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酱

宅家的日子，味蕾被各种酱菜救赎。
回想起小时候，家里的餐桌一般就是一碗
汤一样的酱菜下饭吃，青菜汤泡饭太寡
淡，掏一坨酱豆腐最下饭，所以在家乡酱
菜也叫下饭菜。
小时候，每家每户家里都有各种坛坛
罐罐，里面装着的都是美味的酱菜。长如
头发的卷卷腌菜、酸爽的腌萝卜干、脆生
生的洋甘露（腌洋姜）、
咸鲜味重的酱豆豉
……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酱菜一般佐
粥而食，餐餐必备，其实它是一个梗，我们
贫穷生活的梗，它和粥一样见证着我们当
时贫穷的人生。
有一次和一个同学去村子里做杀猪
客，腌菜萝卜之外我吃到了另一种美味的
下饭菜——腌洋瓜。洋瓜是我们当地的
叫法，它有一个美丽的名字——佛手瓜，
冬天，在蔬菜物资奇缺的农村，洋瓜是救
命菜，生态高产，吃不完的洋瓜，同学的姨
妈将它切成粗丝放盐巴辣椒放在玻璃罐
里腌制几日，当做腌菜一样用来炒肉，也
别有一番风味。
盛产芋花的季节，吃不完，切段晒干，
腌；
油菜苔高产的时候，
为了防止它疯长变
老，
洗净晾干，
揉制，
腌……在我的记忆中，
只要一时半会吃不完的，
都能腌起来，
一来
怕浪费，
二来为平淡的味蕾找点刺激。
大理宾川，有一种独特的韭菜腌菜。
彼时，学校外面有一家宾川人开的小吃
店，在那里，我第一次吃到一道韭菜腌菜
炒肉的美食，只尝一次，便让我流连其
味。店主说，韭菜腌菜是宾川特色，把韭
菜像青菜叶一样腌制起来，半月后，自然
飘出酸香呛鼻的韭菜腌菜的味儿，韭菜腌
菜煮鱼味道更是一绝。毕业多年，每次去
大理，宾川的同学都要给我一罐韭菜腌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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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燕燕

带回来，
让我慰藉味蕾的思念之苦。
来而不往非礼也。在我居住的小城，
有一位制酱达人，她家做的每一种酱都美
味下饭。牛肉酱、
火烧辣椒酱、
香辣椒酱、
油淋双椒、
蒜蓉小米辣……我也常常选购
一些寄给远方的同学，让他们尝尝当地的
特色。
制作酱菜的大姐是老公同事的妹妹
——香姐。香姐一家非常热情，每次去混
饭，大妈临走都要送我们辣椒酱，一来二
去，又吃又带总也不好意思，可是大妈觉
得我们爱吃就是对她最大的赞赏，直到现
在研究了新辣酱也不忘送我们尝鲜。
那天我去时，香姐正在熬制山胡椒
（木姜子）牛肉酱，整条巷子都是山胡椒的
香味，选用原生态的食材是香姐一直坚守
的底线。精选当地放养的小黄牛肉、大
蒜、
野生小米辣、
花椒、
来自大山深处的木
姜子，就着热油一起入锅，翻炒，呲呲爆
香，
酱味四溢。
我不嗜辣，
也不喜欢吃辣，
但他们家的
辣椒酱我欲罢不能。辣椒酱选用我们当地
野生的小番茄和大蒜、
辣椒一起剁碎腌制，
这种野生的小番茄当地人称小红果果，比
市场上的番茄酸，正是这种野果果的酸香
调制而出的辣椒酱味道杠杠的，烤肉用生
菜蘸食、
炒海鲜、
火锅底料、
拌饭拌面条、
各
种野菜的蘸汁，
简直就是百搭酱料。
一种美食的传承与一种美味的开启
需要坚守与创新，在默默坚守中不断研发
新口味，在不断创新中依然坚守最初的传
承。在我看来，老香头酱菜的起源与老干
妈一样源于偶然，始于必然，因为美味就
是让人趋之若鹜的王道。唯愿这种健康
生态的良心作坊为食客们一直坚守初心，
与每一位食客惺惺相惜。

