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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婺源有一个景区——篁岭，如今已名满

天下。其中的“晒秋”闻名遐迩，吸引来中外大批

摄影家为之“咔嚓”。“晒秋”，是在一幢楼的大窗

上并排伸出几竿木棍或竹杆，竹团笆里摊着红的

辣椒干；白的萝卜丝，黄的南瓜片，还有白菊花，

黄豆籽。苞芦黄，嫩柿红，配以一层层递阶而上

的徽派老屋，颜色凝聚了人间最美，赏心而悦

目。按季节而言，“晒秋”应该是秋天里的事，如

今却是篁岭一年四季常有的景色，是旅游所需，

应当如此。

在家乡，竹团笆是承载秋色的底盘，更是一个

农家生活里的航船。

在家乡每家每户，没有哪一家缺了竹团笆

的。辣椒刀可以没有，大木桶可以没有，药汤瓶可

以没有，杆秤可以没有，甚至铡刀也可以没有，但

竹团笆是万万不可缺的。起码，一户农家一只竹

团笆是要有的，经济条件过得去的农家，有三只四

只，有的还有五只。

竹团笆空闲的时候不多，收获季节里它要扬

尘去杂。比如说，油菜籽老了，要用竹团笆空出菜

籽；麦子脱粒后，要放竹团笆里扬尘除杂；苞芦老

了，苞芦籽要到竹团笆里掰。在这些个季节里，总

能看到村里的妇女，双手捧了个竹团笆，靠着肚底

一上一下地在那“拜”（扬）谷子麦子，苞芦籽油

菜籽。

再比如，收获季节一过，竹团笆又开始晒起

蔬菜、粮食来：萝卜片、长豆节、扁节；苞芦粒、六

月豆、番薯粉、番薯块、番薯片，还有那么多种的

家菜、野菜，凡是要干燥贮藏的，都要竹团笆晒

出来。

还有，一到过年过节，竹团笆就大有用武之

处：蒸包子，浮（油炸）油馃，做豆腐，包清明馃等

等，都要放置在竹团笆里晾凉，散热。

竹团笆还是好床铺。夏天往地上一摊，小孩

坐在里边，睡在里边，玩耍在里边，既凉快又卫生。

竹团笆也有闲着的时候，闲着的时候就往屏

门上一挂或让它在墙角靠着，如是它就默默地积

蓄着经验，倾听着主人们的笑和哭，闹与静，承受

着白天的暄腾和黑夜的寂寞。

竹团笆基本上是圆形的，也有椭圆形的。

椭圆形竹团笆是用来养蚕的，这类竹团笆七

十年代才出现，七十年代生产队开始种桑养蚕增

加经济收入，每个生产队都办起了养蚕场。

竹团笆用的篾来自山上的毛竹，竹师傅是各

种竹类用具的制造人。竹师傅每打一件竹器都要

经过破竹、分片、削篾、拉丝、编织、锁边等工序。

破竹，把整根毛竹按器物需求截段、劈开。

分片，先用竹刀在竹子上劈个口子，然后双手

一扯拉，如此再劈再拉，最后劈成需要的用材——

篾片。篾片削成薄如纸的，是用来打竹席的；篾片

削成细如发的，是用来打筛子的。分片的功夫是

竹师傅硬活。

削篾，用竹刀削去竹片上的竹肉，留下贴近竹

皮的那一薄层。

拉丝，竹师傅在一条板凳头上敲进呈“八”字

形的两块小铁刀，两撇刀口锋利无比，把篾片嵌入

“八”字口，左手压，右手拖，“刷”一声，篾片宽窄如

意，可以用来打用具了。

编织，篾片及其它配件全部准备就绪，竹师傅

用手指编织起各种竹器来：粗编细编、疏编密编、

正编斜编、顺编交叉编、文字编图案编，十八般武

艺全使出来。

锁边，用细小、柔如发丝的竹丝、藤条、骆驼皮

（家乡一种植物的皮），穿插、捆扎、拉扯、勒紧、打

结，把竹器的边沿固定好，这是收尾了。一件青光

可鉴的竹器打好可用，竹师傅那一双手早已伤痕

累累，无一处完肤了。

家乡妇女一代又一代“亲吻”着竹团笆，一头

青丝让竹团笆一天一天慢慢染上白霜，直到老去。

竹团笆

莫小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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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不是偶尔路过，在林间采撷

