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家乡的糍粑

有滋有味

○冶炼厂 芳草

每年的寒冬腊月，糍粑成了

我心中的美食， 对糍粑的感情，

从幼时就已有之，然而三十多年

后的今天，我对糍粑仍然是念念

不忘，而最爱吃的糍粑，莫过于

家乡的糍粑。

如今的超市里，大多都会在

接近年关时，摆上各式各样的糍

粑，最常见的是米糍粑、高粱粑、

绿豆粑，各种口味都有，形状也

是各有不同。 有大块糍粑切成的

小长方块，有大圆块，还有比巴

掌还小的掌心圆糍粑，甚至有的

糍粑上印上了好看的图案，抑或

是“贴”上了福、财等吉祥字，让

糍粑成了一种带有美好寓意的

年货，也让更多的对糍粑有着特

别偏爱的人们更喜欢上有着年

味的糍粑。

在我的记忆里，糍粑是纯手

工打造，随着社会的进步，时代

的变迁，现在我们在超市里买到

的糍粑， 大多是机器制作出来

的，制作糍粑的原料，也没有了

以往纯正。 买回来的糍粑，没有

小时候糍粑好吃，但是每次看到

糍粑， 都会忍不住买上几片，满

足我对糍粑的怀念。

我对做糍粑的记忆，还停留

在十岁之前。 那时的我，还是一

个农村的小姑娘，有着农村孩子

的调皮，但也是大人们忙时的好

帮手。 每年的腊月，各家各户都

在准备着各种各样的年货，腊

鱼、腊肉是必须得准备的；油炸

红薯片、炒花生等是我们小孩子

必备零食；鱼圆、肉圆是年夜饭

餐桌上的美味佳肴； 做豆丝、糍

粑是每年过年

大人们一件重

大的事情。 因

为对于一个家

庭来说， 那是

一 件 大 “工

程”，要邀来左右邻

居或自家的亲戚共同来完成，更

多的时候，是几家人约定个好日

子，一起来做都豆丝，做糍粑。 每

家每户自己出材料， 出人力，共

同完成。 每到做糍粑的时候，也

是最忙的时候，大人们提前一天

将糯米泡好，准备好蒸糯米的大

木桶，把泡软的糯米放在大锅里

蒸，待到糯米熟透，倒进另一个

一米多高的大木桶里，如果装糯

米饭的木桶够大， 再蒸上一桶，

两小桶合并成一大桶，乡亲们就

开始合力做糍粑了。 中国民间文

化真是博大精深，老百姓也是特

别有智慧，不知是哪位前辈发明

的捣糍粑泥的工具，用树干做一

根一米多长，十厘米粗左右的圆

棒子，棒子中间偏上部位和顶部

侧面钉上一根十多厘米长的短

棒子，看上去就像一个被压扁的

“F”，这样的“造型”方便了大人

们用力将糯米捣成泥状。 一般一

个大木桶需要四个大人来合力

做糍粑，四个人各站一方，围着

木桶边转圈边用大木棍挤压糯

米，一起一伏，糯米在不断的挤

压中变成了一团糯米泥。 这个时

候的糯米泥， 还有一丝丝的热

气，我们这群看热闹的小孩子嘴

馋， 就央求母亲给我们一人吃

点，母亲找来干净的纱布，给我

们一人“挖”来一块，捏成圆形，

递到我们手上。 我们几个孩子津

津有味地吃着还没成型的糍粑，

比吃了糖还开心。 喂饱了我们这

帮小馋猫，我们几个也加入了做

糍粑的行列， 母亲和几个婶婶、

伯母一起，把糯米泥一块块的搬

到一个大桌子上， 经过揉搓，按

压，把它变成一个又大又圆的两

厘米厚的大圆糍粑。 因为糍粑还

是温热的，没有定型，我们小孩

子就成了搬运工，把这些做好的

糍粑毫发无损地搬到一块已经

铺好纱布的木板上，等待糍粑冷

却、风干。 由于是几家一起做糍

粑，量非常大，通常从早上六点

多要做到晚上九、十点，耗上一

整天，大家也是各司其职，互相

配合，制作过程中不停歇，累了

轮流上，看着一桶桶的糯米变成

一块块的大圆糍粑，那是一种内

心无法言语的喜悦，也是对新的

一年的期盼。

家乡的人们一直保持着年前

做糍粑的习俗， 虽然我很早就离

开家乡， 但每年还能吃上家乡亲

戚们亲手做的糍粑，那味道，是家

乡的味道， 是记忆里一生无法忘

却的味道。又是一年新年到，我又

忆起家乡糍粑的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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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打扫单位卫生

