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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家灯火

礼物给谁
芳华岁月
□ 阙向东
电影《芳华》炒得沸沸扬扬，我也
被吸引一睹为快， 电影中那一幕幕部
队文工团演员们的生活勾起了我许多
美好的回忆。
我那时听说某野战军宣传队招收
文艺兵，为了有一个好前程，我同伙伴
急匆匆地赶到部队驻地， 等待着部队
首长面试。
几个热心的女兵把我们带到她们
的宿舍， 将抽屉里的水果拿出来让我
们吃，我一口气吃了五个橘子，后来才
知道那是女兵们自己掏钱买的， 我还
以为部队上的东西都是不要钱的呢。
晚餐后我们被带到会议室， 其实那不
是会议室， 周边都是整整洁洁的男兵
们的床，方块被子棱角分明，解放帽放
在被子上红星闪闪，中间是可围坐 20
来个人的大桌子。
一会儿， 所有的当兵人齐刷刷地
站立起来向着大门鼓掌欢迎， 几个身
披军大衣的中年人走进来， 我们几个
参加面试的人紧张得大气都不敢出。
接着， 我们一个个吹拉弹唱各自
表演一番，接受着首长们的询问，罢了
也没听见什么说法， 首长们起身就走
了。 带我们进军营的老兵将我们带到
部队招待所住下， 说明天告诉我们结
果。那一夜好漫长，辗转反侧不知醒了
多少次才到天明。
第二天， 老兵回话说他随我们一
道回家， 去我们学校和当地武装部办
理我的入伍手续， 顿时我高兴得跑到
大院里腾空跳起， 在空中劈了一个溜
伸的叉。
刚到部队没几天， 部队开始了野
营拉练，我们宣传队迅速排练好节目，
跟随部队踏上了野营拉练的征程。 那
时年轻气盛，身上有使不完的劲，看见
战士们背负 60 多斤重的装备行军，
心里还不服气，闹着也背上枪支，开头
几天每天 50 多公里走下来， 脚板上
就打起了几个血泡， 一到夜晚忙着找
马尾穿血泡，否则不将血泡放空，第二
天脚板着地就钻心地疼。
行军辛苦，我们文艺兵更辛苦，白
天行军还得打着快板、 编着顺口溜鼓
动部队。一到夜晚，我们还得准备现搭
舞台化妆为战友们演出。 天空飘着雪
花，我们在露天广场演出，我除了表演
舞蹈和演奏手风琴、小提琴外，还得客
串样板戏《沙家浜》片段演员，我提着
一只鱼， 穿着裤衩上台对着沙奶奶说
“奶奶，我抓了一只鱼，好给新四军伤
员熬鱼汤！ ”满口的自贡椒盐普通话。
早餐，炊事班做汤圆，我那天 18
岁生日，舀了 18 个汤圆一口气吃下，
谁知道消化不了， 足足让我三天不想
吃饭，部队领导说我是盐哈儿。
早上我们出发野营训练， 翻山越
岭，平均每 4 个小时吃一餐饭，不分
昼夜地走， 谁记得清楚走过了啥子村
庄、啥子山。 行军至夜晚，我只知道盯
住前面战友的背包，总希望吹休息号，
一听到休息号， 背包从身上梭的就掉
下，趴在背包上就开睡，10 分钟休息，
我会美美地睡上五六分钟。
悠悠往事拉开闸门历历在目，我
那些亲爱的战友们如今都是年华老去
了。 我衷心祝愿战友们晚年身体健康
生活幸福！

□海世
一个好友要过生日。 他提前几天就说
好了要请我们吃饭。我就买了支钢笔，附上
贺卡，用礼品盒装好，放在书桌上，等着到
时候送给他。
第二天回家的时候就觉得哪里不对
劲。桌上摆出的饭菜尤其丰盛，从不喝酒的
老爹还开了一瓶啤酒， 见我回来笑出了一
脸褶子。
机智如我，本能地选择了按兵不动，静
观其变。
开饭前一家三口坐齐， 我妈拿出一个
剃须刀， 结婚多年的女人居然还有些许害

羞：“我可没有你家姑娘那份闲心，还找个
盒子装起来，但我的肯定比她的值钱！ ”
我想到了我的那份礼物。
我张了张口， 看着我爸期待的眼神、
我妈温柔的笑脸，配合地笑起来，走回我
的房间， 拿出那个生日礼物：“生日快乐，
爸爸。 ”
以后我再也不会忘记这个日子。
那时候看着我爸一手摸着他中年发
福的肚皮，一手摆弄着那支钢笔，我十分
庆幸自己是那么地懒， 在那张贺卡上，只
写了
“生日快乐”四个字。