蘑菇和野花的少女。

她不是在暑热的夏季躲开城

市，隐居林间小屋，觅求清凉诗意的

少女。

她出生在林子，一辈子在林子，

林子就是她的世界。而且，那是与

世隔绝的西伯利亚针叶林。

少女与她的父母兄姐在此静静

生活了40年，才被几名地质勘探员

发现。直升机因找不准降落地，在

空中盘旋，才发现了他们的秘密

花园。

少女的父亲，当年受宗教迫害，

于1936年携妻子儿女，带着财产和

种子，躲避进针叶林深处，隐居在这

与世隔绝之地。

在森林里又生下两个孩子，她

就是最小的女孩。她和同样出生在

森林的小哥哥，对外部世界的认知，

全部来自父母的讲述。

他们的物质生活类似原始人，

居住的小屋由针叶林的树皮、木条

和木板堆叠而成，地上铺满土豆皮

和松子壳。家的边上是一条清澈寒

冷的河流。成片的落叶松、云杉、松

树和桦树生产的一切都可以任意取

用，野桑果和山莓触手可得，蘑菇长

在屋顶上。但当短暂的夏季结束

后，无边的冰封让他们处于饥荒

边缘。

有一年6月下了雪，严重的霜

冻杀死了他们园子里种的所有东

西。来年春天一家人只能吃鞋子和

树皮。母亲饿死后，他们奇迹般地

被拯救：一粒黑麦种子在他们的豌

豆地里发芽了！一家人轮流日夜守

护，驱赶老鼠和松鼠。收获季节，这

棵独苗结了18个谷粒，他们才重新

种上了黑麦庄稼。

阅读材料唯有《圣经》。母亲在

世时，用削尖的桦树枝蘸忍冬植物

汁，教子女读写。

一家人最大的乐趣，就是在漫

长的寒冬里，每个人讲述自己的梦。

少女非常聪明，负责在无边的

岁月中记录时间，他们没有日历。

让少女和家人遭遇灭顶之灾

的，竟是外人的到来。虽然他们得

到了一些衣物和工具，但在三年里，

少女的姐姐和两个哥哥相继离世，

小哥哥患肺炎濒危时，地质学家们

提议叫直升机将他送医，被哥哥拒

绝，他不愿抛弃奉行一生的信仰：

“我们不允许那样，人都因上帝的恩

赐而活。”他在死前说。

又过了些年，与她相依为命的

父亲也离她而去。

之后的许多年，她依然选择独

自留在山林，那里有她的亲人，有她

全部的爱与生活。按年龄她可以做

奶奶了吧，可她依然是一个纯而又

纯的林间少女。

许国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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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晨，点开“相亲相爱一家人”