蓝花楹的召唤

初夏倏忽，盛夏来临。昆明的蓝花楹
开得越发绚烂，春城路，北教场，一处赛着
一处美丽。之前错失了与同事们一起亲近
她并拍照留影的机会，
却也并不遗憾，
校园
里的蓝花楹无论如何都是不会错过的。
每天从她的身旁经过，
直逼眼目的美如
梦如幻。巧如瓶颈的花型，艳如裙裾的色
彩，
蓝天下，
如泼似洒，
欲紫还蓝，
浓艳高贵
得像一位神秘的来使，
缓步轻提，
姗姗而至。
其实她还有个更美的名字，
叫蓝凤凰。
初识蓝凤凰，应该是十多年前了。那
次和朋友前往一个小镇，住在一个有宽大
院子的酒店。酒店环境很好，素雅清静，
花花草草也多。闲暇时在院中散步，不可
避免地，
就被一株粗大的树吸引。
那是一棵开满了蓝紫花朵的树，高大
粗壮，足够三人合抱。枝叶四散伸展，缀
满奇怪的花束。遮天蔽日，在地上留出一
大席绿荫，让出一个绝佳的休憩所在。这
样一来，我们恰可于树下驻足惊叹：那么
大棵，繁花满树，颜色还那样鲜妍夺目，但
又不让人觉出艳俗。花型细长，姿态翩
跹，从内到外透着股雍容华美的气质。微
风一来，徐徐飘落，簌簌留声，不一会儿就
铺得满地都是。虽飘落于地，花型却丝毫
无损，静静地躺着，保持着素有的优雅和
静谧。即便萎落，也是一种拂袖的姿态。
这情景真让人唏嘘不已。
回去以后，
我们相约赋诗写文，
纪念这
棵美丽而让人刮目的树。文章写了，诗也
赋了，
而与花树的缘分却并未就此终结。
家乡也有作为行道树的蓝凤凰。当
然，随着蓝花楹名号的深入人心，现在我
们权且就入乡随俗，叫她一声蓝花楹。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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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旃玲玲

在春末夏初的时节开放，密密匝匝，花叶
交错，在路边招摇。后来也知道那就是记
忆里那棵，名字不同，其实是一样的树
种。只是因为离家太远，且不成规模气
候，
便也渐渐淡忘。似乎便要与之绝缘。
前年，我从家乡来到昆明，入职昆一
中西山学校。这是一所年轻充满生机的
学校。老师们恪尽职守，孩子们青春勃
发，同事们和谐友好。初来乍到，总是有
些新鲜，
有些惊喜。
可一段时间之后，一个人边带娃边工
作的艰辛逐步显现。角色的转变让我对
新的教学对象和环境感到不适。层出不
穷的问题、
突然而至的压力常常让人焦头
烂额不知所措。每当这时，我就静静漫步
于校园，融入到自然中间，平息那些躁动
的情绪，
抖掉那层无形的压力。
恰值盛夏，校园里柳绿花红，枝叶如
披，而最灼人眼球的当属教学楼旁的那一
丛丛一簇簇的蓝紫花束！像瀑流倾泻而
下，
像藤萝绵密的质地，
阳光下，
闪着光，
像
星星的眼，流着蜜意的情愫。于是又记起
了多年前惊艳了我们眼眸的那一棵。不就
是那一棵吗？由粗大的一棵，
分化成几棵，
一字排开，在远处，或在近前；在遥远的未
来，
或在及时的当下，
等我驻足……
昨夜风大，今早一踏入校门，远远就
看到一地的落蕊，缤纷披拂。那夺目的蓝
紫盈空而放，硕大的花束结成珠串，如瀑
如流，傲立枝头。淡淡的香气随风飘送，
仰起头来，使劲去嗅，那空气中温软的味
道。却发现她也正在看我，如同耳语：你
来了吗？见到我了吗？瞧，我已经等了
你，
将近一个世纪……

