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如今想要调剂口味，选择很多，城市里几乎囊括

了各地的美食。像担仔面，几十年前只有到了台湾

才能尝到，现在已经成为街头小店的“扫街美食”。

平时遇到想要偷懒，嫌做饭太麻烦，担仔面即为我的

备选之一。有时还会由酥而不腻的卤肉臊、令人满

嘴飘香的担仔面，经历一场精神环游之旅，仿佛正置

身宝岛的夜市大快朵颐。等到吃完出了店门才醒觉

过来，自己原来仍在本地。

担仔面在原产地，还有一个名字前缀“度小月”，

据说是昔日渔民遇到台风无法出海，改为临时卖面

维生所创。其历史已无须多谈，很多民间小食都走

过一段同样的历程，是小贩于生活所迫的情况下，为

了补贴家计，偶然将临时创造发扬光大。但背后的

成功逻辑却是相似的，即精到的手艺，实在的用料，

立足于乡土的味道，走大众化路线，成为聚拢食客的

不二法宝。很多地方美食获得佳誉，并不在于食材

的昂贵不赀，而是取决于小贩的调和功力，是否能够

巧手出新，把平庸化为不凡。

一碗面能够赢得人心，基础必然是建立在面条、

浇头、汤水的“铁三角”之上。担仔面以油面为主打，

用高筋面粉和中筋面粉按一定比例搭配，加入土碱

和蓬灰水揉搓，然后拉抻成银丝圆细面，抹上一层薄

薄的菜油防止黏结，即可团成一坨坨放在屉盘里待

用。浇头是用瘦七肥三的猪后腿肉切丁，讲究切得

薄而方正，粒粒均匀，先与红葱头一道干煸出油，再

添入各种香料酱汁慢炒出味。为了令肉臊吃起来更

为酥润，油分十足，还须加上少许绞碎的猪肉皮，以

胶原及油脂的调和，增加食客味蕾感受的敏锐度。

汤水要鲜美，就不能味重。担仔面的汤底是用

虾头虾壳，加入柴鱼干和猪筒骨以文火熬制多时而

成，汤色清亮可人，上面不见一星油花分布，喝起来

却是甘甜生津，余香绕齿。煮面的过程也很重要。

碗底事先铺垫一层焯熟的绿豆芽，少许碎芫荽和葱

粒，用铁丝笊篱把一坨油面放到沸水翻腾的大锅里

抖散浸煮，店家凭着手里长筷条的触感，即可判断

锅中面条的熟软程度。捞起来沥干水置于碗中，添

入卤肉臊子，上面摆一只鲜红的虾子作为点缀，再

舀入一勺热汤，食客端到旁边用筷条拌匀就可以开

吃了。

煮至七八分熟的油面，既不绵软，也不生硬，于

牙齿咬合下，给人一种恰到好处的柔韧弹牙质感，沾

着酥香油润的肉臊入口，更为香美有嚼劲。尤其连

汤一起喝，最能展现市民主义的生活美学，再配一个

卤蛋或几个鱼丸，即使盛夏里吃得满头大汗，也是痛

快淋漓。有时候就是这种不刻意斧凿，但又妙趣横

生的滋味，让人生出了特别的亲切感，令许多民间小

食历经百年风雨，仍然能够征服现代人的味蕾。而

且经由这些小食的文化传递，天涯再远，也若比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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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爹娘树

