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因为疫情的关系，小区门口那家洗车

店的生意惨淡下来。老板和老板娘基本

也不在店里了，只是每天来开门、关门，只

留下那个穿着胶鞋的洗车师傅。

洗车师傅将近一米八的大个头儿，四

十来岁，头发干黄而凌乱，这让他显得有

些苍老，但当我们看他的表情和眼神，又

觉出些另类，那双眼睛里的光是有些飘忽

的、不安的，胆怯如一个孩子，跟他的个头

儿和年龄看上去完全不匹配。

因为方便，经常在这家洗车店洗车，

熟悉了，我就称呼他“大个儿师傅”。大个

儿师傅不爱说话，只顾拿着水枪沉默而认

真地洗车，最多的话不过是“嗯”“嗯”“啊”

“啊”，跟客人打招呼，接钥匙，给钥匙。他

洗车洗得很认真，很好，很负责，经他洗过

的车，从来没有一丝尘埃，包括轮胎、底

盘，角角落落，都分外干净。正因如此，好

多来洗车的人好像不是冲着老板、老板娘

来的，而是冲着他来的，这个孩子一般的

“大个儿师傅”。

日子久了，多少知道了一点他的情

况。他是个孤儿，12岁从家里跑出来，然

后一直流浪，至今已有将近三十个年头。

他当初跑出来的那个家，其实不算是他的

家，他的养父母对他实在不好。

11岁那年，养母的父亲瘫痪了，几个兄

弟姐妹轮流接回家伺候，养母的脾气就更坏

了，每每瘫痪父亲接了来，养母几乎每天都

暴跳如雷。他习惯性地成了撒气的对象。

他不敢上床睡觉，于是那天晚上裤子

就尿湿了。养母的瘫痪父亲每次接了来，

就安排他和他睡一个屋。这天早上，养母

走进来，闻见尿臊味，下意识地去掀父亲

的被子，转过脸来，一下子就暴跳如雷了。

那天，他被扒光了裤子，赶出家门，光

着脚，光着屁股在村街上游荡。他双手捂

着裆处，瑟缩着身子，脸上是流不尽的无

声的眼泪……

12岁，他从养父母家里逃走了，因为

他知道了一个秘密。

那个秘密来自他无意间听到的村里

几个妇女的谈话，她们说他本身就是个野

种，是镇上砖厂外地来的一个包工头把领

来打工的一个女人的肚子搞大了，生下来

的。他们都不敢把孩子带回家，所以才就

地送了人，说是送，其实是卖。

那几个女人的谈话继续，其中一个女

人说，孩子送来的时候，肩膀处有一块伤，

是用牙咬的。人们就猜出来了，到底是当

娘的，舍不得孩子，大概是想留个印迹，将

来回来找。

可是哪里回来找过呢？只不过是求

个自欺欺人的心安。

他听到这个秘密，一下子惊醒了。他

要走，要去找他的亲生妈妈。尽管，只有

自己肩膀上这块印迹的线索。

于是，他从家里逃跑了。促使他逃跑的

另外一份鼓励和勇气，是养母那个瘫痪父

亲，给了他五十元钱，叫他自己买点好吃的，

也许是同病相怜，只是想给他一份安慰。但

却让他觉得逃跑成功有了更大的把握。

于是，从12岁那年，他开始了他长期的

流浪生活。寻人，他没有更好的办法，他只

是去不同的砖厂打听，把肩膀上的疤痕给人

家看。但三年过去了、五年过去了、十年过

去了、二十年过去了，没有任何结果。他已

经流浪了六七个省。有人说，好像听说过这

件事，那女人好像四川的，他就去四川；有人

说好像是贵州的，他就去贵州；有人说湖北

的，他就去湖北；有人说是甘肃的，他就去甘

肃。他还去过河南、山东、东北……

他靠打零工生活，没零工打的时候，

就捡垃圾，睡桥洞……

21 岁时的一次发高烧，差点要了他

的命，但这次生死攸关，没想到也成了他

的幸运。躺在公园里石椅上瑟瑟发抖的

他，被人发现，报了警。

他从诊所出来，去派出所，那位好心

的警察询问了他的事情，帮他备了案，还

给他出具了一张身份证明，这样他再出

门，就不用穿越铁路线扒拉煤的火车，或

者在路上拦各种车了。

他来到这座城市一年多了，来这里的

理由是，现在好多砖厂都倒闭了，因为现

在盖楼都是灌浆浇筑的了，他听说这个地

区还有一些老式的砖厂，只为这一个简单

的听来的消息。

他一个县一个县地都找了，仍然没有

进一步的结果。

我们两个人吸着烟，蹲在洗车店门

前，两个多小时了，他断断续续地向我讲

着他的故事，依然像个孩子。他说，他真

的想找到他的亲人，想有一个温暖的家，

哪怕一天也行。

他为了证明自己说的是真的，内心的

坚定也是真的，从他的旧电动车座下掏出

一个塑料包来。他打开让我看，里面是满

满的一塑料袋车票，硬座火车票、长途汽

车票、公共汽车票……

他说，1035张，他都一张一张记着呢。

我被震撼了，那可能是好几个，甚至

十几个长征……

他说，虽然他在这里没找到，但想在

这里多待一些日子，老板、老板娘很好，管

吃管住，给他开工资。他想多攒一点钱，

去学个驾照，然后再买辆旧面包车……

我又递给他一支烟，看见他眼晴里跳

跃着温暖、欢欣的光，就像一个孩子，尽管

他是这么不幸的人，可那眼里的光，很真

实，也很耀眼……

将我的心也一下子照亮了！

将故乡的黑归于我的夜
将鸡鸣的白归于我的黎明
将足迹归于田野
将笑声归于山涧

将身影归于父亲的眼帘
将母亲的问候归于耳边
将步履匆匆归还于灶前的柴火

将香味归于锅盖掀起的瞬间

将久别的人们归于相聚
将我归还于我
将幸福归还于幸福

将游子的心归于老宅
将归乡的路归还于希望

归 于
■ 张春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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陪你过个年
■ 瀛洲

