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坝坝宴里有乡情

母亲的车站
□ 万瑞东

□ 罗彦彦

小时候，我一直在农村生活，习惯
了粗茶淡饭和旧衣烂衫。别人家的孩
子盼过年，过年有新衣穿，可以享用丰
盛的菜肴。我家过年是没有新衣没有
山珍海味的，最多宰只鸡、
买点肉，在地
里砍一棵白菜、
扯一把葱黄，炒两个菜，
就算是过新年了。平时我们姐妹就盼
着哪家结婚、
生子、
新房落成，父母负责
送贺礼，
我们姐妹负责吃好喝足耍够。
在宴席上，母亲尽管很饿，却总是
表现得有礼有节。她叮嘱我们：小孩子
要坐在桌子的下方，桌子的上方是留给
长辈坐的。端上来的菜，如果长辈不动
筷子，我们万万不可先去夹菜；一定要
先给长辈敬茶倒酒；吃东西也不要狼吞
虎咽。母亲的规矩多，我们如果一一遵
守，好吃的菜早就被别人夹完了。所
以，我们总是躲着母亲，在另外一桌大
吃大喝。一张方桌、八人围坐、十碗佳
肴，有卤鹅肉、凉拌猪耳、蛋包圆、粉蒸
肉、龙眼肉、烧白……我们小孩子的动
作总是极快的，趁着大人们说话、喝酒
的时候，就会把好吃的吃个够。母亲一
旦发现我们没有遵守饭桌上的规矩，回
家后总免不了斥责我们一顿。
记忆里的坝坝宴，让我欢喜让我
忧，让我留住了许多童年记忆。今年表
妹要结婚了，很早就到我家发了请帖，
让我们一定要回去参加老家新农村的

坝坝宴。
表妹说，家境富裕的男方家在大半
年前就养了两头猪、两只羊、一群鸡鸭
以备宴席所需。男方家和厨师早就商
量好宴席需要用的原材料品种、数量
了。一部分原材料由男方家提供，另一
部分原材料则由厨师带着助手到城里
备齐再用三轮车拉回来。至于灶具、
杯
盏碗筷、
桌椅板凳都是由厨师提供的。
第一天的坝坝宴是在表妹家吃
的。姨妈要嫁女儿，
家里布置得很喜庆，
大红的“喜”字贴在窗户上，红底金字的
对联贴在门上。屋里也准备了很多好吃
的。晚上，
表妹住在娘家，
第二天一早就
要起床化妆和娘家人一起坐车到男方家
举行仪式。我们玩到星星点灯时才回到
城里的家。坐在车上，我的脑海里浮现
出小时候一些关于婚嫁的深刻记忆：第
一天女方家要把嫁妆一件一件地用红布
条系在竹竿上，嫁妆包括电视、
电风扇、
缝纫机、
自行车等家用物品，
还有一些首
饰、
布匹等。现在的仪式更加简洁，
省却
了繁琐而古老的一些习俗。
第二天一早，表妹就化好妆，男主
角捧着花，拿着一大袋红包来接她。我
们的车被贴上红彤彤的“喜”字，跟随送
亲队伍在村里转了一大圈。到了男方
家，男方的亲戚远远就来迎接了。一时
间，震耳欲聋的鞭炮声掩盖了音响里那

节奏欢快的乐曲声。一阵烟尘冲天而
起，小孩子远远地躲着，张大了嘴巴，捂
住了双耳；大人们停止了谈话，看着噼
里啪啦的火花四绽。小山村开始沸腾、
热闹起来。
阳光正好，五色的彩带在新房和大
树间飘动。院子的一角，临时砌起的六
个火灶上摆放着六口热气腾腾、
直径达
一米五左右的铁锅，其中的四口锅都矗
立着高高的竹制蒸笼，有的高达两米，
有的多达十余个蒸笼。灶里燃烧着柏
木松枝，旺火映得烧灶人的脸泛着红润
的光。袅袅的炊烟中，飘着浓浓的肉
香。炉灶旁边，是两张长桌子，桌上排
列着剁好的姜、葱、蒜、干辣椒等佐料，
一些肉片、肉丝等肉类，还有木耳、青
笋、
土豆等一些半成品菜料。凉菜师傅
在桌上搭配菜料，红红绿绿的拌了一盆
又一盆，分装在洗干净的盘子里。桌子
的下面，几个农妇正在清洗新鲜的蔬
菜。主厨头戴厨帽、
身系围裙在大铁锅
边拿着大勺忙着炒菜。
新房宽大的走廊就是举行婚礼仪
式的台子。主持人手拿话筒，激情飞扬
地讲述着两人的恋爱经历和深情蜜
意。宽敞的院子、楼上楼下的客厅，摆
放着三十多桌酒席。干练的上菜人端
着木制传菜盘，在桌与桌之间穿梭自
如。仪式结束，随着一声“开席”，大家