打 铁

一炉吐着红舌的火苗，瞬
间烤热了我的目光。
两条赤膊的汉子，抡起大锤交替
砸向躺在铁砧上的彤红铁件，冷寂的铁
锤与炽烈的铁件相遇的刹那，炸雷轰
响，
火花飞溅。
天色微明，安溪街的早集就在铁匠
铺里风箱的推拉声中开了张。赶集的人
们每每走到铁匠铺前，热火朝天的场面
总会黏住他们的目光，
拖住他们的脚步。
打铁，是一种古老的锻造术，更是
一种力量的彰显。铁匠铺，有着很浓的
烟火味，里面摆放的道具极为简单：一
座炉灶，一架手拉风箱，一块粗木桩打
底的铁砧，两把被砸磨得发亮的大锤，
一把大铁夹，还有一方用来给铁件快速
降温的水槽。铁匠们愣是凭借这些简
易道具，便将小小的铁匠铺演绎成火星
纷飞的战场。
拉风箱是打铁的前奏。坐着低矮得
近乎挨到地面的木板凳，铁匠一手拉风
箱，
一手往炉中添炭，
加火的过程多像是
在奏响一支交响曲啊。风箱节奏鲜明地
歌唱着，火势随风势忽大忽小，渐渐地，
火苗越蹿越高，越来越长，随即，一块铁
件压到了火舌身上，机灵的火舌迅速从
紧压的铁件周遭突围，反口咬住铁件不
放，自此，四面受敌的铁件开始慢慢沦
陷，
任由火舌贪婪地舔遍全身。
一切都躲不开铁匠精明的眼睛，待
炉中的铁件满脸羞红、通身彤红，铁匠
便松开风箱的拉手，提着铁夹伸进炉
中，将衔出的铁件一头摁到铁砧上，两
把铁锤欢快地蹦起来，上蹿下跳，你来
我往，叮叮当当的敲击声瞬间撑破了小
小的铁匠铺。
就在铁锤的轮番锻打下，原本透红
的铁件渐渐改变了旧有的模样，周身的
色泽也趋于暗淡，
此时，
铁件又被铁夹逮
住，
重新投入喷舌的火中。如是数次，
铁
件终于老实下来，摇身变成铁匠心中设
想的器物。被锤打成型的铁器，又躺回
炉火中。见其火色正好，铁匠便夹起铁
器沉入水槽，
“哧啦”
一声，
一股白烟倏然
腾起，此谓淬火。将淬过火的铁器丢进
炉中烤至一定温度，取出，待其自然冷
却，此谓回火。刀具类铁器还有最后一
道工序叫开刀口，
先将刀刃铲薄，
再用磨
刀石反复打磨，举起，迎亮光一照，寒光
闪闪，
至此，
一件铁器方算铸成。

