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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 珉

竹篮就是竹制的篮子。乡下人
家，墙上挂着地上放着都有好几个。
城里的人，却鲜有这种器物。

竹篮的用途很广泛。装菜、洗菜、
洗衣或盛物件，还有一个功能，提上竹
篮上街买菜。

现在的城里人，几乎看不到竹篮
了。大多是大大小小的塑料袋，顶多是
一个布袋或拖袋。可我家里一直用竹
篮，母亲用，妻子用，更多的时候是我用。

对竹篮的喜爱，缘于它结实，装菜
不会相互挤压，还环保。提个篮子，先
从菜市的这一头走到那一头，再回转，
开始真正的买菜。

喜欢做菜，所以喜欢买菜。每到
一个城市，别人喜欢逛商场什么的，我
却喜欢逛菜场。很多城市的商业街都
差不多，甚至东西的价钱也是全国统
一价。而菜场里卖的东西千差万别，
可以看到一个地方的民情。

第一缕曙光刚刚洒落在这个城市
的时候，卖菜的小贩便占好了各自约
定俗成的位置。或是头天从地里摘下

的新鲜蔬菜，或是从外地批发来的活
禽水产。只是，现在的蔬菜没有时令
这个词了，不论什么季节，基本上都有
你想要的。唯一可以区分的是，自产
的才是真正的时令蔬菜。

据称，汪曾祺也喜欢逛菜场，“看
看生鸡活鸭、鲜鱼水菜，碧绿的黄瓜，通
红的辣椒，热热闹闹，挨挨挤挤，让人感
到一种生之乐趣。”文人的特殊情结，在
哪个时代都有。

记得小时候，看场电影都很难，一
年到头都是样板戏。听得多了，自然
会唱上几句。有一段，至今不时在脑
海中回旋。“提篮小卖拾煤渣，劈柴担水
也靠她……”唱的时候还煞有介事地
提个小竹篮。

只是现在，编制竹篮的人少了，市
场上虽有卖的，但做工却难以恭维。
粗糙，发黄的篾，不经用。

我依旧只在老家买竹篮，有时一
买就是几只。可近年老家卖竹篮的也
少了，母亲说，再过几年，就没有篾匠
了，想买个竹篮就难了。

提着篮子上菜场，永远有它的节
奏。偶有提着篮子来买菜的，一定是

老太太。不紧不慢、不慌不忙，慢慢地
问价，耐心地砍价。提篮买菜间，看出
买菜之人的品性，也可窥见卖菜人的
生意经。菜篮子里，就流露出一个地
方市井人家的风味品味。

提篮上菜场很重要的乐趣可能就
是讨价还价。大凡买菜，哪怕是几毛
钱一斤的东西，也可以还价。其实有
时候，若卖菜的是一个农村老大爷或
是老婆婆，我先是讲价还价，等还下来，
却很少按讲好的价给钱，最后总是会
多给几毛钱甚至一两块钱，或者根本
不要找零。每当此时，卖菜的大爷婆
婆脸上笑开了花。

菜市场是个大社会。有报道说，
时任香港特首的梁振英与太太去菜
市，还和商贩讨价还价，可能有做秀的
成分，也可能有部分真实。

菜场有足够的理由，可以成为城
市的一处风土人情集散地。那里有各
种各样的人生百态，还有方言行话和
行色匆匆的路人。

讨价还价声、惊叫呵斥声、鸡鸭鹅
叫声、秤砣碰撞声、车铃急响声，最能给
这座水泥城市以满满的生活气息。

提篮买菜，忙碌的场景让人心生
暖意，寻常的生活中展露出一种平和
与温情。

提篮买菜，买的是一种生活，一种
情趣。

提篮买菜
记忆深处
我骑在父亲肩膀上
追赶着时光
一转眼
父亲瘦弱的脊梁
已难承受我的重量

岁月是一个神偷
偷走了
父亲的一大段时光
苍老的父亲

跟不上我匆匆的脚步
轮到我
背着父亲
一起欣赏美丽的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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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 梅

