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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日写意

□邓荣河

故乡石碓情 □董国宾

在上世纪八、 九十年代， 一到冬
天， 洗澡成了生活中一件大事。 那时
候， 家家户户大多以盆浴为主。 春夏
秋三季尚可， 到了隆冬， 上了年纪的
老人家， 手脚缓慢， 洗盆浴极易冻出
感冒 ， 于是 ， 也顺潮流改去了澡堂
（江南唤作 “浴室”）。

天气越冷， 澡堂的人气越旺。 母
亲带着我走到前台 ， 先交钱 、 换鞋 、
取手牌 （钥匙）， 穿过透着橘红灯光的
昏暗过道， 掀起布帘， 一股蒸汽扑面
而来 ， 耳边开始嘈杂 ， “啪嗒啪嗒 ”
的板鞋声时近时远……母亲看着手牌
上的号码， 开始找寻对应的木柜， 取
出钥匙， 打开柜门， 母女俩先脱去里
里外外的衣服， 装在自带的塑料袋里，
用钥匙锁好 。 而后趿着自带的板鞋
“啪嗒啪嗒” 朝空置的淋浴器跑去。

洗完澡， 母亲一手拎着浴盆， 一
手拉着我， 走出大门， 天已漆黑。 澡
堂的斜对面， 一缕灶火在夜色中飘忽，
是馄饨摊！ 雀跃的火苗照得人从心底
滋生出一缕 “灯火可亲” 的暖意。 母
亲搀我坐在板凳上 ， 叫了一人一碗 ，

泡泡馄饨是现包现下的， 老板娘从案
板上取出一张面皮， 右手拿起竹片刮
板， 利索地在搪瓷盆里挑起一丁点儿
肉馅抹在皮子上， 变戏法似的一捏而
成， 待凑足一定数量， 用沾满面皮粉
的糙手麻利抓起， 轻抛入沸水， 伸下
笊篱搅动一圈， 果断一个抄底， 将馄
饨尽数托在笊篱中， 顺势甩了一下残
留的热水， 滑入早已配好调料的青花
瓷汤碗里， 煮好的小馄饨泡泡似的漂
在葱花点点的高汤上， 一只只溢满汁
水， 从皮儿到馅儿饱和又透明。 端着
碗小心翼翼先喝一口汤， 让五脏六腑
都活泛起来， 再舀一个送入口中， 趁
热小口咬开皮子， 稠滑的皮于抿嘴间
片刻即化， 余下粉红的馅， 带着肉的
鲜香， 在唇舌间酝漾， 吃了个面酣耳
热， 觉着这便是世上少有的美味了。

吃完馄饨， 开始钻迷宫样的弄堂。
从一户人家的正门进入 ， 跨过天井 ，
穿入湿滑阴暗的宅弄， 所谓宅弄， 即
一个上下左右封闭的空间， 莫说夜间，
即便大白天， 宅弄里也几乎不见一丝
光亮， 一阵穿堂风紧贴着石板呼呼而

来的时候， 凉飕飕的东西在背心蠕动，
很容易让人想起鬼故事， 尤显阴森恐
怖， 宅弄深处， 曲径通幽， 不知深几
许， 我们娘儿俩手拉手， 有一搭没一
搭聊着天， 藉以减轻心中恐惧， 行至
尽头， 豁然开朗， 方才如释重负长长
舒了一口气。

回到家中倒头便酣然入睡， 且睡
得分外香甜， 经常能美美的做一个大
头梦。 试想一下， 乡下杀年猪， 先给
它烫洗干净， 而后一刀送上路。 母亲
带我洗完澡 ， 还能吃馄饨 、 钻迷宫 ，
由此， 我也不是很讨厌去澡堂洗浴了。

时过境迁， 如今几乎家家户户都
有独立淋浴， 鲜少有人再去澡堂洗浴，
沐浴之风渐次销声匿迹， 很多老字号
澡堂也关门大吉了。 老城区的弄堂口，
有一家老式浴室， 是一对外来打工夫
妇开的， 两口子起早摸黑， “回头客”
多为本地土著老人。

我心血来潮， 拎着换洗衣物， 花
费十块钱洗了一次。 果然， 不考虑用
水成本， 可以尽情冲刷， 直至浑身松
泛通泰。 一出门， 绷紧的皮肤红彤彤

像个刚摘下的红富士。 冷风一激， 脑
海中浮现出杨绛先生 《洗澡》 中一句
话： “人生一世,无非是认识自己,洗练
自己 ,自觉自愿地改造自己。” 我自知
没有杨先生的觉悟。 我洗澡， 大抵洗
的是一种怀旧感吧。