闪
小说

问过铁匠，方知，淬火能让铁器硬
而不脆，
回火是为了增其韧性。
掌控好淬火和回火的火候，是铁匠
必备的看家本领。在我的老家，每年开
春，赶集人臂挎的竹篮里，往往装满锄
头、锹头、镰刀等大小不一的旧铁器，赶
去铁匠铺里轧钢蘸火。农事未忙，铁匠
铺里却率先感知到了农时。烘炉的火
舌整天吞吐着锈钝的铁器，几番锤打后
再置火中，见其周身现出樱桃红，铁匠
便将其夹出，立马投放到冷水中，有时
还需对铁器来一次回火。
打铁是吃得了辛苦的体力活，两条
大汉是铁匠铺的主角，两人举着几十斤
重的大锤，像是与烧红的铁件有着深仇
大恨似的，来回猛砸，决不轻饶。即便
是寒冬，他们也穿不住上衣，如雨的汗
水里浸着多大的气力啊。
最精彩的要算酷夏，外面热浪滚
滚，铺里旺火袭人，光着膀子、穿着大裤
衩的两条汉子每抡一锤，汗珠便滚下几
长串，咸咸的汗水甚至要淹没他们的双
眸，随手扯下肩搭的毛巾，胡乱揩一把
脸，他们又抡起大锤，顺便将滴落的汗
珠砸个粉碎。
细瞧去，长长的锤柄就是他们延长
的手臂，圆滚滚的锤头就是他们握紧的
拳头，再坚硬的铁件也能被他们轻易地
捏成犁耙锄镐镰的模样。
炉火正旺，两条汉子抡锤的动作只
需悄悄定格，就是一幅活生生的劳动者
雕像。
打铁是一份充满激情的工作。冷
硬的铁件，置于旺盛的炉火之中，被炙
烤成彤红的色泽，趁此身躯酥软之际，
挥舞大锤轮番砸击，铁件便顺从了人的
意愿改变模样。若不趁热打铁，待其冷
却后，纵使出千钧之力，也休想改变其
点滴意志。
这正如人，不急不躁是一种风度，
但有时候，也需要迸发出一股激情、一
股豪气。那些温吞慢性者，那些闲庭信
步者，
真需去看一看打铁。
在安溪街头，我常常呆立在铁匠铺
前，
看铁匠们挥汗如雨地打铁，
看铁器点
石成金的淬火，透过一件件业已成型的
冰冷铁器，
我分明看到了铁锤上下翻飞、
铁器
“哧啦”
淬火时的那股冲天豪情。
无论是生活还是工作，我们多么需
要有这样一种酣畅淋漓的表达啊！

人人都是护花使者

这是发生在一所偏远山区小学的
事情。
学校很小，六个年级只有六间教
室、六位老师。破旧的教室前面有个被
歪脖子柳树环绕的小操场。操场里什
么体育器材也没有，孩子们在这里追赶
打闹，
就是锻炼身体。
下雨天，操场成了烂泥坑。孩子们
下课后，就在教室外面狭窄的走廊里挤
挤攘攘，窗玻璃不知被打破了多少次，
连灰砖墙也被挤得坑坑洼洼，还经常发
生打架斗殴事件。这天，校长召集六位
老师开会，商谈在缺少经费的前提下，
如何保护学生身体和学校财产安全。
张老师说：
“ 只要下雨，就别下课
了，把学生都关在教室里学习，他们就
不会搞破坏了。
”
李老师说：
“要严格校规，
打破一块玻
璃，
赔偿200元，
打伤一个同学，
勒令退学。
”
王老师说：
“ 要发动学生家长齐抓
共管，让每位家长都来学校签协议，交

□ 凌泽泉

□ 熊荟蓉

押金。一旦学生违规，
家长也要担责。
”
校长面色凝重地倾听着，
未置可否。
支教老师辛明说：
“ 堵不如疏，疏
不如引。校长，只要您给我六盆易活的
花卉……”
于是这天，校园的广播响了：
“请各
班派班长来校长办公室认领你们的班
花：有积极向上、追求光明的太阳花，有
持之以恒、美艳常新的月季花，有高洁
纯真、优雅坦诚的波斯菊，有谦虚恭谨、
温和有礼的君子兰，有清纯可爱、洁白
无瑕的百合花，有坚强热情、清新爽朗
的朱瑾花……”
六盆花摆放在六间教室外的玻璃
窗前，花色明艳，花香袭人，孩子们在花
前流连，轻声品评，举止文明，再也没有
发生毁坏玻璃和打架斗殴的事件。
校长问辛明：
“ 为啥这六盆花有这
样神奇的效果？”辛明说：
“爱美之心，人
皆有之。在美丽的鲜花面前，人人都是
护花使者。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