便一起动手，一时间觥筹交错、杯碰碟
撞、
祝福吵闹声一阵高过一阵。
如今生活条件好了，人们讲究吃和
穿，吃的东西五花八门、
花样翻新，原材
料来自天南海北、
色香味俱全。可是我
最爱的还是这份挥舍不去的农家味：凉
拌土鸡鲜香麻辣，里面的红辣椒和脆藕
都是村里的无公害蔬菜，吃起来就是
鲜；熟悉的蛋包圆被传菜人端了上桌，
金黄的蛋皮、
细嫩的肉糜、
清爽的海带、
爽脆的豆芽，混合在一起，唤起我们童
年时对佳肴美味的回忆；糖醋鲤鱼外皮
酥脆酸甜、
肉质细腻，小孩子特别喜欢；
烧白依然那样红亮、肥而不腻，芽菜香
味横溢；土猪脚炖的汤，喝起来有浓厚
的香味。此时，母亲坐在我身边，给我
夹小时候我爱吃的龙眼肉，劝我多吃
点，说城里的猪肉没有农村的猪肉有营
养。母亲再也不像以前一样训斥我，再
也不说我没规矩了。
坝坝宴里有乡情。这大半生，我去
过很多地方，品过不少特色食物，但我
最爱的还是老家的坝坝宴，因为它承载
了我许多童年记忆、
蕴藏了我过往的那
些思乡情怀。

招工有学问
□雁戈

最美伴侣

樊三开了个家电维修部，因业务繁忙，贴出了一
则启事，
欲高薪聘请一位精通家电维修的师傅。
前两天都没人来应聘。第三天，来了一个小伙
子，自报家门说他毕业于某知名技校，擅长修理各种
大小型家电，说着，还掏出一个绿本本，要交给樊三
过目。樊三说：
“ 我不要什么本本，我要的是真本
事。
”
说话间，有人走进店里，拿出一把充电式手电筒
来修理。小伙子自告奋勇地说：
“ 让我来！”然后，他
拿起手电筒，一番倒腾，仅花了三五分钟，手电筒便
修好了。
紧接着又有人抱来一个电饭煲，还有人推来一
台电视机，小伙子都没费吹灰之力便排除了故障。
几个顾客都夸小伙子的手艺好。樊三看了也对小伙
子说：
“你的手艺确实不错，你稍等一下，我马上就回
来跟你签合同。
”
小伙子正满心欢喜地玩手机游戏，隔壁一个中
年大妈急急地跑来，说家里的洗衣机正洗着衣服，突
然不转了，让小伙子帮忙去看看。小伙子犹豫了一
下，挑了几样工具跟着去了。他围着洗衣机折腾了
半天，直搞得满头大汗也没查出故障，更甭说修理
了。趁中年大妈不在，
小伙子就灰溜溜地跑掉了。
这时，中年大妈家里的电灯突然亮了，樊三从门
外走进来，笑着说：
“也真有他的，拉了闸停了电都不
知道，还好意思请三个托儿来蒙我。”中年妇女问：
“你咋知道那是他请的托儿？”樊三扬扬手里的一个
绿本本，得意地说：
“当年我就是用的这招，才进了我
师父的店，
边学艺边修理，
才混到了今天。
”

