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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思源

我居海南，无面可食。南方素以
米为主。饭店或大或小，米是主角，多
为赠送。爱面爱到痛，见面馆就想进，
可进了就后悔。面无面味，吃进嘴巴，
味同嚼蜡。琼地无麦子，面粉来自内
地。这个很让人诧异，为什么同样面
粉做不来同样味道的面？跟北方食客
交流，说大概一方水土养一方食物，北
方面粉遇上南方水，自然不伦不类。
思之慨然。

海口也有面，海口的面叫伊面。
伊面，听来很古典。面细如银丝，就地
取材，加海鲜几粒，鲜则鲜矣，却无面
香；细则细矣，却无劲道。海南粉也异
常粉糯，琼人平和安静，性情温和，饮
食上略窥一二。中原尚中庸，可纳百
味百状。仅一面，食法多种，形状各
样。蒸、煮、炒、捞，皆可；或粗壮如杠
子，称之杠子面；或纤细如银丝，我叫
母亲手工面。

我天生爱吃面。少时端面碗立
于大树底下，喜欢讲古的二大爷一个
还没讲完，一碗面呼噜呼噜已入胃
肠。小跑着家去，满满盛一碗，冒尖
儿，端着碗再去听古。如此三四趟，

方能满足年少的胃对一顿面食的要
求。母亲看我盛面，常说，要能加个
茓子，你一定会加上。茓子，是农家
的狭长粗席子，一圈圈加在麦囤上，
可以多盛粮食。要是挂在碗上，是何
景象？

我于面，解释为习惯成自然，也
说得通顺。我来世上时，麦子早已在
诗经荡漾着身姿。在中原，麦子以千
姿百态与人们相知。五月端午起，新
麦从大地走入粮囤，开始它们的活色
生香。中原尚面食，麦子多以面的形
式呈现在人们面前。杠子面、烩面、
蒜焖面、银丝汤面……对麦子的热
爱，用多种花样的面来表达。和了
面，放在瓦盆里饧上一个时辰，面从
远古的诗经里慢慢醒来，开始变得柔
软、光洁。擀面是个技术活，面的薄
厚匀净均在于手的劲道。镯子偶尔

在面上互相撞击，母亲的手臂环佩叮
当。面无声，镯子有声，女子的美好
便在无声有声之间激荡回环。切面
需心灵手巧的女子，手握刀柄，或者
手指捏了刀背中央，咔嗒咔嗒，一头
儿翘起一头儿落下，面在咔哒声里成
了银丝儿，细若发丝，又一根根自由
独立。女子的灵秀，便在这一碗面里
山清水秀起来。

中原的面和荆芥是亲家，是连襟，
黏合着，分不开。手工素汤面，面筋、
薄且细，如刚娶的小媳妇，眉清目秀。
面下到锅里，似开未开之时，抓一把荆
芥放进去，碧绿瞬间成了深绿，似乎多
了几许稳重。绿色化成了香味氤氲而
出，缥缈于水汽里。或者暑夏，母亲擀
一案板面，切了，煮了，清凉水里过一
遍。捣了蒜泥，摘了荆芥，洒上香醋，
再点上几滴香油，门外柳枝头，知了

“知知”叫得正急……中原有方言，见
过世面的人是“吃过大盘荆芥的”，那
么，见过世面的可否说成“吃过大碗荆
芥面的”？

我回故乡，要漂洋过海，落地后的
第一个念想，来碗面。七拐八拐拐到
老地方。人民路上，“合记”烩面馆。
友捡一安静处，靠窗，定睛盯我，问，确
定只一碗面？确定，一碗面足矣。你
若成功，吃面那叫养生；你若失败，吃
面那叫寒酸。我非锦衣夜行，也非败
落而归，面是我的日常，不可一日无面
罢了。面端上来，汤清、面乳白，羊肉
块落在碗中央，辅之以海带丝、豆腐
皮、粉条和香菜末。香菜一抹豆蔻新
绿，姿态招摇，风情万种。清汤滋润着
面，香气撩人。汤与面的结合，吃喝齐
备，是一种看得见的实惠。人声灯影，
物价飞涨，烩面并没怎么涨，中原人的