你，我们的实在，如同2021是我们的实

在一样。

世纪的花开花落，不经意地，推动自己

走过了一个甲子。喜耶？忧耶？踏着转圜

的年轮，我也是2021的实在。

古人云：“冬之末，春之始也。”在过去

的那么长的日子里，我从没有自觉地感受

到年轮会催人老，只是一味地以为年轮不

过是一个简单的计算程式，当现实无情地

将自己置于老的境地，而她自己则依然年

轻，尤其在这新春佳节之际，便感到她的

年轻让人嫉妒，嫉妒得慢慢让人成为一个

省略号。

你，我们的实在。有一天，我走在城市

的街道上。我的城市又更换了一个耐人寻

味的别致的名字：滨城。有点儿熟悉，也有

点儿陌生，即使如此，她寄托在数百年历史

的泥土上，勤谨地耕耘，默默地付出，秉持

“不日新者必日退”的理念，让自己重新焕发

出蓬勃的青春的时候，她已经站在世纪的舞

台上演绎生命的永恒。

啊！这年轻的年轮，这年轻的城市！于

是，我把心收拢起来，放到一个适当的位置，

在这2021度过我沉思的新春。

小时候的年是少年心灵的安慰，相较于

童年的无忧无虑，少年的肩上则在不知不觉

中添了一层担负。风在烟囱里呼啸，炉膛里

卷起的火苗驱赶着室内的寒冷，略显清贫的

生活，补缀着缠绵的苦涩。青蓝的天空下回

荡着冬日残留的忧郁的歌声，仿佛那是一片

带不走的乡愁。

小时候的年是盼望，是期待，盼望有一

天能成熟到成为自己的主人翁，期待有一天

能摆脱束缚开始一次属于一个人的旅行，在

自己的意识上行走且致远，在向往与流连中

去找到信念，向青春的日子致敬！

你，我们的实在。春的暖、叶的绿、花的

香，还有那天的蓝、云的清……从我深锁的

记忆中仿佛变幻了容颜，她们曾被时代磨洗

过，被岁月淬炼过，在这 2021 的新春，张开

含泪的目光，一切都绽放着，交织成颜色鲜

明的梦。

你，我们的实在。连孔老夫子都曾叹息

过“逝者如斯”，几乎已然成为我们今天的坐

标，并促使我们走向某种哲学的深度——对

时间的辨诘。究其实，孔老夫子对于时间的

流逝并不感到可怕，但他会感到可惜，可惜

日复一日的空白。

当有一天，我们以自己的脉搏遥测时间

的脚步，就会发现时针与分针总在不停地衡

量着生命的质量，既是力的丰沛，也是刚柔

相济的鞭策。如果说时针指向过往，分针指

向未来，那么，在它们重叠到一起的那一刻，

便意味着过去的是回顾，未来的是生长，广

宇滔滔，时空无限。

人生的岁月沧桑就在其间沉淀成某种

思索：把深怀的爱与思夹进春天的温暖里，

一同沿着枯藤缠绕、落英遍地的生命线，任

由穿越时间的跨度，在春天里享受风光，在

风光中感受生机。

2021，这洋溢魅力的新春，我们的！

Local writer

石臼，是古人以各种石材制造的、最原

始笨重的、用以捣杵加工粮食的生产生活工

具。它用半米至一米或圆或方、外形较大的

石块，在其上部平面中间，向下掏凿出底部

有弧度的圆形凹坑，或大或小，直径与深度

不等。但都呈敞口状，固定安放在地面或浅

埋在土里，方便人们使用。

在北方，在石碾子、石磨出现之前，石臼

是加工小米谷物、高梁等粮食的唯一工具。

捣米时，将原粮放进去，随着手持或脚踏的

木杵与石碓一上一下的磕碰，原粮便在石臼

里脱壳蜕皮。捣击一阵后，须将坑里的谷物

掏出来，用簸箕将皮糠除去，再放进石臼里

捣。如此这般三四个来回后，石臼里就剩下

可用于加工食用的白花花和黄乎乎的米了。

石臼是古代人类生活的必需品，石臼和

水井一样，是人类定居点的标志。直到 20

世纪中叶发明了碾米机，石臼才逐渐地被淘

汰。而在乡村里还可以偶见的石臼，则成了

许多人怀旧的对象。石臼今已罕见，而石碾

在我小时候到现在，还经常出现在日常生活

中。乡下石碾的“兴衰史”，也从一个侧面，

反映出了我国改革开放四十年前后，国民经

济与人们物质生活，尤其是饮食结构及观念

的巨大变化。

我的家乡位于天津蓟州的盘山脚下，那

里是个出产石头的地方。在山下小村街道

旁的一块空白地上，从我小的时候，就有着

一座静卧着的石碾。石碾是全村公有的。

你看，它圆圆的碾基、平坦的碾盘，碾盘中心

立竖着一根细石柱，石柱的一侧横躺着沉默

的碾磙。呵，整个构造几乎全是石头。在我

们这个出石头、石匠的地方，它也算是家乡

的一种象征吧。

村中的石碾从我记事起就有，不知它已

阅尽了多少历史的沧桑。上世纪六十年代

我童年的时候，全家人吃的米面，都是用这

个石碾碾压的。每当碾米压面时，小孩儿总

要呆在大人们的胳肢窝下，共扶着一根横木

棍，推呀，推呀，驱使着石碾一圈儿一圈儿地

转动。渐渐地，石碾下的谷子没了皮，成了

米，或者是玉米一点点变碎了，成了面。当

数圈儿数得疲困的时候，米面也就该碾压

完了。接着，还会有挨个儿的下户人家继

续碾压。于是，石碾又开始转动起来。“咯

噔”“咯噔”吃力的响声，像是石碾不情愿地

唠叨着。

后来，几根神奇的铁丝儿通到小村，小

村便用上了电。电灯亮了，电磨、电碾子也

跟着响了，苦于劳作的乡亲们终于有了“替

手”，于是便争先恐后地把家中的粮谷，推到

电磨房里进行加工。为图方便，人们都不

愿再费时费力地去推碾子。这时候，石碾

真的像文物一样闲置一旁，被小村“陈列”

