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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艳芹

又到腊味飘香时

冬天的夜特别长，每天早上七点去
上班，天还未大亮；晚上六点下班回家，
天又已经全黑了，以至于我对周遭环境
的变化竟然毫无感觉。 直到元旦放假那
天，睡到九点才起床的我，一推开阳台的
窗子，竟然发现对面楼的许多阳台上都
满满当当地挂满了腌制好的腊货，才知
道已经又到腊味飘香的季节了。
中午，回乡下去探望父母，刚走到通
往父母家的路口，就看见稻场里几大杆
子腊货在太阳底下泛着闪亮的油光，打
开车门，一股浓烈的腊香味就扑面而来。
女儿几步就窜到腊货杆下，东瞅瞅西看
看，然后深深地吸了几下鼻子说：
“
妈妈，
外婆晒的腊货好香啊！ ”看着女儿陶醉
的小模样，早在稻场里等候我们归来的
母亲赶紧笑着说：“香吗？ 那我中午先蒸
几样给你解解馋。 ”女儿一听母亲说中
午要蒸腊货给她解馋，还一本正经地去
挑肥拣瘦了。
母亲晒的腊货，分为吊干和熏制两
种。 我所居住的荆门城并不大，方圆不
过二百来公里，口味却大不相同。 城南
人习惯吃吊干的腊货，而城北人都习惯
吃熏制的腊货。 我们家住城南，一直都
吃吊干的腊货。 后来我和姐姐都嫁到城

■ 范琼 / 摄影配诗

北之后，慢慢地入乡随俗也习惯了吃熏
制的腊货。 从那时起，不会熏制腊货也
不喜欢吃熏制腊货的母亲，也开始慢慢
学着熏制腊货。
记得母亲刚学着熏制腊货的时候，
因为不得要领，熏制的腊货颜色总是没
有城北那边熏制的好看，味道也没有那
边的好吃。 有一次，母亲在熏制腊货的
时候，火候未掌握好，将半头猪肉都给熏
燃了，险些酿出大事。 母亲一度很是懊
恼，我和姐姐也多次劝阻母亲，婆婆家给
我们熏制的腊货已经够我们吃了，不用
再给我们熏制腊货。 一向温和慈祥的母
亲，这时却犯起了倔脾气，说婆婆家熏制
的是婆婆家的心意，她熏制的是她的心
意，她一定要学会才行。
后来，有一天，婆婆随我一起到母亲
家里去玩，母亲因为知道婆婆是熏制腊
货的高手，像得了宝一样，赶紧向婆婆请
教熏制腊货的要点。 原来熏制腊货窍门
还真多呀，首先得用从山上砍来的新鲜
树枝才行，若用干柴极易着火，而且干树
枝烟雾不大，熏不出漂亮的颜色；新鲜树
枝又以樟树、松树和柏树枝为最佳，这三
种树自带清香味，熏制出来的腊货香味
就会更加浓郁，婆婆每年熏制的腊货都

雪 夜

夜色越来越浓
雪花开始新一轮朗诵
我翻开最后一页
谁在谁的故事中 释然地哭
平静地笑
一朵花在高空老去
纱衣一件 裙裾一款
是无法回头的驿站
而寒风吹远了的终点

■ 笨犬

你是上苍的使者，泽被山河，扮美人
间；你是大地的骄子，坚贞挺拔、傲然立
世。 你也是世间万物极普通的一员，真
实、正直、平凡。
真实是你的性格。生命的枝头从不
开虚伪的花朵， 岁月的年轮从没有扭
曲地迎合。 你不会掩饰自己，就像大山
不掩饰丑陋的顽石， 就像沙漠不掩饰
裸露的仙人掌。 茫茫林海中你昂然而
立，向人们展示着大写而真实的“我”。
你尊重每一个公平竞争的对手， 你佩
服每一位努力向上的同伴。 你不会侵

是用这三种树枝熏制， 因此她熏制的腊
货又好看又好吃。
母亲家的后山上没有柏树， 但是松
树和樟树很多，每年冬至过后，只要年猪
杀了，母亲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熏制腊货。
经过几年的操练， 母亲熏制腊货的手艺
是越来越高超了， 不管从颜色还是味道
上都可以和婆婆熏制的腊货相媲美了，
母亲也终于可以让我和姐姐也能品尝到
她的心意了。
吃午饭的时候， 饭堂里满是腊货那
令人垂涎欲滴的香味， 女儿夹起一块蒸
好的香肠，细细品味一番后，煞有介事地
说道：
“
嗯， 外婆熏制的腊货又好吃又好
看， 但和我奶奶熏制的腊货味道还是有
点不一样。”
“
咋不一样了，是不是觉得少
了什么味？ ”女儿从小就是个吃货，味觉
非常敏感， 我以为是母亲在熏制腊货时
少放了柏树枝，被女儿吃出来了。
结果女儿在我们带着疑惑的脸上扫
视了一圈之后， 才慢悠悠地说道：
“没少
什么味道，只是多了一样味道，多了妈妈
爱女儿的味道。”没想到一向大大咧咧的
女儿居然能说出如此细腻的话语来，我
顿时觉得屋子里更香了。
（通联：市月亮湖北路洋丰培训中心）

■ 冷丽珍 / 摄影配诗

在一棵老树上停着
默默伫望新一轮暮春
风从脚下升起 一些陈旧羽毛
便会附在雪的身上 通体透明
满山涧地翻飞
像一条纵行的飘带
这头系在窗棂
另一头 不知攥在谁的手中
（通联：市总工会）

