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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月流火
阳光用攀爬的体温
释义着季节注定的献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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浮动的暗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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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上战战兢兢。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 突然想自己

发面、 蒸馒头、 蒸包子， 大概记忆的
某扇门突然洞开， 于是开始怀念小时
候妈妈用老面蒸馒头的那样一种浓郁
的麦香。 对， 最好是原生态的麦香。

专门采买了发面盆， 笼布， 发酵
粉， 面粉， 为了激发表妹对包子的美
好向往， 昨晚就没吃饭， 我们躺在家
里有一搭没一搭聊天。

我： 我们精心发面， 加上蜂蜜，
看着面粉慢慢变成面团， 面团里再有
气孔冒出， 上锅， 等出锅时被宣实的
麦香引诱， 轻轻咬开， 韭菜， 鸡蛋，
洋葱， 细豆角， 口里交替轮流着麦香
和馅儿香， 好不好？

表妹： ……哈哈， 给我画包子？
我本来不饿， 但现在饿了。 关键你会
做吗？ 万一出笼的， 不是宣实的大馒
头， 而是又黑又硬的面疙瘩， 让我吃
几天， 咋办？

我： ……
为了筹备发面， 我看了好多遍发

面 步 骤 ， 大 学 之 前 考 试 的 状 态 立

刻 上 身 。 像在准备去完成一件神
圣 的大事 ， 心 里 有 战 战 兢 兢 的 兴
奋感。

等实操的时候， 用温水活化酵母
粉， 为了称面团的重量， 只好连盆放
体重秤上， 仔细测算厨房是否具备发
面的最佳温度和湿度， 用保鲜膜裹好
面盆， 每过几分钟去看面团， 神神叨
叨， 就那样， 一个小时， 面团终于神
奇发到了原来面团的两倍大小， 马上
开始调制包子馅……

有表妹打下手， 这里面无数小的
注意事项， 都被我们相互提醒着圆满
了， 当喷香的包子出锅， 我俩迫不及
待盛到盘子里 ， 然后接下来的10分
钟， 就是狼吞虎咽的吃吃吃， 直到肚
子里再没有缝儿。

“真宣实！ 包子真香。” 这几句
我和表妹各自重复了无数遍。 原来幸
福是这样表达的， 反复重复， 哈哈。

包子馒头一共蒸了四锅， 晚上喊
姨和姨夫来吃，满屋子都是麦香。想到
之前高温的小厨房， 沾满面粉的手 ，
后背淋漓而下的汗 ，再感受着嘴里
浓郁的麦香，又一次的圆满，心里填满
恍若隔世的充实感，似乎要中暑。

“哎呀呀， 某人第一次蒸包子和
馒头就挺好的嘛。 不夸夸你， 对不起

你中暑的幸福感哈。” 夜
灯下 ， 表妹一边看书 ，
一边笑着啃包子。

三伏天 、 麦香 、 包
子记。

随笔 三伏天里的麦香
□余翠平

□潘新日

15
2018年
8月11日
星期六

劳
动
者
周
末

文
苑

责
任
编
辑

博
雅

版
式
设
计

刘
红
颖

版
式
校
对

刘
芳

热闹的时候， 曾经是乡下最淡的
写意， 薄暮里， 隐在红花绿叶间。

小时候问路， 白墙灰瓦是村庄的
名片， 村庄之间， 五间房、 八间房就
是区别， 然后再问人， 好找。 我一直
惊异于先人们炫耀祖屋的智慧， 竟巧
妙到用几间大屋取代了村庄的名称，
十里八乡， 只要提到几间房便知道那
个村庄的大户是谁。

我外祖父曾经拥有一个村子的徽
派建筑， 好大好气派， 母亲也多次带
我们去看， 去寻找她流逝的童年和梦
想 。 那个时候 ， 我的心里也是自豪
的， 也因此理解了外祖父那一手隽永
俊逸的墨宝和书香。 那么多房屋， 春
联要写多少啊！

白墙灰瓦、 飞檐挑梁。 莲花图案
的瓦当， 青灰色的屋山挑尖， 形状有
鱼、 有龙、 有凤， 都蕴含着深深的寓
意。 墙体多是土做的， 根脚多为山石
和青砖， 春夏秋冬， 耐得住风雨。 窗
户也是木制的， 大多是本格子窗棂，
偶尔也会有雕花的木窗， 带着关门，
可以彻底打开 ， 让阳光畅然地照进
来， 伴着花香， 吉祥着， 温暖着一家
人的心。

日出而作、 日落而息。 乡亲们就

是在这样的民居里进进出出， 在农耕
的艰辛里也不忘在门前屋后栽上树
木， 植上青竹， 也不忘挖几座池塘，
养上鱼， 种上藕。 春天鸟啼声声， 夏
天绿荫似锦， 秋天果树满枝， 冬天银
装素裹。 每个季节都变换着不同的韵
致， 每一天都轮回着不一样的幸福。

鸡、 鸭、 鹅、 牛、 羊、 猪、 狗都
是村子的主角 ， 这些白墙灰瓦的标
点， 标注着村庄的演化和传承， 为村
子带来生机。 更多的时候， 可以赤着
脚到门前的池塘里洗洗澡， 捶捶衣，
也可以在树荫下乘乘凉、 捉捉迷藏、
追追蝴蝶， 而后捉几只荧火虫， 照亮
回家的路。

农事是辛苦的， 也是幸福的。 弯
着腰插几亩秧苗， 割几亩麦子， 弯镰
收割了季节， 也收割了月色。 累了、
困了， 白墙灰瓦的房子就是最舒适的
家 。 可以听听戏 ， 可以串串门 ， 梦
里， 说书人的千军万马在奔腾， 丰收
的喜悦在流淌……

曾经， 白墙灰瓦的村庄是充满诱
惑的， 纯美的野菜、 香甜的瓜果、 新
鲜的时蔬 、 丰腴的菱角 、 浑圆的豆
粒、 白胖的莲藕都在不同的时光里走
进农家， 自给自足的满足， 让白墙灰

瓦的村庄更加殷实， 有了自信， 有了
欣喜。

一直喜欢白墙灰瓦的格调， 日子
再清苦 ， 骨子里也是丰满的 、 骄傲
的， 心里充满希望的， 不会被生活和
农事磨蚀干净， 精神世界的多彩填充
着村子里每个人的欲望， 都在平淡中
过着悠然的生活 ， 犹如池塘里的倒
影， 白墙灰瓦成了每天最新的相片，
让小村有了诗意。

我是十分佩服先人们的智慧和洒
脱， 固然生活在偏远的乡下， 干着土
里刨食的农活， 也不忘为后代打造一
片可人的精神领地， 让梦飞得更高，
而后， 坚定地固守着， 创造着。

这里乡风淳朴， 邻里之间互敬互
爱， 谁家有困难， 都会出来帮忙。 村
子里的每一堵墙， 每一片青瓦都是乡
亲们帮忙建的， 屋子里都有他们的体
温和气息。 多少年来， 白墙灰瓦的村
庄和乡亲们相生相依， 自给自足， 平
静而安逸。

而今一切变了， 年轻人们已不再
满足于父辈们的农耕生活， 他们向往
城市， 向往发达， 白墙灰瓦的村庄和
老人们一起隐入历史深处， 慢慢成为
记忆和历史， 永远地留守在乡下……

散文 白墙灰瓦的村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