦里，黝黑光亮的额头上几条深沟尤为明显，
那条棉线搓成的鞭子在空中划了个弧度，“啪”的
一声清脆，一股子土雾瞬间腾空而起，几声吆
喝，群羊得令。寒风中他掏出了缠在腰间的旱
烟袋，“哧”地划着了根火柴，只见火光伴着老汉
的旱烟头吮吸节奏一忽亮一忽暗，他的眼睛里
布满红血丝，深邃有光，四周静默着，顿时一阵
悠悠的信天游从这地缝中，大路上传了过来，老
汉清了清嗓子站在凛冽的寒风中回应着，那从
嗓子眼里儿迸出来的歌声，似乎涌动着一股对
火红日子的渴望，响彻塬上，飘在空中，荡出去
又折回来，悠长的调子就像婆姨们纺不断的线，
强弱间断着，拉扯着。我听得入了迷，眼角里一
行清冽的泪水落了下来，那是灵魂深处发出的
吼声，又是对这片生生不息的黄土塬的热恋。吼
一声信天游，唱唱咱西北汉，水圪灵灵的女子哟
虎圪生生的汉……人间的希望、人间的爱恋、人
间的梦幻，尽在其中。

他是陕北人的歌，在这里的人们心目中“信
天游好象没梁子斗，甚时候想唱甚时候有。”而
我此时此刻似乎听不懂这歌词里的深意，但
却依然顽固地喜欢这歌，喜欢这歌中的红头
绳，更爱这绑在头上白毛巾……这是双脚在黄
土地上丈量出的旋律，土得掉渣，美得撩人。
青线线那个蓝线线，蓝格莹莹的彩，生下一个
兰花花，实实的爱死个人。

我常常幻想自己拎着一壶老酒，穿过一片
庄稼地，躺在山峁峁上，看着不远处窑洞里飘
出的炊烟，听着眼前这片热土上升腾起来的
信天游，任它穿过我的胸膛，飘过我的耳畔，
在我的生命里回荡。

我想再一次回到那山、那梁，与你们一道过
年 …… （运销集团港口办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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