精品连载

我的老家在一个山坳里，树林连绵

遍野。那些树与那村人一样，绵延了不

知几代，但与我同在相伴的那些，一如

我的乡亲，令我牵念。其中一些贴上了

“老张家”的标签，是属于父母的，我亲

切地唤作“爹娘树”。

“爹娘树”品类不一，凡土生土长的

树种都有些。有分田地时带的，有老家

院儿祖传的，更有父母亲手培植的，有

在山谷沟岔的，有在田间地头的，有在

房前屋后的。大大小小百余棵树，父母

视若儿女，精心呵护并时常念叨：说不

定哪天就能沾上它们的光。

父亲个头不高，小巧灵活。每年冬

季，他都会腰别镰刀，蹭蹭爬上树干，

“修理”那些疯长的枝丫。一阵疾风骤

雨过后，钻天杨开始钻天，洋槐树不再

乖张，一株株如理过发的小伙儿，精神、

帅气，浑身有使不完的劲儿去生长。父

亲一边砍枝一边逗我：小子呀，你也像

这树一样，不修理就成不了材。我叉腰

向树上喊：你下来修理我呀！说完，我

俩都笑了，但心里真害怕哪天闯了祸，

再遭一顿胖揍。

冬去春来，修剪过的树木冒出新

芽。父亲又会剪些杨树枝，扦插在自家

河埂上、沟渠边、农田里，说：每年栽一

些，不出几年就会是一片小树林！还真

是这样，如今几十年过去，我家的那几

片杨树林已郁郁葱葱。而那些经年的

老树，大都已被砍伐，成了房梁、门窗、

床柜及我的学费。

哥哥结婚那年，父亲伐了几株高大

的杨、槐，请了村里盖房的把式、最好的

木匠，在山脚下盖起了五间土木新房，

风风光光将嫂子娶进了家。那些父亲

一手培育成材的树木，不再撒下荫凉，

却换了种方式继续帮着老张家遮风挡

雨，开枝散叶。侄子出生的那天，父亲

又在新院里栽了几棵杨树，说是要让孙

子在树下玩耍，学习，长大，等到娶媳妇

时，树也就成材了。

我考上师范那年，父亲伐掉了老房

山墙外的两株老洋槐。拿着卖树的一

千多元以及卖花椒、卖槐米、卖柿子和

借来的三千多元，送我出山，进城求

学。一株树桩，父亲掘出，切了两块案

板，用到现在，那道道年轮记下了我当

年的年纪。另一株树桩，留在地里，父

亲常坐在上面抽烟纳凉，晒太阳，不觉

新树苗已长成在树桩周围，俯看着矮小

的父亲。

母亲虽高父亲一头，可毕竟柔弱，

只能费尽心思地侍弄些果木树。正是

这些结果儿的小树，深得我心，每年鼓

动并满足着我肚里的馋虫。

老房墙角处，有一棵李子树，可

心的是竟然还有两枝大黄杏，那是母

亲当年从很远的亲戚家嫁接来的 。

母亲说：小时候带你走亲戚，你吃了人

家一瓢大黄杏，怕你嘴馋就嫁接了两

枝，好几次才成活呢。每年盛夏，黄杏

先熟，紫李接续，让我吃个过瘾。如

今，那树还在，一年年牵动着我回家的

脚步。母亲喜滋滋地看着我吃，还是

那个味儿。

还有一些杏树、桃树、花椒树，常是

母亲在院内或田间撒下核或种，育苗栽

植的。一些柿树、枣树、核桃树、苹果

树、石榴树，常是母亲从田野沟谷寻得

小苗移栽，或是剪枝嫁接的。不管怎

样，勤劳持家的母亲都会千方百计地让

我家拥有这些树，喂养我们的同时，也

卖些钱贴补家用。

又一个秋天，回家帮母亲摘柿子。

当年的小树已高大挺拔，硕果满枝。我

攀坐在树枝上，举起长杆，将柿子一个

个摘下。母亲捡完一数，足有一百多

个。母亲乐得合不拢嘴：“我腿脚越来

越不灵便，你一定记着回来摘呀。等明

年春天，我再嫁接几棵，以后每年都会

大丰收。”

在家一天，母亲略显神秘地领我走

了几道谷、几块地，让我认认家里的果

木树。在母亲的指引下，我知道了村

北有三棵核桃树、五棵枣树，村东有两

棵杏树、四棵花椒树，村南有两棵柿

树、一棵山楂树，老屋附近还有四棵桃

树、一棵李子树；也知道了这些果树参

差的树龄、挂果的先后以及管理方法、

收获时令。

母亲坐在院里的苹果树下喘着气，

说：“哪年我都会栽些树，如果真有一天

干不动了，或是不在了，你们照样能吃

到应时的果子，摘了送人、卖钱都成。

即便顾不上摘，也是个念想不是？”我连

连说“是”。母亲满意地笑了，起身做

饭，我却坐在原地眼泪打转，一时不知

如何是好，只是默默地将那些树又一棵

棵种在了心田。

那日，父亲电话里说，村里修路要

占地，并要砍掉一片杨树林。他虽不

舍，却识得大体。几日后，他招呼我回

家，将占地伐树得的四万补偿款给我，

说：“这些钱你帮我收着，等哪天你娘我

们有个大事小情或者突然走了，就用这

些吧……”

一个月后，母亲招呼我回家，领我

去老家院，看了看村里危房改造正在盖

的60平米新房，那几株老洋槐、老椿树

围着新房，我们都很喜欢。与父母在树

下荒弃的老石碾上小坐，抬头仰望秋后

的老树，枝丫张扬，父亲再也无法攀上

“修理”它们，母亲也无力再在新房周围

种上果树了……

秋风吹过，黄叶飘零。“爹娘树”又

长一岁，明年将继续新叶荣发，可爹娘

却要一直枯萎下去，终将滑向生命的冬

季，不再回春。

恍惚间，我已然站成了一棵树，与

妻女、哥嫂、侄子一起成了“爹娘的树”，

融在了山坳的密林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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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着的目的不在
于永远活着，而在于永
远活出自己。

在这样一种背景下，“大跃进”