苗青 摄

老樊的肚子
□ 李森林

老樊很久没有看见自己的脚尖了，
那个硕大的肚子挂在腰间，蛮横地挡住
了他的视线。
那天，老樊坐在办公桌前边打嗝边
写发言稿。老樊喜欢自己动手写发言
稿，他是个既能写，又会说的人。开会
时，分管工作都由副乡长讲，副乡长讲
完，自然要请他作指示。老樊说，副乡
长已经讲得很全面很具体了，没啥补
充的，我只讲两句。他讲这两句，通常
会只有逗号，没有句号，逶逶迤迤要讲
两三个钟头。乡村组干部都夸他，樊乡
长太有才了！
老樊正抽着烟写稿子，他的肚子忽
然被人踢了一脚，同时还伴有声音。他
吃了一惊，往下一看，搁在大腿上那个
挺拔的肚子还余波未平，像谁才往池子
里丢下了一块石头，石头不见了，涟漪
还在。他看看四周，就自己一个人，没
有别人啊。大概是中午多喝了两杯吧，
他安抚性地拍拍肚子，继续写。过了一
会，他肚子上又挨了一脚，同时又有个
叫声。这回，他听清楚了，那声音像个
女 中 音 ，又 像 个 男 低 音 ，似 乎 是 一 声
“走”，又像一声“口”。他四下看看，还
是什么都没有。见鬼了？
一连几天，老樊在办公室坐上一
会，肚子上就要挨一脚，同时还伴有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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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说来奇怪，只要老樊一走动，肚子
就风平浪静。可是，他工作太忙啦，要
听各部门汇报，要处理堆积的案头文
件，还要参加各种会议，都得坐着，哪有
工夫闲走呀？该死的肚子！
最糟糕的是，老樊开会，正讲到兴
头上，肚子上就挨一脚，忽然弹起老高，
弄得大家莫名其妙。
他不得不到医院做检查，验血、查
尿、打 B 超，心电图、脑电图、核磁共振，
什么机子都过了一遍，结论是除了“三
高”，一切正常。老樊认为，查得出来的
是小毛病，查不出来的是大病，自己的
肚子，问题肯定不是一般，连现代科技
手段都无法检测。
老樊四处求医，没一个医生给他的
肚子开药方。老樊的悲观就在这里
——病人到了医生不开药的地步，基本
上就“判死刑”了！年纪轻轻就要面对
死亡，想法太多，他越想越悲观，睡不着
觉了。
老樊吃不香，睡不着，神志恍惚起
来。他边听汇报边打瞌睡，签署文件也
东拉西扯，文不对题；在会上讲话，也颠
三倒四，还时不时问旁边的人，我讲到
哪里了？
老樊的精神状态，已经不再适合工
作。组织上请他集中精力治病，工作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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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李副乡长。
老樊无班可上，又无病可治，在家
里没着没落，发慌。他到办公室去，办
公室已经没有报纸文件送来，更没人来
汇报工作，也发慌。他去别的办公室，
大家跟他打招呼时，一个个眼神怪怪
的，
像是在跟他诀别，
又庄严又肃穆。
张书记是理解老樊的，他请老樊下
乡搞个社会调查，代表乡政府，写一篇
农村产业结构调整的调查报告。
有事干就好。老樊先到石泉村，走
到村委办公室，黄村长跟他握手：稀客，
稀客。据说你肚子······那口气，就是
想直接通过老樊的口，证实他有绝症。
老樊很不高兴了，
“哼”
一声就走了。
路边干活的陶组长跟老樊打招呼：
起大风了嗦，樊乡长？老樊没跟他搭
白，
径直沿小路走了。
在乡下转了大半天，老樊总体感觉
还行。回到家里，他发现今天肚子没闹
什么动静。
一天，老樊到了双井村，见村民老
罗正在干活，就跟他打招呼：裹一杆烟
噻，老罗。老罗放下锄头，过来跟老樊
坐在草埂上，裹起了叶子烟。老罗点燃
烟，咝咝抽两口，扭一把烟杆嘴，递给老
樊。老樊接过来，也扭一把烟杆嘴，抽
起来。两人边抽烟，
边拉家常。
广告热线 028—26655858