厚朴在一碗面里泛动。
千禧年，读书毕，于郑稻粱谋。行

至人民路，天寒，人饥，见“合记”，邀我
入座，叫上一碗烩面。他握我的手哈
气，说，吃吧，吃了就不冷了。知人间
冷暖，一碗面足矣。此后多年，他携

“合记”至家，隔几日即给我饕餮机会。
那年暑假，携母亲与孩子自驾，

饱览大西北。至陕西，面皮和面充
满口腔。十岁儿子教育七岁小表
弟，食物无高下之分，不能厚此薄
彼。孩子到此世，是来感化、启发成
人来着。大自然给予人的各种食
物，是上天的恩赐。就如所有的遇
见，一定前世有缘。

所有食物天生平等，不该有所
偏见。这是少年人的胃，中年人的
胃对食物早已无法平等。中年人的
胃口里，食物连着乡愁，连着年少时
光的喜怒哀乐，以及少时舌尖上的
酸甜苦辣。

怀念食物，岂是痴缠于吃，是念彼
时情感，念食物里走过的人和物。食
物自带情感光环，时联乡愁，时关喜
好，无独存理由。不可一日无面。一
日不见隔了三秋。既见君子，顾自欢
喜。我若自恋卿，与卿又何干？

不可一日无面

在我们的周围，叫建国、国庆和卫东的人很多，
他们大部分出生于那个特殊的年代，所以连名字都
带有那个时代鲜明的特点，现在大都是四五十岁的
人了。

和我同庚的冯国庆，生于1969年10月1日，是我在
大杂院居住时的发小：两人从小学到初中一直同班，我亲
热地叫他庆子。这个人属于那种脑子比较笨但是动手能
力强的男孩子，放学后在一起写作业时，遇到难题他总是
摸着自己的后脑勺，溜过来向我请教。

我和庆子在高中时分开了，但仍住在一个院子，还
是如同过去一般，有啥好事、坏事都愿意和对方分享。
高三那年，这一带平房改造，老邻居们都要搬走，分别
时，我俩还在门口的小饭馆喝了一顿酒，激情澎湃地互
相鼓励一番。

一年后，楼房盖好后一些老邻居又都还迁了，我和
庆子家也都回来了。那时，庆子已经在西安一所大学
上了大专，我也在本地的一所大学就读，只有寒暑假他
回家能见到。

毕业后，他到父亲单位做了工人，我也进了一个冶金
企业。没过两年相继成家生子，也都在别处买了自己的
房子，见面少了，互相的了解也少了。

一晃很多年不见，就在去年的国庆，我歇班去父亲
那里，就在楼下见到了庆子：老友相见分外亲热啊。虽
然说彼此因多年未联系有些陌生，但一聊起来还是那样
和谐有趣。原来他自己开了家高科技公司，这两年生意
不错。于是，还是在当年高三时一起吃饭的小饭馆的位
置，早已矗立起来的大酒楼里，我俩找了个僻静位置，在
饭桌上聊了起来。

那天庆子喝的有点多，他没有过多谈生意经，而是
和我说起了他的生日。他说自己每年生日也是新中国
的生日，从30岁起，在国庆节当天，总是要花上近3个
小时看一遍古月、孙飞虎等主演的电影《开国大典》，影
片里很多特型演员表演真是非常到位。庆子那天似乎
真的有些感慨，似乎又一下子回到了指点江山的高中
时代，他脸有些发红，两手交叉在胸前很有领导范儿地
说：“能出生在国庆这一天，我总是感觉特别幸运，而当
看到电影中为了新中国诞生，在浴血奋战中为国捐躯
的烈士，对于那样的场面，我又觉得很震撼，你说多不
容易啊，我们没有理由不在这个和平的环境里努力工
作，有多大劲使多大劲，用自己的汗水和智慧为实现中
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做一点贡献。所以我开个公
司后一直要求自己时刻不能懈怠，时刻坚持创新发展，
更是要把大家的积极性和创造力调动起来，大家好才
是真的好啊。”