这个名词屡屡出现于文件和报

端。最早是《人民日报》1957 年 11

月13日的社论，里面说：“在生产战

线上来一个大的跃进。”毛泽东当

时没有看到，后来发现后大加赞

赏，批示说：“以‘跃进’一词代替

‘冒进’一词从此篇起。两词是对

立的。自从‘跃进’这个口号提出

以后，反冒进论者闭口无言了”，

“如果要颁发博士头衔的话，我建

议第一号博士赠与发明这个伟大

口号（即：跃进）的那一位（或者几

位）科学家”。

于是，一些地区和部门唯恐落

后，不切实际的“大跃进”计划纷纷

出道。

为了把毛泽东提出的“鼓足干

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的社会主

义建设总路线确定下来，成都会议

决定近期内召开中共第八次全国

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并决定由刘

少奇代表中央委员会作工作报

告。报告草稿已经由秘书班子起

草出来，会上指定胡乔木负责根据

成都会议精神再作大改。

报告稿越改越长，最后几乎增

加了两倍。1958年4月22日，刘少

奇带着修改后的报告稿，飞赴广

州，请毛泽东作最后的审定。

5月5日，中共八大二次会议正

式开会，一年半以前出席中共八大

一次会议的一千多名代表，再次汇齐

北京，讨论路线大事。开幕的头一

天，刘少奇作中央委员会工作报告。

工作报告根据一年多来毛泽

东历次指示的精神，阐述了目前形

势、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和今后任

务，特别肯定了“毛泽东同志提出的

十五年赶上和超过英国的口号，鼓

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

社会主义的口号，要当促进派、不要

当促退派的口号，勤俭建国、勤俭持

家的口号，苦战三年、争取大部分地

区的面貌基本改观的口号”。

代表们发现，这次大会和上次

大会有一个很大的变化，就是会议

根据毛泽东的意见，正式改变了上

次会议对国内主要矛盾的分析，确

认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

道路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仍是

主要矛盾。

刘少奇报告以后的几天，是大

会发言和小组讨论。毛泽东作了五

次讲话，提倡鼓干劲，批评反冒进。

会议气氛越来越热。冶金部

门提出“五年超过英国，十五年赶

上美国”；煤炭部门提出“两年赶上

英国，十年赶上美国”；纺织部门提

出五年超过英国、赶上美国；湖北

谷城县提出“一二年内小麦亩产一

千斤”，安徽桐城县提出当年亩产

一千斤、争取一千五百斤等等。不

少代表还提出，刘少奇报告中对反

冒进的批评分量不够，太轻了。

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开到5月23

日结束。会议最后正式通过了“鼓

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

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

全国各条战线迅速贯彻。“大

跃进”已不再是纸上谈兵，而化作

千千万万人的行动，很快形成全国

性的高潮。

原来制订的各种产量指标一再

提高，改了一次又一次。1958 年 6

月22日，毛泽东指示说：“赶超英国，

不是十五年，也不是七年，只需要两

年到三年，两年是可以的。这里主

要是钢。”毛泽东对人民公社更是倍

加欣赏。他后来回忆当时情况说：

“我在河南调查之后，叫河南同志跟

红旗杂志合作，搞一个卫星公社的

章程，我得了那个东西，如获至宝。

你说我小资产阶级狂热性，也有一

点，不然我为什么如获至宝呢？”

8 月，在北戴河又召开中共中

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进一步提出钢

产量比上年翻一番等高指标，通过

了《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的决

议》。这样，一个大炼钢铁，一个大

办人民公社，很快把“大跃进”浪潮

推向巅峰，席卷全国。

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被

称为三面红旗，在中国大地上呼啦

啦迎风招展。以高指标、瞎指挥、

浮夸风和“共产风”为标志的“左”

倾错误泛滥开来。然而，没有多

久，国家财政、人民生活必需品到

处捉襟见肘，国民经济开始下滑。

北戴河会议后两个月，毛泽东

和中共中央对“大跃进”和人民公

社化运动中的问题有所察觉，着手

纠正这些错误。

1958年，刘少奇除了参加中央

会议和处理重要国务，差不多一直

在各地调查视察。他终于看到，人

们的思想和实际工作都相当混

乱。11月初，他在浙江转了几个地

区，发现问题不少。他批评浙江的

工作不够谨慎，对省、市委负责人

说：“不要把阶级斗争看得过分严

重，要反对把富裕农民、小商小贩、

知识分子推到敌人一边去的倾向；

对待共产主义这个词要十分审慎，

不要滥用，马克思、列宁说的共产

主义是高标准的；现在对许多地

方报的产量都要打折扣，报纸登

的也不符合实际；要反对说假话，

反对这种虚报浮夸的作风，要踏

实一点。” （连载11）

风雨历程：晚年刘少奇
正如少奇同志在处境最艰险时所说：“好在历史是由人民写的”，

历史宣告了林彪、“四人帮”一伙阴谋的彻底破产。历史对新中国的
每个创建者和领导者都是公正的，不会忘记任何人的功绩。

——邓小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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