老罗邀老樊到家里吃饭，老樊去
了。老罗叫老婆上街割肉买菜，老樊拦
住。老罗要杀鸡，老樊又拦住，说：碰上
啥吃啥。
吃完饭，老樊交十元钱给老罗。老
罗说，乡长来家里吃饭，是给面子，收啥
钱？老樊坚持要给，说，老传统丢不得，
不收就是嫌少。老罗推不过，收下了。
他拿着钱，怔怔地看着老樊，半天说不
出话来。
老樊天天下乡搞调查。半年下来，
走遍了全乡一百零一个村民小组，座谈
了几百家农户，笔记本记了几大本。他
的肚子很可爱，
没再闹什么动静了。
掌握了大量第一手资料，老樊思考
了很多问题。他写的《关于农村产业结
构调整的调查报告》既有新意又翔实具
体。他发给一家理论杂志，编辑部回信
高度评价。看完信，老樊激动得跳了起
来。他跳起来的时候，忽然看见了自己
的脚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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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的车站，矗立在记忆中的故
乡，默对迎面而来的大风。少年在车
站内外进进出出、来来往往，而母亲
矗立在车站外面的风里，从背后投来
深情目光。
记得念小学的时候，我是特别的
一个。当同学们都被接走的时候，唯
有我孤独的背影在公交车站下默默
守望。望眼欲穿，可并没有母亲的身
影。母亲宁在家门口的公交车站前
焦急地往风中的错杂人影里张望，也
不愿来校门口接我。瘦弱的母亲总
是用坚定的语气说：
“孩子，你要学会
自己照顾自己。
”
那一辆公交车，从一年级把我送
到六年级。面临我是否该去大城市
求学的抉择，母亲开始犹豫不定。那
么多星光黯淡的日子，母亲都彻夜难
眠。最后，在高铁站口，母亲最终松
开了她紧握了十多年的我的稚嫩小
手。她说：
“妈想你留在身边，可你还
是该去更广阔的天地。”一辆时速三
百公里的列车在紧紧拥抱一起的母
子旁边一闪而过，驶向大城市的方
向，母亲的声音在耳边逆风而来：
“妈
愿意……”
很多时候，车站是一个矛盾的情
感载体。母亲总有无数理由把我坚
定地送到车站，譬如成长或是坚强。
但仅仅因为儿子将行，这个习惯了坚
强的女人便声音哽咽、
满眼泪光。车
站外有太多张望的、期待的、满脸戚
伤的送行人；车站内有太多面无表情
的、行色匆匆的远行人，车站中间仿
佛是一道无边无际的时空长河，只要
通过车站的门，渺小的身影便隐没到
匆匆人流里……就这样消失，回过
头，
看不见彼此。
所以我总是很少回过头去，是怕
看见母亲哭泣，或是怕勾起恋恋不舍

的别绪。可是，为什么每每列车驶出
车站的瞬间，眼前全是母亲望着列车
越来越远、越来越小、越来越握不住
而抓不紧的那个怅然若失的神情？
母亲病了。一趟列车正穿过暮
色驶向家乡的车站，我坐在车上，收
到父亲的信息。飞驰而过的原野上，
是黄昏过后残存的微光，很快眼前便
是两年前母亲把我送出小城的车站，
它冷冷地矗立在夜色里，没有准时而
至的拥抱和温暖目光。
走出车站的时候,我很冷，
几乎要
发抖。可是恍惚之间，又感觉到小学
时母亲等待的目光，以及后来那送行
的目光，都如阳光般明媚而温暖地洒
在我的后背，
把这灰暗的路途点亮。
龙应台说：
“所谓母子一场，只不
过意味着，你和他的缘分就是今生今
世目送他的背影渐行渐远，而且，他
用背影默默告诉你：
不必追。
”
可是在此时此刻的车站，我想，
目送亦是一种最坚定的承诺。母亲
用了十年目送，让我学会坚强。而我
要告诉她：
我会像齐天大圣一样为你
融石为甲、
挥焰成袍，你等着我，我马
上回家！
从列车走下来，走上公交车。又
回想起那个从公交车上走下来，坐上
列车的少年，车窗上的投影，是永远
永远明亮的母亲的目光。
那成长中的一个又一个车站，正
在回家的大路两旁，带着闪烁的光
影，
在风中一闪而过。