间的卫生， 突然发现，几

天没有上班，洗手台上有

几枝绿萝，分别插在两个

塑料的水瓶里，根须已经

很多了。洗手台上的黑瓷

台面， 较以往干净许多。

台上也有了一个新的清

洁球。

我一直感觉做洗手

台的卫生差点什么，白瓷

的面盆总有着厚的一圈

油污，用抹布擦洗许久也

不能彻底清除。 现在好

了，有了清洁球，洗手台

上的面盆很容易就被收

拾得铮亮如新。一个卫生

间彻底改观。

我想着给绿萝换水，

发现并不容易把绿萝拿

出来，它们的根已经丝丝

络络很繁盛了。对于培植

植物，我知之甚少。 它们应该在塑

料瓶里生活了很久。 于是我想起

来，这两瓶绿萝来自我们岗位操作

室，是我们的同事于花盆里绿萝繁

盛成灾时剪下来分插的，放在一长

排电脑后面，纤枝细叶不起眼。

如今它们来到了卫生间的洗

手台上， 一霎时让卫生间生了魅

力。 钢丝球有了，干干净净的白棉

抹布挂在白瓷砖的墙面上。 我把洗

手台的台面和面盆来来回回抹了

几次，让它们也配得上绿萝这翠绿

的枝叶。 两枝绿萝仿佛两个曼妙的

女子， 对环境有了美妙的渲染力。

我们的同事，居然把他的毛巾放进

面盆里洗脸，让我目瞪口呆。 他说

面盆真是面盆了。

多年以前的老操作室里，有两

盆富贵竹。 每枝富贵竹的下部都被

精致地交错编排，如一个美丽的工

艺品。 它们的枝在上部汇拢后又闲

适地散开，十分动人。 那是好多年

前的事了，它们也许还在，那个老

房子还在。 当时有一个同事剪插在

大雪菲力瓶子里的几枝

富贵竹，搬离老房子时带

了过来，一些年以来只是

纤纤细细的，仙风道骨成

了精一般，斜斜地倚在班

组会议桌上的瓶子里。带

它们过来的人已经退休

了。 因为有了它们，这张

桌子的桌面也比其他班

组的桌面齐整干净。 我

想，这几枝富贵竹可以一

直活下去， 到地老天荒。

它们会一直讲故事。

新的岗位里也曾经

有两大盆富贵竹。那时长

得真是繁茂，不管春夏秋

冬，一幅娇翠欲滴。 除了

有人想起来时给它们浇

浇水，其他的什么赐予也

没有。重工业环境里的植

物能长得那样好，着实令

人欢喜而惊奇。操作室里

唯一能提供的是冬暖夏凉的怡人温

度，还有我们 24 小时不间断的二氧

化碳供给。 看来阳光对富贵竹并不

是不可缺， 它们对温度的回应反而

更深情热烈。 后来， 这两盆绿植分

别被两个班组临时借用未归。 反正

都是公用，也没人计较。

曾经我在电脑前抬头就可以看

到那绿影， 它们让我心情可以片刻

翩翩。 现在，我再抬头，有时看到的

是蓝色的窗帘， 有时是窗外刺眼的

天空。 两盆绿植消逝了很久， 我竟

模糊了它们曾经的模样。 倒是以前

操作室里那两盆富贵竹， 身型面容

清晰如昨， 让我怀念得很。 我们的

岗位里， 再也没有一丝绿色。 摆满

电脑的屋子， 终究让我的眼神灰暗

疲惫。 被临时借用到其他地方的富

贵竹， 也许是孤寂成觞， 成了光秃

秃的花盆， 后来那个花盆又栽植了

一株，不久，那植物还是香消玉殒。

有富贵竹的花盆叫富贵竹，装

土的陶钵， 只是一个花盆而已。 曾

经，它实在是可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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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末，早早到菜场溜达了一圈，买了儿子

爱吃的鸡翅和羊排，乘着太阳还未露脸，将提

前洗好的衣裳晾了出去。一切就绪，我便懒懒

地卧倒在沙发上，点开手机，漫不经心地刷起

抖音来。

“妈， 抖音有那么好看吗？ 一刷起来就没完没

了。 ”儿子一脸不屑地冲我说道。

“不是没事干嘛，消磨下时间。 ”