半辈子走南闯北、游
东逛西，看尽了人间美景，
饱眼福的同时，也没委屈了
这张嘴。想想看，自己每到
一个地方，总要先打听人家
的地方小吃，唯恐遗忘了，
没饱口福，遗憾终生。

那年我到遵义时，正
值冬至，全城老幼都在那一
天吃羊肉粉。朋友说，冬至
那天吃一碗羊肉粉，可以保
整个冬天都不冷。我就是
随这个民俗吃的羊肉粉。
本来我对羊肉不太“感冒”，
但自从吃了遵义羊肉粉后，
我就对羊肉情有独钟了。

羊肉粉美就美在原汤
上。朋友告诉我，我们吃的
羊肉，是思南县的矮脚山
羊，这种羊不但肉质细嫩，
而且腥臊味较小。羊肉也
是当天宰杀现场剥皮，炖制
时还要放上冰糖、猪骨头和
老母鸡，这样炖出的羊肉汤
鲜而不膻，清而不浊。

至于米粉，要先在开
水锅里烫3次，不但要将米
粉烫熟，还要将米粉身上的
酸味除去，然后放在碗中待
用。当然，炖羊肉也是非常
讲究的，要将羊肉洗净切成
块放入锅中用大火将羊肉
煮沸，除去浮沫后改用小火
炖制。

羊肉炖好后，捞出摆
放整齐，用重物压紧羊肉，
以求平整，5小时后将平整
的羊肉切成5厘米长、3厘
米宽的薄片，然后将羊肉放
在米粉上，浇上鲜红的辣椒
油，撒上蒜苗、香葱、花椒
粉、芫荽就可以食用了。吃
着羊肉粉喝着羊肉汤，真是
其乐无穷。

说罢羊膻再说鱼腥。
在哈尔滨吃活鱼是在郊区，
当时一个生意场上的朋友
驱车带我赶到那里的，记得
是马路边上一个村庄里，名
字已经记不得了，只记得那
种鱼的味道。

做鱼用的原料一点也

没有特别之处，都是我们常
见的诸如粉条、豆腐、白菜、
豆角丝之类。鱼也是我们
常见的鲤鱼。可是经过那
位乡村饭店老板的手中一
过，一盆味道鲜美的炖鱼就
让人过口不忘了。

我有幸看到了老板炖
制活鱼的整个过程。只见
老板先将大葱、土豆粉、酱
油、白酒、花椒、豆腐、大料、
苏子油等辅料用小火慢炖；
再把鲤鱼洗净控净过油，4
分钟后把油倒掉，把准备好
的汤汁浇在鱼身上，配上五
花肉加水用旺火炖，5分钟
后改为小火炖20分钟；然
后加入白菜、土豆、榛蘑和
粉条，这道炖鱼就成功了。

回来后我自己也试着
做过这道菜，但做出来的炖
鱼总没有那位老板做出来
的味道鲜美。于是我就找
客观原因，可能是咱这里的
鲤鱼没有松花江里的鲤鱼
质量好、味道好。

鸡给我印象最深的，
就是去年在湛江吃的三黄
鸡了。所谓三黄，就是鸡
肉、鸡嘴、鸡爪都是黄色
的。湛江三黄鸡，与惠州的
胡须鸡、清远的麻鸡，被称
为广东的三大名鸡。

三黄鸡是正宗吃草和
谷米长大的农家土鸡。信
宜人把养鸡场设在山上，鸡
吃的是山上的小虫、草药、
谷米，喝的是信宜森林渗出
的山涧矿泉水，所以三黄鸡
肉不但质鲜美而且少油
脂。再加上大厨们精心的
制作，三黄鸡味道不鲜美才
怪呢。