那一刻，我看到的庆子，已经通过对《开国大典》的理
解，成为了一位睿智的管理者。

今年的国庆，我还想找他聊一聊，如果有时间，我们
将一起看看《开国大典》，也许我也还能从其中悟出一点
道理来吧。

轻轻的风独独地飘来
■ 孙令爱

咿呀学语的孩子抱着一根木棒走进房间
递到他的跟前
另一边
我拿捏时间，刚好从晚上七点到八点
只得大胆地植入这片土地

只听见轻轻的风独独地飘来
伴随阵阵鸣蝉的歌声
我们微笑，打开箱子装风

草地
■ 温情机械

它正站于对立的对立面
为黑夜贡献另一份黑
黑色的绿，黑色的哑狗，黑色的田
无数土屋在此独自开败。野猫紧叩柴门
敲门声先于草木枯黄
此时翻翻泥土，跺跺脚
声音的葬礼就浮出草面
对于所看不见的光影交错
青山半掩，欲言又止

我在风中看见那些小花
■ 张彦英

我在风中看见那些小花
就像看见了一群舞动着的
曼妙的少女
在半开半合的茉莉花瓣上
我看见秋日的微笑
几只闲散的麻雀，一掠而过
空气里飘来野草的香味

这让行走匆忙的人
一瞬间愣住
不知道要去哪儿
这是多么奇妙的迷路
在秋天
在风里

你弯下腰
从地上捡起了自己
捡起一样失而复得的宝贝
竟说笑着
忘了哭泣

中秋辞
■ 胡巨勇

把星辰还给长空，桂香还给风
雁影还给堂前案
羌笛还给了玉门关
且让芭蕉栽植西窗前
我还要听一曲词，锁清秋
满上樽杯菊花酒
为流落民间的姓氏打开身世

放下孤独，重整山河
苍茫的覆盖，突围内心的辽阔
走马江湖，背影
是一个人归隐的命题
与一枚盘月对峙，心事
在月辉的隐喻里顿悟
面对影子埋下的伏笔
乡音是乡愁的暗疾里
最后的解药

沧桑踏歌
■ 王国平

经年，从花灿上滑落，
在风雨兼程的路上。
岁月，从睫毛上掠过，
在风雨同舟的念头。

踏歌，轻舟绕过万重山，
逐梦似云纾云卷在心境。
千寻，春山踏遍千层染，
画卷般出神入化在情怀。

沧桑的歌声，唱响岁月，
似登高观沧海，浪涛浩浩汤汤。
人生的景致，宁静淡泊，
犹幽谷溪荡舟，烟云袅袅娜娜。

食话琼崖
投稿邮箱

hnrbzpb@163.com

柴扉，柴门也。
从前，庄户人家，穷家敝户，难

得有青砖红瓦之家。大多是草房
陋室，篱笆院墙；大门，则多为柴木
捆扎而成，文人雅称之为“柴扉”。

柴扉，大多与田野相望；闭扉，
严严一户人家；敞扉，则与田野浑
然一也。

故尔，柴扉，别有一番情味。
史震林《西青散记》：

“秋末阴凉，黍稷黄茂，早禾
既获，晚菜始生，循田四望，远峰
一青，碎云千白，蜻蜓交飞，野虫
振响，平畴良阜，独树破巢，农者
锄镰异业，进退俯仰，望之皆从容
自得。稚儿渴，寻得余瓜于虫叶
断蔓之中，大如拳，食之生涩。土
飞掷，翅有声激激然，儿捕其一，
旋令放去。晚归，稚儿在前，自负
棉徐步随之，任意回答，遥见桑枣
下夕阳满扉，老母倚门而望矣。”