“没事干， 你就运动下， 练练哑铃或是看看书

啊！

“我在运动啊，刷刷手机屏幕不光运动了手指，

还能让我面部肌肉彻底放松呢！ ”我自以为是冷幽

默了一番。

“哎！ 长此以往下去，抖音会让你上瘾，渐渐吞

噬你的行为和认知，成为你的精神寄托的。 ”他很

严肃地说道。

他停顿了片刻，又继续一本正经地说道:“你为

什么不选择看书打发时间呢？ 送您七个字：腹有诗

书气自华。 ”

猛然间，我茅塞顿开：是啊，最是书香能致远。

曾几何时，路遥的《人生》、刘墉的《那条时光流

转的小巷》、三毛的《撒哈拉的故事》也反复在我怀

里，让我彻夜难眠过，那种力量是无形的；是沉重

的；是震撼的。 的确，读书可以给人以文化层次的

熏陶， 洗涤心灵深处的黑暗， 灌注拼搏向前的光

明。 此刻，只是我没有想到，这小家伙竟在不经意

间， 用几句话深深地触动了我， 引发了我的感悟，

真是令我自愧不如。

都说家长的一言一行会对孩子产生莫大的影

响。 可如今，我却如此放纵自己，在他人生的关键

期做了错误的表率。 值得庆幸的是，儿子在一路学

习的旅程中披荆斩棘，勇往直前，已逐渐成长为独

立、自主的大男孩儿了。 偶然间，他却成了我学习

的榜样， 从他身上迸发出的直抵灵魂、 温润心灵、

激励前行的强大力量， 潜移默化中成了我正视自

己、寻求初心的动力之源。

正同儿子说的一样，在这个信

息化的时代，虽然在网络上也可以

学到很多知识，但是网络上的知识

太碎片化了，不便于整理、吸收以

及消化。 反之，有些消极滞后的内容还容

易令人思想滑坡、荒废人生，而通过阅读潜入心灵

里的书，却是我们今后人生道路上的指路标，不仅

可以怡心养德、 安心养志， 还能提高和强化人格，

增长才智。 虽然时光已将自己带到了中年，一个不

尴不尬的年龄， 青春也不再是自己手中挥霍的资

本。 我深知，唯有从现在起改变生活方式，以儿子

为榜样，将儿子送我的七字真言铭记，通过坚持不

懈地阅读书籍，让今后生活中充盈的书香，带领着

我疏远浮躁，内心重新回归宁静，做回最初的那个

自己。

此时，我手里紧握着的这本《追风筝的人》似乎

溢出一缕幽幽清香如约而至，沁人心脾。

○矿业分公司铜山口矿 刘芬

小榜样大力量

笔下风景

晴天 雨天 下雪天

你的眼里看不见白天

时光洒下点点星火

黑夜是你不眠的陪伴

从巷道的这头到那头

总走不到尽头

两条铁轨的牵手

刻意保持恋人的距离

任你肆意蛊惑

不曾回头看一眼

一路曲折向前

赶不上心跳的步伐

这条巷道你清楚记得有多少根枕木

她的远方就是你淳淳的酒

和寂寞的诗

一盏盏明灯照亮了昨天今天和明天

那满腹的经纶

变成了没有月光的告白

每个矿工的心房里住着宽敞的故事

每一条巷道的延伸

就是一次漫长的旅程

沿途没有风景

等待在下一个交叉点

激情碰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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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眼中的生存

是父母的恨铁不成钢

可妻儿的望眼欲穿

你无法回眸

深秋的果实已伸出饱满的手

你把希望寄给了寒冬

无数个电话忙音

化作一缕飘逸的井风

随罐笼跌落在黑暗中

杳无音信

采场把你囚禁

风钻让你眩晕

只有大颗的汗珠

才知你的苦涩滋味

幽幽的灯光

照出渺小的斜影

你橘黄的矿帽

你沾满矿浆的胶靴

你一袭红装

装点了人间的色彩

你一伸手

抓住了流动的空气

和那颗躁动的心

以矿工的名义

来自地层的呐喊

把安全带回家

兄弟

敬你一杯生命的酸甜苦辣

以

矿

工

的

名

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