了起来。

前几年，不知怎的，发生了巨大变化的

家乡，石碾的生意，又时常地在小村兴隆起

来。你看，每逢农历春节和正月十五、五月

端午等一些传统节日，家家户户都会端着一

星半点儿的谷物，挨个儿等着碾压些粘米、

粘面，好做些年糕、元宵、粽子之类。说是用

石碾加工这些原料，能更好地保持食物的原

始风味儿。也难怪，人们在真正解决了温饱

问题、减少了大量的体力劳动、迈入了小康

社会之后，吃得怎能不讲究一点？推碾子拉

磨，也成为人们一种怀旧式的锻练身体的享

受了。于是，每当石碾转动之时，该是人们

的过节欢快之日了。石碾，从此更有了民俗

风情的美学价值。

如今，中国已进入新时代。中国成功的

改革开放，也已大道善行了四十多年，国民

生活又有了更高档次的变化。别的不说，仅

从饮食上，从石臼到石碾，随着城乡一体化

及乡村旅游农家乐的兴起，无论城乡，人们

希望吃得更加安全、更加健康、更加“好口

感”已成共识。于是，石碾的实用价值及对

原粮加工的“美味价值”再次凸显。

石碾依旧被小村保存着，它不愿走进历

史，也不能离开人们的视野……

石臼石碾
■ 杨银华

作为生于豆腐之乡、长于豆腐之乡的土

著人，早在孩提时代就耳濡目染了豆腐这位

“清白君子”的“神韵”。那时候生活还很贫

困，温饱无济，如能天天吃上清清白白的豆

腐，就算是奢侈了。可能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吧，每每放学回到家里，看到锅里有煎豆腐

