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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 灶 坑 里 添 把

柴，隔着灶门能

听见灶肚里火焰

声，呼呼作响，像劲风掠过山林

时，唱起的欢快山歌。火焰透过

灶门孔，明灭的光影里，可以感知

它们的欢快。

外婆笑了，要来客了，要来客

了。外婆嘀咕着，生怕我没听

到。这灶坑，今个儿叫得这么欢，

肯定有客要来。

真有客人来就好了。桌上会

多几个菜，说不定会有肉，还说不

定，外婆给客人下鸡子茶时，我还

可以喝点蛋糖水。

十几岁的记忆永远那样鲜

活，尽管时间过去快四十年，这一

幕时常在记忆里浮现。这样类似

占卜的“预言”，在那时的农村司

空见惯。灶坑呼呼作响的火焰，

不小心多拿了一双筷子、多拿一

只碗，都可能成为有客来的预言，

甚至连打个喷嚏也是有意味的。

没有电话没有手机的年代，

这样的“占卜”是生活的一部分，

似乎不可缺少，带给人们一些别

样的乐趣抑或是希冀。尽管外婆

的“预言”往往以失败告终，但从

来没有人追究它灵不灵验，就像

地里庄稼，并不是所有的勤劳，都

肯定有好收成。老天经常会给平

淡枯燥的生活带来些许不确定的

色彩，那样才具备了人生的意义。

而作为“占卜者”来说，也不

会因为多次的失灵，而放弃这祖

传的预言方式。就像一场淋坏了

心情的雨，也总能找到一些让自

己心宽的理由。外婆就总把失灵

归咎于自己，而把快乐留给他人。

但那天下午，外婆预言有客

来的那个下午，真有客来了。

我跟小伙伴正在村口玩耍。

一个老婆婆带着个小女孩进了

村。那女孩跟我差不多年纪，扎

两根辫子，辫子系着彩绫，特别漂

亮。当时我在想，如果那彩绫是

妹妹的就好了，妹妹爱漂亮，但没

有系头发的绫子。

那个老婆婆问我，法林家怎

么走。我摇摇头。那时，我不知

道法林就是外公的名字。

刚路过的一位大人，你个傻

子，还不去告诉你外婆，来客人

了，法林不就是你外公吗？

我看着老婆婆，从她眼神里

看到了与外婆一样的慈祥。我转

身就疯狂地往前跑，边跑边喊，外

婆，你说中了，真有客人来了，真

有客人来。

我兴奋，一路疯跑回去，满脑

子闪过的不是鸡子茶，而是那呼呼

而叫的灶孔火焰，那真的“灵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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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的脚步越来越密了，突突突

突，农历年马上要来到身边。

“旧历的年底毕竟最像年底，村

镇上不必说，就在天空中也显出将

到新年的气象来。灰白色的沉重的

晚云中间时时发出闪光，接着一声

钝响，是送灶的爆竹；近处燃放的可

就更强烈了，震耳的大音还没有息，

空气里已经散满了幽微的火药香。”