三黄鸡的制作方法也
非常讲究。先将拔毛洗净
的三黄鸡放入锅中的冷水
中，烧开后大火煮5分钟，
然后关掉火不准掀锅盖；等
水凉后掀开锅盖将鸡捞出
放在盘中滤干，2小时后将
滤干的三黄鸡切成小块，就
着原来爆炒过的姜末、葱
末、蒜茸、酱油等蘸料，就可
以大快朵颐了。

记忆中的南北美味

刘 卫

趁春节三家老小在这儿相聚，我
们盛情相邀，设法把两老留了下来。

起初老妈不愿意，她说怕大城市
搞不惯，还是在老家自由自在些。妻
子婉言相劝：“妈，试着住一阵。我们这
儿除空气差点，周围环境嘈杂些，其它
比老家方便。您看啊，出门有菜场，公
交车地铁随便坐，离江滩公园也就百
来米，家里有WIFI，旁边是省城的三甲
医院，社区医生还可以私人订制。求
二老给个机会，让我们尽尽孝心呗！”

见妻子说得既诚恳又带有调侃，
爸妈都不禁莞尔。看了专门给他们收
拾好的干净舒适“老年客房”，孝心难
得，老爸不停地点头，应允下来。

从这以后，两老开始悠闲生活。
按照妻子的交代，他们每天出去最大
的任务就是按写好的菜谱把食材买回
来。中餐随便混，或在家里弄，或在外
面挑自己喜爱的东西吃，或健身，或探
亲访友，或做理疗，悉听尊便，从从容
容，宽宽松松，但妻子要求两老如影相

随，结伴而行，只要安全顺利地回来吃
晚餐就行了。有啥特殊情况，用老年
机给我们打电话。

老爸以前当过领导，见多识广，愿
意尝试新事物，就是岁数大了些，反应
略迟缓。但只要我们付出耐心，他最
后还是能领悟，再把心得和诀窍传授
给老妈。老妈一生对他惟命是从。几
十年的共同生活中，彼此也达成了高
度的默契。

那天吃晚饭时，老妈兴奋地汇报
起当天的行踪：“卫子，我们今天坐地铁
首秀了。你爸的脑子可好使，戴着老
花镜，把进站、换乘、出站口等看得清清
楚楚。没走一点冤枉路。错峰出行，
车厢里乘客不多，有座位，坐着头也不
晕。我们去看了你爸的老同事潘叔。
他家住开发区，约了好多次，距离太远，
未能成行。现在开通了地铁真方便，
你爸今天如愿以偿。”

我们齐齐对老爸猛夸了一番。老
爸谦逊地摇着头，说他已经很落伍。
像老潘也是七十多的人了，那微信玩
得溜溜转，比打电话省钱，还能在“群”

里传照片共享，发语音，跟留学的孙女
见面。卫子，你啥时有空，也教我用微
信，扩展朋友圈，分享有利于养生的信
息。

次日是周末。我花了整整一天的
时间，把老爸拉进了“亲友团”，教他如
何直接在上面“说话”，手写打字，转发
信息。虽然老爸反应慢了点，但领悟
能力仍十分给力，最后基本掌握了。
他在亲友群里第一次露脸，就给众小
字辈发了八十元的红包作为见面礼。
大家对他们在省城的各种生活照大大
地点赞。

至此，两老每天的日程排得很满，
啥时与京剧票友切磋，啥时跳广场舞，
啥时去社区做理疗等等规划得井井有
条。总之，他们在充分享用高科技带
来的社会福利，甚至还计划在今年国
庆，出资带全家来一场境外游。由于
适应了大城市的生活，无忧无虑，他们
的身体状态比以前大为好转，精神充
盈，快乐无比。

那天，大姐打电话问他们啥时回老
家？老爸接了，十分留恋地看了我们一
眼，大声道：“这儿一切都好。我们有些
乐不思蜀。我和你妈商量过，准备把老
屋卖了，就在这儿养老，跟着大儿卫子他
们乐享现代化的新生活……”

爸妈乐享“新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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