母亲做的棉鞋
□兰琦
渐近严冬， 阵阵寒意从脚底直往上
蹿。 我回家取出布鞋，穿在脚上，顿觉舒
适、温暖，往事涌上心头。
我年幼时还是经济落后、 物资匮乏
的年代。 人们的生计难以保障，着衣穿鞋
更不可能讲究。 母亲却能想方设法，把我
们装扮得漂漂亮亮。 她是我们这一带有
名的针线活能手。 那时我们常常穿着做
工细致的衣服和布鞋， 惹来不少孩子羡
慕的目光， 不管是年轻人办婚礼还是老
年人办寿酒， 大家都爱找母亲来帮助制
作衣服鞋子等。 所以一到天黑，母亲在忙
完家务后，就在油灯下做针线活。
七十年代末，我在县城中学读书，离
家有二十多里。 一天下午，天气骤寒，阴
沉的天空飘起大雪来，不一会儿，地上就
铺上了一层厚厚的雪。 晚上，我们这些衣
着单薄的农家孩子， 穿着解放鞋在走廊
上跳着、跑着，驱逐寒冷。 下半夜，我们寝
室里很多人被冻醒，咳嗽声此起彼伏。 我
感觉被子冰凉冰凉， 飕飕凉风直往被子
里钻。
第二天许多同学的家长纷纷赶到学
校，送来驱寒的衣物。 下了早自习，我还
未见我的父母，心中有一股失落与惆怅。
在同学们的欢呼雀跃声中， 我显得十分
落寞。
上课不久，老师叫我出教室，在走廊
上见到了我的父母。 他们头上、身上还有
零碎的雪花，脸上显露着焦急与愧疚，母
亲一边说话一边还咳嗽气喘。 从母亲一
脸的憔悴，我隐隐约约读出了一些什么。
后来从父亲的口中得知， 前几天母亲病
了，晚上咳个不停，一直头昏脑涨，在床
上躺了好几天，下不了床，耽搁了准备冬
衣冬鞋。 昨天下雪， 母亲硬撑着身子下
床，边咳边忙了整整一个晚上，赶着做完
了棉鞋，收拾好了衣被，一早便急急地和
父亲赶往学校。 本来父亲不要母亲来，但
还是没有阻止住执拗的母亲。 路上布满
了厚厚的积雪，父亲回家拿工具清扫，耽
搁了时间。
穿上新棉衣、新布棉鞋，阵阵暖意散
遍全身。 当父亲搀扶着母亲渐行渐远时，
我的眼泪禁不住簌簌而下。
后来我从师范学校毕业， 被分配到
离家较远的一所小学。

虽然那时已是八十年代中期，物资生活
不是很富裕， 但是我有一份不错的工资，生
计不成问题。
我和大多数年轻人一样，在衣着打扮上
喜欢追逐时尚。锃亮的皮鞋、雪白的球鞋，一
参加工作我就购置了， 母亲给我的布鞋，我
觉得老土，就放在衣箱里，很少去穿它。
记得刚刚工作的那学期， 入冬以后，寒
风呼啸。 学生们穿上臃肿的棉衣、裹上厚厚
的棉袜，脚上都是棉鞋，而我依然是西装革
履。 有一天放学，当我把学生送到学校门口
时，远远地看见一个熟悉的身影，定睛一看，
原来是母亲。
原来天气寒冷，母亲放心不下我 ，从家
里乘车来学校，中间转了车，下车后找人打
听，终于赶到学校。看母亲的神色，疲倦中透
露着欣喜，找到我好像卸下一副重担。
接过母亲的新布棉鞋，我告知母亲：我年
轻火气壮，不觉得冷，不要担心。我依然钟情
于我锃亮的皮鞋， 随手将棉鞋搁置在箱子
上。母亲多次要求我换上，我不愿，母亲只好
叹着气到厨房给我做饭。
后来几年，母亲总在秋天收了棉花后就
说要给我做棉鞋。 可我要么叫她不用做了，
说我还有；要么依然穿我挚爱的皮鞋，将母
亲做的棉鞋搁置一边或是转赠他人。母亲的
棉鞋带给我的温暖，我忘记得无影无踪。
后来母亲也就不再提做棉鞋的事儿了，
我隐隐约约感觉她有些失落。
一晃多年过去了， 不知从哪一个冬天
起， 我感觉锃亮的皮鞋不再舒适、 温暖，生
硬、僵冷之感越来越明显。每每一到严冬，冰
凉、刺骨的寒冷侵袭着我。外面卖的棉鞋，底
不是太薄就是太硬，鞋面也不舒服。 我忽然
想起了母亲做的棉鞋， 鞋底是那么厚实，鞋
面是那样绵软，穿上后是那样舒适合脚。 我
渴望起母亲的棉鞋来，发现只有它们可以温
暖我的双脚。
那年我无意透露的话语，母亲却牢牢记
在心里，她笑逐颜开，立刻重拾手艺，赶做了
两双棉鞋来满足我的心愿。 唉，儿子再不经
意的话，在母亲眼里是最重要的事情。
现在母亲已经年逾古稀， 步履不再矫
健，手脚不再灵敏，老眼也已经昏花，无法穿
针引线，再也不能做布鞋活儿了。 母亲以前
做的棉鞋，又被我每年拿出来晒晒又放了起
来。不过这回不是不愿穿，是因为舍不得穿。