这是鲁迅短篇小说《祝福》的开头，

文学巨匠把他故乡鲁镇农历年的情

景写活了。是的，在我的家乡，也只

有到农历年底才最像年底，大家都

忙起来，而且忙得心花绽放。

过年要有年货，往年的年货大

都是自家动手准备的，熬番薯糖，做

冻米，炸油豆腐，蒸包子，杀年猪

……过了冬至，家乡人就开始忙年

货了。

熬番薯糖

小雪大雪又一年，寒风凛冽的

岁末，家乡每家每户拿一些蕃薯熬

糖，熬成的糖盛在瓮罐里，待年关再

用来做冻米糖。

熬蕃薯糖，有好几道工序。把

蕃薯洗净，锉切成一片片的，放到烧

开的铁锅里煮，掌控火候，适时放入

催好的麦芽做糖引子。等到蕃薯片

煮熟，捞起盛到布袋里，搁在榨圈上

压，将蕃薯里的糖水压到装着的木

桶里。挤压好糖水，再倒入铁锅中

接着熬。

小孩负责烧火，也乐意担当这

种劳动。到后半夜，蕃薯糖熬到出

现“小筛眼”“大筛眼”的时候，大人

用铁铲朝锅底下用力一铲，铲头沾

上一摞硬硬的饴糖，这饴糖是蕃薯

糖的精华，叫“糖头”。“糖头”大都赏

给灶堂前烧火的孩子。成语“含饴

弄孙”中的“饴”，是不是蕃薯糖的

“糖头”呢？有点像。

等蕃薯糖熬成琥珀色，起锅，舀

到瓮罐里，留待做冻米糖时再取。

“冻”冻米糖

做冻米糖，老家人不叫“做”而

称“冻”，倒是挺形象的动词，于是

“家里有没有冻冻米糖？”成了年底

彼此的一种寒喧。

冻米糖自然要用“冻米”，做冻

米先要把糯米蒸熟，蒸糯米要用饭

甑。往年，在老家平常日子里是少

有见到用饭甑的，遇见饭甑频繁出

现在灶窝头上的日子，那一定是夏

天新稻谷收获的季节，再不就是临

近农历年底了。

每年年底，母亲都会从饭甑里

蒸出很软很黏的糯米饭。看到母亲

在揭开饭甑盖时脸上堆起那粲然的

笑容，我立马举起手里老早端着的

那只白饭碗，母亲便伸手去饭甑里

捏起一个糯米饭团子，丢到碗里：

“到堂前去吃吧，不要在站在这里碍

事。”母亲还有好多个工序要做，起

锅后把糯米饭摊晾，洗饭甑、洗食

锅，再蒸一饭甑糯米饭……

糯米饭还只是“冻米”的半成

品。冻米为何要在临近年底蒸？是

因了气温之故。冬至后，气温低，蒸

熟的糯米饭不会变质。母亲将饭甑

里蒸熟的糯米饭倒到团笆里，用筷

子一点点拨开，摊成薄薄一层，端到

阴凉又通风的房间里晾着。四五天

后，糯米饭风干得差不多了，用双手

将糯米饭揉搓开，那糯米饭就如水

晶般晶莹剔透。

母亲把晾干成晶莹剔透的糯米

饭用团笆盛了，摆放到晒坦里让太

阳晒，晒透。直到米饭的水分被阳

光吸干了，恢复到糯米原先的坚硬，

甚至比原更坚硬，再把坚硬的“冻

米”入瓮。等到年底，从瓮里取出冻

米用旺火炒，一炒，冻米膨胀起来，

体积增到两粒或三粒糯米大。再取

来番薯糖熬化，拌进炒过的冻米，压

实，一刀刀冻米糖切起来，香喷喷地

就要过年了。

杀年猪

快要过年啦，村里每一天都有

几家在杀年猪的。

鸡叫第二遍，天还是麻麻亮，就

有猪的嚎叫声从不同方向传来，并

传向旷野。

灶房大铁锅烧着水，水“咕嘟咕

嘟”在锅里滚着，烟囱里升腾着一股

股白烟，风一吹就摇摆起来，像窈窕

女子在跳舞。烟里有股松香味，是

徽墨研磨出来的那种味道。

长木桶摆起来，杀猪师傅坐

在木桶边的一条长凳上，一杆旱

烟筒捏在手里，装一筒烟丝，点燃

后“咝啊咝”猛吸几口，烟从鼻头

孔里飘出来，也从嘴里飘出来，远

远看着，人像一只灰灶，总在冒

烟。师傅的头发油黑发亮如搽了

凡士林，衣和裳也是油油的，泛着

暗光。一双高统雨靴上面，点点

暗红的血迹若隐若现。这段日

子，杀猪师傅吃香，东家请西家邀

的，还是忙不过来。

师傅旁边围着两三个男人，粗

粗壮壮的，他们凑着头嘀咕一阵。

师傅灭了旱烟筒，抓起耳朵钩朝猪

栏走去，两三个男人紧跟着进了猪

栏。忽然，猪栏里的猪大声叫起来，

一人抓了猪耳朵往前拉，还有一人

双手拽了猪尾巴往前推，猪一直“咦

咦咦咦”嚎叫着，四脚用力键入地

面，死活不肯向前，它似乎意识到这

一去就是赴了“刑场”……

男主人从灶房里拎来两三水桶

滚水，倒入长木桶里，再拎一水桶冷

水交到师傅手上。师傅用冷水冲进

热水，一只手伸进木桶试一下，再冲

点冷水，又试一下，再冲点冷水，蜻

蜓点水一样。水温试好，三四个人

再把已宰杀的猪抬入桶里，水一下