光阴河
光阴是一条渡不过的河
你在彼岸
在长长窄窄的青石小巷
听跫音回响
不经意地抬头
心中盛满微笑的涟漪
（通联：襄阳市谷城县实验小学）

白杨赋
占弱者的半寸空间， 也不会掠夺小草
的一缕阳光。
正直是你的品格。 你不会像葛藤，
为了向上攀爬，不惜弯曲自己的尊严；你
不会学盆景，为了得到主人的青睐，不惜
折断自己的脊梁；你更不会学牡丹，为了
获取富贵，不惜放弃自己的自由而绽放
供人玩赏的妖艳。 正因为你正直，风便
想折断你的追求；正因为你的正直，藤条
便想攀上你的肩膀。 但是正直的你，宁
愿被化作柴薪烧掉，也不愿做支撑邪恶
神殿的大梁。

平凡是你的风格。 你不像古柏有一
种智者的深沉， 不管什么季节， 什么气
候，总是一种颜色，一种姿态；你也不像
红梅有一种令人敬畏的刚强， 总是在严
寒之中吐蕊，在风雪之中怒放。你没有竹
子的虚心，没有枣树的硕果，也没有八月
桂花的十里芬芳。你是那样的平凡，那样
的普通，春天来了你会泛青，秋天来了你
也会枯黄。
你就是你，一棵普普通通的白杨，一
棵正直挺拔的白杨， 一棵不能改变也不
想改变的白杨。

■ 李甫辉

母亲的年豆腐

我们家乡人的习惯， 但凡丰收了黄
豆的年份，过年大都要打豆腐的，乡人们
大概以为这样比去买更省钱些。
那一年， 母亲在渠堤下半边堰的堤
坝边一块二三分大小的旱地里点种了黄
豆。 秋天丰收了，我们便去割，捆扎后挑
担在禾场里晒场。 趁着中午太阳大黄豆
快裂迸出来的时候用连枷反复翻打。 清
理掉豆萁豆荚和小土坷石块干瘪豆，便
聚拢起四五升的黄豆来了。 连天晒干，母
亲又将豆子放在竹篾小晒簸里， 用手倾
斜端着迎了太阳光亮看着滚， 将滚下的
好黄豆收贮在瓷坛里， 她是要筹备着过
年打豆腐了。
最难忘的一次我家打豆腐， 那年我
十一二岁的样子吧，母亲操持的，应该是
春节前的一个冬阴天。 前一天，母亲就将
坛里的黄豆倒出来， 淘洗干净后用清水
泡在桶里，第二天黄豆胀得胖乎乎的，便
上石磨磨起。 我还记得那磨豆情形，我们
扶推着悬系在梁上的“丁” 字形石磨推
子，一进一退，磨盘就转起来。 母亲坐石
磨边添料， 她用长把铝勺把桶里的豆子
就水舀起，快速准确地投进磨眼里，不时
用勺沿刮推一下， 将磨眼边没有投进去
的豆子推进去。 渣浆波浪般地从石磨缝
里漫注旋落下来，汇入下面的浆盆里。 磨
完母亲就去灶台上用大铁锅烧水， 把烧
开的水浇进浆盆。 母亲说，这个工序叫浇
浆，浇浆后过滤豆腐和豆渣才易分离。
过滤是将浇浆后的浆舀倒在十字木
架上绑系着的包袱里摇。 上下摇荡，豆浆
便从湿漉漉的包袱下流注到木盆里，同
时又将木盆里的豆浆舀在铁锅里用茅草
烧煮。 过滤完毕，豆渣拌蒜叶炒食、做豆
渣粑或喂猪，豆浆则在铁锅里烧开，挑出
表面能做菜的豆筋后，舀进浆盆点浆。
用石膏水点浆凝固是最关键的工序
了。 只见母亲一手端碗石膏水，一手拿着
个葫芦瓢，一边凭经验泼洒，一边小心用
瓢搅舀，待到石膏水泼完，便很快用晒簸
把浆盆严实盖起来。 估摸着时间差不多
了，揭开晒簸，顿时热气蒸腾。 母亲手执
一根筷子轻轻投向浆盆， 只见那筷子像
最优美的跳水运动员一样， 不偏不倚稳
稳插在浆盆中，没入刚好一半，“成了!”母
亲兴奋地说道。 她拿来平铲勺子将表面
带沫儿的豆腐削掀到一边， 微黄泛绿的
水便漫溢进来， 母亲睁大眼睛小心翼翼
一层一层地将最好的豆腐脑舀到蓝花大
瓷碗里， 叫我们给湾里的邻居每家送一
碗去。 也给我们盛些，我们拌了白糖热热
地吃下，津甜滑爽，我们吃了一碗，又盛
一碗。 那样幸福的情形啊，天井里透来的
天光映了土屋的四壁， 似乎都沉浸在满
满的年味里。
全家人吃过后， 母亲就将盆里余剩
的豆腐脑一股脑儿全舀进搁着的木板上
的包袱里， 兜系四角， 上面再压一块木
板，加上重物。 待到第二天水沥出，豆腐
压干成形，就把大部分切成大块，放清水
盆里留备过年。 小部分切成小正方块，放
置到垫了干稻草的竹蒸笼里， 等阴出长
毛霉，拌了辣酱等填进小瓷坛里作腐乳，
那腐乳做好后， 用筷子夹着一点一点地
吃，很是下饭的。
（通联：京山县钱场中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