最爱腊八蒜
□窗外风
腊八蒜的独特味道，没吃过的人
永远体会不到。
小时候我们家有很大的院子，院
子里种了各色的蔬菜，丝瓜、黄瓜、油
菜、萝卜、白菜，都是自己家院子里
产， 春天的时候地边都要种上向日
葵，屏障一样围在菜地周围。 每年的
十月份，向日葵硕大的花盘沉甸甸地
垂下来，金黄色的花瓣已经若有若无
的时候， 父母会平出一小块地来，雪
白的蒜瓣尖头向上，一瓣瓣地摁到松
软的地里，浇上水再盖上一层塑料薄
膜。 用不了三四天，绿色的小芽就会
顶着薄薄的薄膜，用手一扣，露出尖
尖的小嫩芽。
来年的初夏时节，收获的大蒜带
着叶子被编成辫子模样挂在屋檐下
的墙上，一根根颇为壮观。 那时年幼，
总要问，大蒜那么辣，为什么要种这
么多大蒜。 父母总是说，腌腊八蒜呀。
初夏的时候觉得腊八好遥远呀，
可是仿佛一眨眼，腊八就来到了。 腊
八那天除了熬腊八粥，另一项不可或
缺的事就是腌腊八蒜。 尘世里经历了
三季的蒜辫子从墙上摘下来，有了岁
月沧桑的味道，蒜更辣了。 我们几个
坐在小凳子上，给蒜剥皮，剥好的蒜
瓣白生生脆生生，挤挤挨挨地落在盆
里，很诱人。 可是却不能吃，吃了会辣
出泪来。
大的广口瓶被白白的蒜瓣挤得
满满当当，醋倒进来了，瓶口被封上
了，腊八蒜开启了它的腌制旅程。
等到蒜瓣变得绿莹莹，就可以打
开吃。 被醋浸泡过的腊八蒜，再也没
有了辛辣的味道，相反，有了一种独
特的香，用来炒菜，菜的味道升华了，
用来吃饺子， 腊八蒜和腌制过蒜的
醋，让饺子变得分外诱人。 这种蜕变，
是当初辛辣的蒜没想到的，也是腌制
腊八蒜的人期盼的。 也许生活里的每
一种变化，都要经过历练，如同醋历
练了蒜，才有了新的口味：腊八蒜。
腊八那天的蒜， 总要装好多瓶，
每瓶封好口以后，会被我们捧着送给
邻居，而邻居也会把他们家熬好的粥
端过来，虽然材质都差不多，味道却
各异。 因为火候、水分的多少不同，更
因为每家的粥都被女主人用了心，才
有了各家不同的味道。
腌制腊八蒜的习俗就这样延续
下来，即便是在自己小家，很少吃蒜，
即便是今年蒜贵得离谱，却依然要腌
制上一瓶，只为了重温那种小时候熟
悉的味道。
我一同事，每年都要腌制好多腊
八蒜，因为儿子喜欢吃。 即便是那男
孩子离家读书，然后又去远方成了一
名军人不能回家吃腊八蒜，她依然年
年腌，那蒜里是思念，是对远方孩子
的祝福。
腊八蒜的味道，家的味道。 远方
的游子无论走多远， 无论离开家多
久，想起它就会回忆起家的甘甜。

奇谋妙计
□ 木木
我妈为了阻止我早恋，不知动用
了何种手段，居然找来了对方爸爸的
照片，指着照片对我说：“你看，他以
后就长这样，你还要和他在一起吗？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