微信群，就见大哥在群里吆喝：寒风

乍起立冬时，水磨团子温馨家。今

年立冬，继续相约乡下老家，现场水

磨米粉，做团子啦！

在我们乡下老家，自古就有立

冬合家吃团子的传统。大哥远在山

东创业办厂，我和弟弟居住在不同

的社区，平时聚少离多。相约立冬，

我们大家庭的男女老小，回到乡下

老家，欢聚在一起。全家出员，一齐

上阵，剁菜的剁菜，磨粉的磨粉，拌

馅的拌馅，忙得不亦乐乎，其乐融

融，其情浓浓。

隔夜，老爸已将新脱粒的秋粮，

按二份粳米、八份糯米的比例和匀，

淘米洗净后，在清水中浸泡了一夜，

这样次日我们大伙回乡下就可以磨

米粉了。

父亲年事已高，过去由他主磨

米粉的活儿，现在则由大哥和弟弟

接替。我这个戴眼镜的知识分子，

则在水磨旁打打下手。江南家庭的

水磨都是人工摇的，是一种考验体

力与技巧的活。水磨的上爿装有木

把摇手，下爿配有石槽和磨嘴。大

哥手握摇手有节奏地摇动上爿，我

在一旁，用勺子舀带水的糯米放入

磨眼，磨碎的米粉水白花花地流进

石槽，顺着磨嘴又流入套在水磨上

的纱布袋里，沥干后的糯米粉就磨

好了，用这种纯自然水磨粉做的团

子特别细腻糯软。

磨爿摇动磨粉时发出的嘎嘎

声，米粉落入纱布袋的涓涓声，是农

家小院动听的交响乐。磨完米粉，

再磨豆沙，长时间单调的摇磨，大哥

的手臂累得发酸，在休歇的空暇，他

会呼来晚辈，学着他的样子摇磨，从

小体验劳动的艰辛。

团子的馅料，是家中自留地上

种的萝卜、白菜。“立冬的萝卜赛人

参”“小雪的白菜胜灵芝”，入冬后的

萝卜白菜，口感好，营养价值高，自

然成了立冬做团子馅料的上佳选

择。剁白菜，刨萝卜丝，碎细肉，妯

娌三人开始搅拌团子馅了。此时，

她们在馅中加入少量秋天新摘晒干

的桂花、桔子皮和猪油渣，那口感就

与众不同了，有一种独特的馨香在

其中。

做团子是家中女性大显身手的

时候。只见妯娌三人左手抓起一小

团米粉，两手挤压拎捏，一张锅型的

团子坯子便形成了，右手用筷子挟

起馅料放入团子坯子中间，两手捏

成球状，一个团子便大功告成了。

团子馅有咸有甜的，做好的圆团子

是咸馅，长团子是甜馅。不多时，一

排排团子排列在垫有纱布的竹筛

上，错落有致，整装待发。

妯娌三人在忙碌做团子的时

候，我们兄弟三人陪着老爸开始喝

酒聊天，咪口老酒等候团子上席。

年轻的小辈平时各忙各的，乘机聚

在一起，交流感兴趣的话题。

随着土灶木柴燃烧的噼啪声，

大铁锅里的水沸腾了，白雾蒙蒙氤

氲了整个厨房。一个个团子，小心

翼翼下锅了。不多时，水又沸腾了，

揭开锅盖，一股糯香入鼻，令人馋涎

欲滴。

一个个爽滑圆润、白玉般光亮

的团子，终于上席了。白白圆圆的

团子，身姿婀娜，整齐地排列在盘

中，煞是好看，让人口舌生津，顿生

大快朵颐之感。

团子有很多种吃法，最常见的

是水煮、生煎。水煮的团子，糯性

足，一口咬下去啧啧生香，糯软可

口，这是老人稚童的最爱。生煎的

团子，韧性十足，有嚼头，吃下去满

嘴流油，口感爽滑，让人回味无穷，

还是一道极好的下酒菜。

岁月在水磨摇动中流逝，如今

时代进步社会发展，自动机磨早已

取代了人工水磨，市场上既有机磨

米粉出售，也有成品团子出售。然

而，在我乡下老家依然保留着水磨，

一个大家庭的儿女子孙会在立冬日

回家，用人工水磨这种古老传统的

方式，一起磨粉做顿团子，感受家的

温馨、团圆的味道和浓浓的乡俗

文化。

名家有约

林间少女

家的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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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腌小菜的手艺是一绝。上

中学的时候，我在学校住宿，母亲总

会装上满满一罐小咸菜，让我带到学

校。当时我们还不能每顿饭都吃上

炒菜，一般早晚都吃自家腌制的一些

小菜。

吃饭的时候，我的小咸菜被同学

们一抢而光。很多年以后，同学聚

会，大家还对我的小咸菜念念不忘。

现在，生活好了，一年四季都可

以吃到新鲜蔬菜。但是，到了冬天，

母亲还是要腌些小菜。冬天太漫长，

朔风呼啸的日子里，小火上慢慢熬一

锅粥，熬得糯糯的、稠稠的、香香的，

就着小咸菜吃，觉得日子像粥一样暖

了。有些时候，餐桌上真需要舍弃油

腻，选择朴素的食物，这样就觉得日

子也摒弃了浮华，有一种返璞归真的

滋味。小咸菜，几乎被我吃出了岁月

悠长的味道，难舍难弃。

冬天一到，母亲会选一个晴好的

天气，在小院里忙起来。对家人来

说，母亲腌小菜似乎成了一种仪式，

意味着冬天开始了，要为冬天好好储

备，所有的事，都应该有一个长远打

算。

白萝卜是不久前从自家地里拔

来的。母亲选几只大个的，洗净，擦

成细丝，用盐杀杀里面的水分，再把

水分挤出去。然后，母亲开始准备各

种调料。盐、酱油、白糖、白酒、素油、

尖椒、蒜、姜，一样都不能少。母亲

说，每一种调料都不可缺少，缺了一

种，就腌不出那种味道。母亲一定要

把小菜腌制好，她过日子，也讲究滋

味，一定要把平淡的日子过得花开一

样精细。

还有就是调料的搭配，放多少合

适，全凭一种感觉。同样的调料，每

个人腌出的味道都不一样，就像我们

写出来的文字，其味道只属于自己，

模仿不得。

母亲把白萝卜丝放进大搪瓷罐

里，再把调料一样一样放好，拌匀。

这时候，她拿几根萝卜丝放进嘴巴

里，尝尝滋味，满意地笑笑。然后，把

搪瓷罐密封得严严实实。

一周以后，小咸菜就可以吃了。

打开罐子，一股咸香扑鼻而来。盛出

一点，放在白瓷盘里，像素淡的画，让

人清心。等粥熬好了，一边一口一口

喝着，一边一点一点就着小咸菜吃，

爽口极了。粥，是大米粥或者小米

粥，味道平和，而小咸菜咸香，能够让

味蕾享受到平淡之后的新鲜之感，两

者实在是最佳搭配。就着小咸菜，喝

上一两碗粥，顿觉周身温暖。再冷的

冬天，心里也是暖暖的。

冬来腌菜有真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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