此段文字，写秋日拾棉晚归，
乡野情景，历历然；田园风情，茂茂
然。可谓文笔舒徐，从容自得，一
派风雅，尽得于“无意”间，真乃自
得之文，自在之文也。

而最得人心之处，则莫过于最
后几句：“晚归，稚儿在前，自负棉
徐步随之，任意回答，遥见桑枣下
夕阳满扉，老母倚门而望矣。”

“夕阳满扉”，洋洋溢溢的，是
一派秋日的暖煦；“老母倚门而
望”，则亲情融融，依依，让人生无
限怀想。

读此文，就每每让我想到自己
小的时候。

旧家，位于村庄的最西头，除
东邻之外，三面为田野环绕。一圈
篱笆扎成的院墙，除却冬日，总有
藤蔓类植物璎珞其上。风来摇摇，
篱垣堆碧，唯柴门豁然一缺口，眼
睛一般遥望着门外的田野景象。

每至饭时，母亲便推门而立，
站立柴扉之前，大声吆喝：“哎，吃
饭了，吃饭了……”一声声，一声
声，声播四野。

我们兄弟姐妹，听到母亲的吆
喝声，便从四面八方，纷然归来。
如燕子归巢一般，回到家中，回到
饭桌前，回到母亲身边。母亲，见
孩子们都回家了，便也回转身体，
进入柴门，随手又把柴门一扣，啪
啦一声，身后余音簌簌，簌簌……

冬日上学，晚学归来，远远地，
就能透过篱笆柴扉，看到房中的一
豆灯光，忽明忽暗地闪烁着；等到
走近家门，即发现柴门前影影绰绰
的黑影——母亲，正依柴门而立，
依柴门而立。

刘长卿《逢雪宿芙蓉山主人》：
“日暮苍山远，天寒白屋贫。柴门
闻犬吠，风雪夜归人。”诗情画意
里，别有一份悲戚和苍凉，但更有
一份期待的温暖。想来是写实，但
却更写出了一种共性，一种山村人
家特定时代的特有共性。对我来
说，就是儿时的许许多多的切身经
历和感受。

“夜归人”，是朋友归来，抑或
是赤子归来？但不管是谁人归来，
都有一份对家的向往，都有一份家
人的期待。虽是蓬门荜户的柴扉
人家，但是，只要“归来”了，你就拥
有了一个温暖的家。

多少年后，我回忆、联想至此，
就觉得，那柴扉，是风景，是田园，
更是母亲的一种遥望和期待。倚
柴扉，则是众多的乡村母亲的共性
行为，那是母爱的一扇门，是母亲
用爱铸成的一个“特写镜头。”

倚柴扉，也是多少年后，你都
魂牵梦绕的对家乡的一份怀念，对
家和母亲的一种永恒的记忆。

倚
柴
扉

■
路
来
森

我
的
朋
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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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
荣
昌

我们这里的春天很霸道，它将绿色一路铺过
去，一直铺到冬天，重阳节只能从日历中找到。
其实，秋天并不甘于寂寞，千方百计展现它的身
影。那凉风起劲地吹，吹不黄树叶，却把氤氲的
暑气赶跑了，把天空清扫得洁净明亮，呈现出一
派秋高气爽。菊花在秋风鼓励下，扬眉吐气，热
闹地在绿色丛中播洒自己的金黄，把大地装点得
更加艳丽。

重阳节在我们这里简单而又安静，人们用
不着遍插茱萸以避病魔，用不着喝菊花酒以避
瘟疫，天清气爽，舒畅的风把人身上的污秽涤荡
干净，灾厄悄然远去。也有人去登高，可不是为
了避邪，而是要领略天地的情怀。世界明净得
像刚洗过似的，天很高，地很广，云很淡，风很
轻，人立于空阔的高处，目光飘落四野，神闲气
静，心舒意畅。