或烩豆腐，就感到很满足了。那个时候吃肉

难，往往就把豆腐当肉吃了。尽管做法很单

调，总是千篇一律地煎煎烩烩就上桌了，可

吃起来总是美滋滋的、香喷喷的，一饱方休。

后来受命运之神的摆布在八公山下的

那座小城里安家立业，有幸品尝到了八公

山豆腐的美味。比起那笨笨的小镇豆腐

来，八公山豆腐实在有如天上掉下来的“汉

白玉”、珍珠泉里结出的“冰激凌”，可谓细

如凝脂、白如凝雪，且清爽滑利、鲜嫩兼备，

每每将其下锅，多有不忍，如同眼睁睁地看

着一个冰清玉洁的纯情少女被突如其来的

汉子“偷”了，质本洁来非洁去，纵有诗情亦

难表矣。与其将其入锅“加害”得面目全

非，倒还不如放在那里任由目睹，饱饱眼福

也就够了。那时候，八公山豆腐几乎成了

菜篮子里的“日日见”、油锅子里的“日日

煎”、嘴巴子里的“日日鲜”，对于一个普通

工薪家庭来说，它就是一道看家菜了。客

人来了，好酒未必有，但一道热气腾腾的烩

豆腐总还是有的。常言道“君子之交淡如

水”，何况豆腐白如玉细如脂呢？即便吃了

一盘小葱拌豆腐，清来白去，一身轻松，何

愁亲情友情不能天长地久？

在改革开放之初的那些年里，豆腐之

法日渐发达，豆腐市场日渐兴隆，每日清

晨——伴随着睡眼朦胧的太阳冉冉升起，街

头巷尾就会传来一阵阵不绝于耳的豆腐哥们

的吆喝声，那声音听来让人梦断衾枕，睡意全

无；你可以闻鸡不起舞，但你不能任凭豆腐叫

到窗前不来神。那些个粗砺气足且抑扬有致

的吆喝声灌进耳鼓，如同老北京城里引车卖

浆者的京腔重现，听来甭提多么滋润悦耳！

于是得出这样一种感受：吃豆腐不如看豆

腐，看豆腐不如听豆腐，如歌的岁月，如歌的

豆腐，诗在其中，情亦在其中，豆腐之兴盛，

岂不是时代的一个小小的脉动乎？

身居“能源”之城多年，与煤与电与化工

为伍，却也更见豆腐之法正在发扬光大；虽

然生活富裕了，对豆腐的依赖不再，但留在

记忆中的豆腐往事，却依然不能割舍，每每

看到街市上那些同宗同源的淮南豆腐，就会

勾起一种怀旧之情，小时候对于豆腐的那种

渴望之情景——无疑已成为生命中一个“定

格”，想必是不会被时间所淹没的吧。然而，

豆腐的价值不单在回忆里，还应该在现实

里。加之亲历了本市几届豆腐文化节之盛

况，感到豆腐已不再是一个小东西，而是成

了一种文化符号，内涵愈发丰富了，外在形

象也愈发出彩了，作为一种传统文化被放

大，豆腐文化更是有声有色，八面生辉，使原

本平淡无奇的八公山豆腐远播天下，遐尔闻

名，成为振兴淮南经济的一大杠杆。这是豆

腐之幸事，也是吃豆腐长大的一代人倍感欣

慰的事！

如歌的岁月，如诗的豆腐，就如同淮南人

生命书页里的一幅幅“美丽插图”，思也长长，

念也长长，诗与食的对话也将永驻豆腐之乡。

豆腐如诗
■ 孙仁歌

1035张车票
■ 海波

总以为城里的年没味道，不料，喝了腊

八粥，那年便红红火火地铺张起来。

鲜艳的红映着深蓝的天，在银白色的冬

日里欢天喜地的。各种形状的中国结、花色

繁多的挂件、精致的灯笼、烫金镶边的对联、