冬日澡堂子，渐行渐远的温暖 □申功晶

石碓我不陌生， 老家小院南墙根，
常年置放着一个石碓。

石碓， 俗称碓窝， 由石臼和碓头
组成， 是以前乡亲们用来给谷物脱壳
的家用工具。 说起石碓， 这名字敦实
又憨厚， 骨子里有牛一般的硬气与坚
韧， 一听就是老老实实出力干活的家
什 。 说起做材 ， 一眼也让人看出来 ，
是取自久不枯烂的石块， 乡下人用它
来捣谷去壳， 再合适不过。

石碓如坨， 又重如小鼎。 这一心
一意内中坚实的坨， 中间凿出一个圆
窝来 ， 便是石臼 ， 家乡人最爱说成
“石肚”。 拿来未脱壳的谷物放入其中，
石碓凿成的臼， 也便有了妙用。 趣说
起来， 石臼不只为实用， 小孩子有事
没事随便放些东西进去， 趣弄一下即
为常事， 故石臼乃大人小孩的喜爱之
物呢。

石臼还有一个搭档， 叫碓头。 或
许老家的石碓用起来简易便捷， 与别
处有碓杆的石碓有一点差异。 老家的
石碓由碓头与石臼一拍即合， 简简单

单便把要做的事做成了。 这叫碓头的
一个组成， 是拿起又猛地放下的一个
硬物， 可以想象也会是由坚硬的石块，
打磨成圆鼓鼓的形状， 只不过再安上
一个粗细适中的光洁木棍， 便于提拿
便是。

老家临水而居 ， 春有春鸭游水 ，
夏有荷朵吐艳 ， 舍前舍后绿叶交织 ，
鸟鸣嘤嘤。 石碓在我家安居， 算是找
对了栖身之地。 我家的石碓邻墙而立，
爬上墙的花草迎春怒放 ， 逢夏吐香 ，
白鸡又常在墙根啄食， 灰喜鹊也跑来
逗乐， 石碓应该也会欢颜其中。

石， 乃硬物， 可雕可玩。 石块凿
空成臼， 石碓便成实用之物。 这实用
之物， 在乡下人的时光里， 便是充满
柔情的硬汉。 乡下的娘常用石碓捣米
去壳， 然后下锅煮饭， 打小我就对石
碓充满好感。 岁月中， 娘又坐在院子
里捣米了， 石碓传来的抨击声， 闷实
而有力， 粗响又抓心。 正在读唐诗的
我往屋外瞅了一眼， 然后大声朗读道：
“离离原上草， 一岁一枯荣……” 娘仍

在捣米， 抨击声好像越来越大， 年幼
的我摇头晃脑， 嗓门也更高了， 似乎
我在与石碓在童心里比赛呢。

石碓， 状若半个圆球， 底座平整
圆实， 样子憨厚乖巧， 算得上乡下人
的惜爱之物。 我家的石碓小娃娃一般
高， 只是不爱挪步， 喜欢在一个地方
踏实地久住下去。 早晨的一缕缕阳光
照下来， 透过格子窗， 起床后我第一
眼就能看到我家的石碓。 石碓蹲坐在
院门旁， 像个守候家园的卫士， 似乎
打算用同一种方式活到老。 童心满满
的我放学归来， 就走过去捣鼓石碓玩。
往石臼里灌满水， 放上一条纸船， 玩
够了用小手拍拍我家的小石碓， 我们
又做了一次好朋友呢。

娘一大早去庄稼地忙农活， 中午
一回到家， 就把我叫到跟前， 指着南
墙根的石碓说： “做人要学石碓， 质
地坚硬 ， 肚中有物 ， 方可成事 。” 从
此， 石碓便刻在了我的记忆里。

石碓， 生于深山， 长于乡下。 虽
成一段过往， 却又是一段情怀与难舍。

新书到
快递新书到 展眉读入神
午餐时已过 阿狗未烦人

青蟹肥
大火快蒸制 入锅青蟹红
刀钳齐下手 温酒做陶公

梦里爽
连雨送天晴 气爽夜色轻
扶摇云影外 好梦也空灵

学武侠
击笞缚勾打 鞭影啸风杀
谁有不平事 出手如古侠

红袄漫话 □张文泽/画 冷冰/文

凛冽的寒风
没有温度的多情
摘下最后一片树叶
旧债终于还清
田间的稻草人
一次次感冒伤风
晶莹的雪花
最管用的感冒灵
多嘴的麻雀
总是言不由衷
一个烟囱的高度
值得矫情的轻松
夕阳下的炊烟
最水墨的风景
温馨与寒冷
都会悄悄归零

乡村古道

掌纹里的坎坷
始终无法隐藏
浑身土性的玄机
路边的荒草
怎么也遮挡不住
南来北往的焦急
镶嵌进历史的马蹄
一次次踏破
通向罗马的寓意
归家的游子
一踏上古道
便可碰触
祖先的步履
见风就长的热情
有形无形的记忆
相互簇拥着
钻入眼底
一边热泪盈眶
一边默默叹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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