家庭戒烟运动
□ 李小冬

我老公烟瘾极大，每天至少都
是一包烟的量，我一向以贤妻良母
的标准处处严格要求自己。本着
“严于己，宽于人”的原则，在老公抽
烟的问题上，我也曾竭力表现过我
生平最大的忍耐能力。但是，鉴于
我有限的忍耐力以及整个社会对烟
民的态度，我开始公开站在我老公
的对立面，
强烈要求他戒烟。
起初，我觉得他是个明白人，我
通过频频地倒烟灰缸或将从报纸上
剪下的有关抽烟有害的文章放在写
字台上，想让他自己认识到自己的
错误。没想到，他丝毫没有戒烟之
意。我忍无可忍，开始主动出击，进
行 正 面 教 育 。 我 从 1839 年 林 则 徐
在广州虎门海滩销毁鸦片谈起，讲
到 1989 年 美 国 卫 生 局 医 务 主 任 报
告说吸烟每年使 39 万名美国人死
于非命，男性烟民比不吸烟者死于
肺癌的可能性平均高 15 倍。可我
老公说：
“ 香烟可不是鸦片，有一句
歌词唱得好：我一已抽了一辈子烟
现在还没死。”我一时不知该如何应
对了。
后来，我改变了策略，宣称再也
不管他抽烟的事儿了。他也说这才
是我最明智的选择，并宣称他并不
是戒不了而是不想戒。我讥讽道：
“你如果戒了烟，我就能戒了饭。”他
大笑着说：
“ 我看我还是别戒了，你
接 着 吃 饭 吧 ，往 后 的 日 子 还 长 着
呢。”以前，我始终相信正义一定会
胜利，可在我老公抽烟的问题上，我
开始对此产生怀疑了。但此后的几
件事又使我坚定了自己的信念，树
立了将戒烟运动进行到底的决心。
儿 子 牙 牙 学 语 时 ，第 一 声 会 叫“ 爸
爸”，第二声会叫“妈妈”，第三声会
说的竟是“中华”，气得我“吐血”。
老公则一脸自豪，并声称这是他给
儿子带来的永生难忘的启蒙，他断
言这种下意识的言传身教是儿子将
来步入男子汉行列的基础。我逐渐
意识到在我家这样一个阳盛阴衰、
“邪恶嚣张”的空间里，在抽烟与戒
烟的问题上，儿子也是一个举足轻
重的角色，讨好我时，充当爸爸的小
叛徒，背信弃义跑到厨房小声对我
说：
“ 妈妈，爸爸又抽烟了。”与我对
立时，便对他爸爸说：
“ 爸爸，抽一
根，没事！”人小鬼大，眼看着下一代
的身心健康与他爸爸两指之间的香
烟紧密相关，
我怎能袖手旁观呢？
正面“较量”我没有占上风，但

我可以采取别的更为强硬的措施。
于是，我发挥我的优势，开始封锁老
公的经济。这一招还真灵，他明知
是我的把戏，竟若无其事，回到家果
真不抽烟了。我跑到他几位烟友的
夫人面前一打听，方知老公已在烟
友中庄严宣布：戒烟了。为了表示
诚意，
他还将心爱的打火机送了人。
这可是我们家几年来的一件大
喜事，完全有必要载入我们家的史
册 。 于 是 ，我 变 着 法 买 零 食 、做 好
吃的，还带着家里这两位男士看电
影 、下 饭 馆 。 一 时 间 ，家 里 喜 气 洋
洋颇为和睦。既然老公已转变到
戒 烟 的 阵 营 中 了 ，我 也 就 既 往 不
咎，决定宽大处理他的“问题”。于
是我又开始给他少许零花钱，一则
想到身上带点钱出门方便些，二则
想考验考验他。
一时间，老公戒烟成了他那些
烟友们夫人之间盛传的佳话，而那
些烟友们则向他提出了强烈的抗
议，声称一定要用集体的智慧力量
将我老公“争取”过去。一天晚上，
老公面带愧色地对我说：
“ 老婆，我
看我还是别戒了，抽烟也不是什么
大事，更何况戒烟第一天我自己就
偷偷破戒了，看你忙得欢天喜地，实
在觉得对不住你。
”
我有一种强烈的被戏耍欺骗的
感觉，我突然发现我特没用，特给女
人丢了面子。
当然，自那次假戒烟之后，形势
发生了一定的变化，老公不再鼓吹
烟草是我国利税大户，不再在儿子
面前抽烟，不再告诉儿子凡是男子
都抽烟。一天，老公在卫生间抽烟，
儿子大嚷，老公急说：
“儿子，烟味可
以驱散厕所异味。”儿子答道：
“明白
了 。”老 公 站 在 反 抽 烟 的 立 场 上 抽
烟，很自然反抽烟运动还是取得了
阶段性的成效。
有成效就莫放弃！反抽烟已成
了我们家的基本家策，我相信通过
我和儿子的努力，我老公最终会戒
烟成功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