多维立体的贴画……红艳艳地跳动着、扑闪

着，就连一排排路灯、街道旁的树枝上，也挂

上了一串串红灯笼。走在路上，一连串的红

就伴着你、迎着你，也目送着你，那心里就乐

呵呵的。而且呀，越是往年跟前来，那红就

越是浓酽着，商场、超市、路边、小区门口，挂

着的、辅在地上的，到处都是；编织的、剪纸

的、布艺的，栩栩如生，着实可爱，看着看着

便买了。

迎着这一团又一团的红，城市特有的节

奏在耳边升起又跌落。这节奏里除了车轮

飞旋的呼啸声、人流穿梭往来的脚步声，更

多了一种混和着讨价还价、吆喝叫卖、挑选

评价的五湖杂音。超市入口，进来出去的

人，就像一道流动的河，那里面琳琅满目、光

彩夺目，让人眼花缭乱、欲罢不能，只走在这

样一应俱全的世界里，便觉着这眼下的生活

是美好的、幸福的，这民殷财阜的时光太值

得珍惜。

集贸市场比以往更加拥挤，送货、拉货

的小三轮、摩托车走走停停，时不时地便被

人挡了道，打一声喇叭，也没人在意，只好挤

着从人缝里钻，却被差点儿撞着了腿脚的人

嫌弃，可还是喜欢这种人世间的拥挤，有谁

会真的在意被不是故意地挤一下、碰一下

呢？平日里规矩有致的街边、小区门口、商

铺门前，一下冒出来那么多临时摊点，瓜子、

核桃、红枣、杏干、开心果、葡萄干、花生、奶

片，还有木耳、菌菇之类的，外地运来的、本

地出产的，装在纸箱子或塑料编织袋子里，

就那么摆在地面上、堆集在大货车上、挤在

小推车上，不由你不瞧上两眼。南来北往的

行人也都顺道停下来，顺个儿浏览一遍，抓

抓这个，捏捏那个，还趁机剥两粒花生、抓几

颗瓜子，边尝边询价。那卖主也不在乎你吃

俩枣、咬俩杏干的，只管照顾那边的买主，回

头来给这边的介绍不同等级、不同口味的价

格，什么原味的、咸味的、五香味的，还有牛

奶味的，只一个瓜子，就被折腾出来这么多

品类。

顺着马路往前走，遇着一小区集中的十

字路口两边的空地上，便又是几个卖主，大

约还是那些东西，外带了花椒、生姜、八角等

调料和晾晒的辣皮子、野磨菇，还有牛肚子、

牛蹄筋、猪耳朵、鸡瓜、鱼虾等，生的、熟的，

都有。那调料有现磨的、有原生的，呛鼻的

辣味、椒麻味老远便扑了过来。

这一个个小地摊，最是方便了朝九晚五

的上班族们。顺着回家的道，一日日地，便

凑齐了一个丰盛的年。

最热闹的商贸集市区，紧挨着一家家的

时装店，一个个橱窗里，一股股新春的气息

是那样招摇，冬季的臃肿与暗淡早已被春天

的轻巧靓丽所代替，时尚又光鲜的，看着何

尝不动心？出了这家门又进了那家店，三看

两不看，三摸两不摸的，便试穿起来，那美美

的、洋洋的美人儿就站在自己面前。当手心

里终于拎着了称心如意的T恤或裙子，那阳

光照耀着的、雪花飘着的，都是舒畅的、温暖

的感觉。其实，衣柜里的衣服多得是，置办

一身新行头过个年，不过是给爱臭美的心又

一个借口罢了。

所以，一家家的美容美发店也是客流不

断。男人简单，理一下就成。女人则不，烫、