我佩服古人的灼见和大度，把这个美丽的
日子慷慨地赠给了老人。人老了，不再像春天
那样蓬勃，也不如夏天般热烈，而是像秋天一
样宽厚祥和，在岁月的运行中，将春天的朝气
和夏天的奔放溶于天地间，逐渐酝酿成秋天的
稳重，然后又凝聚成殷实，平静地置放在人类
的生命空间。在这个时节，老人的心胸与天地
互通，情怀与山水共色，身上却仍然蕴藏着日
月的温度。

“ 独 在 异 乡 为 异 客 ，每 逢 佳 节 倍 思 亲
……”——诗人王维在重阳节时写了这首诗，点开
了人类情感的密码，千百年来，激荡着无数游子的
心胸，攒积了他们绵延不尽的思亲泪水。甚至流
行歌曲都有这样的词：又是九月九，重阳夜，难聚
首，思乡的人飘流在外头；又是九月九，愁更愁，情
更忧，回家的打算始终在心头……——九月九，变
成了思亲的符号。

这个符号像胎印一样，镶嵌在每个中国人的
身上。我当然也不例外。年轻时，我在外地读
书，也是独在异乡为异客，每到节日，便颠簸于思
乡思亲的情绪中。有意思的是，人到中年之后，
在时空的转换中，这种情绪在岁月里发酵，散发
出更加浓郁的醇香。比如现在的我，固守家门，
异乡异客的感觉已经远去，可是每到节日，我手
机的阀门便被撞开，从远方传来问候的声音。那
是节日的鼠标点开我那在异乡读书、工作的子女
隐蔽于心里的情感链条，使他们突然生发出异客
的感觉，从而用电波来传达他们“倍思亲”的情
愫。思亲的情愫从来都不是单向的，游子的身上
时时粘贴着父母的牵挂。

其实，思亲的深浅，不全用距离远近来丈
量。我住在家里，天天和母亲相见，母子间却一
直葆有这种思亲情愫。我的老母已有九十高龄，
脚腿不灵便。我要安排母亲睡在一楼，可她坚持
睡三楼。也好，三楼清静，眼界开阔，空气也好。
我的工作是早出晚归，每天要开车到五十几公里
外的乡镇当医生。母亲守在家里。每天早上，母
亲在三楼的窗口守望，直到我的车在视野中消
失。傍晚，母亲又守在窗口，等候我归来。进了
家门，母亲就等着我的声息。我在楼下叫一声：

“母——”母亲的应声就及时从楼上飘下：“嗯，
哥——”顿时，整栋小楼弥漫着温馨祥和的气
息。我记得，小时候母亲都直呼我名，但我为人
父后，不知从哪天起，她就改叫我“哥”了。为什
么这么叫，我一直不明白，可她的声音里填满爱
怜，听着悦耳、亲切。有时候，我回家来，有事急
着出去，母亲没有听到我上楼的脚步声，没有听
见我的喊声，她心里就没着落，耳朵就一直支着，
等我的脚步声。我睡在二楼，我有熬夜的习惯。
母亲的身边没有时钟，可若过了十二点，电视机
还在响，或者窗口漏出了灯光，母亲的声音就准
时从楼上飘下来：“哥，深夜了，睡吧，人不睡
……”。此后母亲不再入睡，一直“监督”楼下的
我。要是电视机没有敛声屏气，灯还没闭眼，过
了一阵，母亲关切的声音便再次飘过来。为了不
牵动母亲那条关怀至致的神经，后来我夜晚看电
视，都把音量调得很低；深夜看书，或者写点东
西，我都拉下窗帘。

九月九是个大爱的日子。古人把这一天称作
重阳节，并送给老去的人们，用心良苦。老去的
人，在岁月的洗涮中，体力和精力不断地衰减，若
是亲情依旧，则随着岁月的递增，他们的内心会越
来越充盈，不会因为老去而对人生最后的岁月产
生恐惧。情感需要传递，需要释放，在传递和释放
的过程中，散发出人性的光华。这一天，亲情澎湃
是该有的样子。

九月九，就是久久久，天地无垠，只愿人长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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