染、漂、剪，没个个把小时，没个几百元的折

腾，就过不了年。

而家里的老人，依然沉浸在蒸、煮、卤的

那些旧时光里。街面上到处都是馍馍店、卤

肉店，现货现卖，随时供应。乡下的亲戚朋

友，顺带做好了，也会送上门来。可还是要

蒸、要包、要卤、要煮，塞得冰柜里、冷藏室甚

至背阴的窗台上满满当当的，年年如此，一样

不少。尽管，平常的日子，想过年就过了，可

这年它就是年，几千年来，谁也不想丢弃它，

要的就是这一份熬夜劳累的忙碌和满足。

还有，还有，只要你想要的，只管去街市

上买来就是了。

这城里的年啊，更应了这快节奏的时

代，充溢在这街市的熙攘中、满满的人间烟

火味里呀！

小城年味
■ 贾春婷

时间过得真快，转眼 2020 年又悄悄

地溜走了，在这366天里，时间的印迹在

哪里呢？

我在脑海中仔细搜寻这一年的行踪，

试图捕捉时间的蛛丝马迹。

很多个清晨，我在跑步中挥洒汗水，

不管是炎炎夏日，还是凛冽寒冬，一颗颗

晶莹的汗珠欢快地跳落到地面，时间一定

被包裹其中，在我身后留下了闪亮亮的足

迹。无数个夜晚，我在读书写作中度过，

时间一定在我翻过的那一本本书页中，在

我发表的那一行行文字里。

这一年，儿子小凡又长高长壮了，时间

一定在他捧回的一张张奖状中，在我们每

晚半小时的亲子阅读里。时间还在我学习

进修时那一本本工整的笔记里，在家人的

欢笑中，在一粥一饭的市井烟火里……

我找到了这些时间的印迹，感觉时间

真好，它一直在我身边，如影随形。

回想两年前，我工作驾轻就熟，老人

身体健康，儿子乖巧省心，那时的我有大

把的时间，但时间似乎离我很远，有时努

力回忆，我竟找不到时间停留的明显印

迹。有一天，我猛然发现，时间在我追剧、

逛街、网购的庸常里像河水一样哗哗地流

走了，让我只能在鬓角冒出的那几丝白发

中追寻它的身影。

那时的我，刚满39岁。向后看，是30

岁的不懈奋斗，是20岁的刻苦求学，但35

岁之后，我做过什么有意义的事情呢？我

想不起来。或许，无所事事的人生轻如鸿

毛，在尘世根本就不着痕迹。而向前看，

我站在女人40岁的门槛上，我看着茫茫

前路有了不甘心：难道我打算一直这样下

去，碌碌无为，荒废光阴？

于是，我左拉右拽，想把时间拉回我

的身旁，我开始将自己的业余生活安排得

满满当当：运动、学习、读书、写作、家庭、

小孩……我恨不得将时间掰成两半用。

两年过去了，时间回赠了我一份厚礼，它

慷慨地赠予我：健康、成长、幸福、生生不

息的原动力……

电影《夺冠》中，中国女排主教练袁伟

民的一句话直击肺腑，“人最不愿意的，就

是年轻的时候对不起自己。”是的，我不愿

在美好的时光里虚度光阴辜负自己，我要

做一个勤奋的奔跑者，我要努力留下时间

的印迹。等到我老得只能坐着摇椅摇啊

摇时，我希望能这样笑着评价自己：“这是

一个没有虚掷时间的人。”

寻找时间的印迹
■ 乔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