涨起来，刚好盖了猪的身体。

还有来看杀猪的村里人，有大

人，有小孩。大人边看边叽里咕噜

议论，还有人在吃着苞芦粿，掰一块

抹点腐乳，有滋有味嚼着。他们估

算着这只猪有多少肉，有多少板油，

有多少花油。孩子们是赶热闹的，

杀猪是村里的一出大戏，可以看，可

以笑，可以闹，可以叫。

师傅给猪开了膛，主人背进家

摆到八仙桌上，拿来杆秤一称，嘿，

有八十多斤肉呀。师傅翻肠剖胃，

开了猪的胃，胃里还留着米糠、苞芦

粉和番薯，热气腾腾的。师傅埋怨

这家主妇，都要杀它了，不给它猪食

吃都不要紧了，还吃这么好。

一年啦，它吃的都是草，有时候

连糠也是撒点给它，最后一天，总要

给它吃点点苞芦粉，它这世比人

苦。主妇背转身，撩起围裙揉起眼

睛来……

如今生活富裕了，年货啥没

有？不用自己动手，扫个支付宝，一

溜烟提货回家，要啥有啥。忙年货，

只在记忆里了。

忙年货

有客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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搬进了新房，一百

多平米，上下两

层。平时就一家

三口，显得有点空荡、冷静。父母

偶尔也进城来看看，但当天就回。

正月里，走亲戚完全成了过

场，拎点礼品，放下就走。客人是

什么？曾经做客的感觉，在现代

人心中已经荡然无存。

要增加点人气，朋友这么对

我说。什么是人气？不就是多几

个人来吗？刚参加工作那会儿，

十几位同学挤在只有二十几平米

的单身宿舍里，汗味酒气烟味掺

杂在一起，那真叫人气。

时间向前，手机有了，千里之

外瞬间就能通话。汽车进入家

庭，几百公里不再是距离。有客

要来，已经不再需要用“占卜”来

预测，也不用书信通知，用几天时

间做好心理和接待准备，但仍可

能会落空。

现在，一个电话通知，几分钟

客人就站在了门口。客人与主人

的身份，已经湮没在了信息交换

之间。

防盗窗、防盗门、摄像头，人

世间似乎被一张网给网住了。人

与人的关系，固定成了网上的结

点，位置固定，关系固定。像防盗

窗，永久地定格，冰冷的寒光时刻

提醒，那是一道不可逾越、不可触

碰的网，屋里屋外的人被有形的

网和无形的网同时隔开。

正月假期接近尾声，想给屋

子增添一点人气，给几个同学打

电话，邀他们来家坐坐，叙叙旧，

顺便在家吃个饭，显摆一下放下

多年的厨艺。纯粹的坐坐，没有

邀他们来做客的意思。被喜宴、

乔迁、寿宴困惑着的人们，对邀客

总有些心理上的抵触，却又拉不

下面子。虽然喜宴的请柬早就被

人称为“红色炸弹”，但这“轰炸”

面却越来越广。

多麻烦呀，出来吧，我们去那

个新开的酒店，那里的菜品不错，

再邀几位同学一起聚聚，算是过

完年了。果然，同学的回答是这

么干脆。

“有客来”，这成为现代人的

奢望且愈行愈远的心理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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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年中秋前一

个月，我到了宁

波，在江东区曙

光路80号。

中秋前一天，收到另一座城

市同学的来信。简短的问候外，

说要在国庆期间来我所在的城市

看我，却没说具体哪天。本来计

划好的出行，只得无奈放弃。因

为回信已来不及了，从这座城市

到那座城市，一封信起码要四

天。没有微信，没有QQ，也没有

手机。唯一的办法是“等”。

每天躺在寝室里，看着天花

板。 思绪便如水，渗进那些纹路

里，在迂回曲折的纹路里来回游

走。同学到哪里了？会不会已经抵

达了这座城市，正穿行在纵横交错

的街道上，或许跟我的思绪一样迷

失在这座城市如同森林般的建筑群

之中。渴望着下一秒的敲门声，能

够将自己从纹路的丛林里解救。

“咚咚咚”，敲门声一起，我便

从床上跃起，来不及穿鞋，就冲向

门口。古人倒屣相迎，我却赤脚

开门。古人倒屣，足见以诚待人，

我赤脚开门，却一副狼狈相。开

门的瞬间，看到门口站立的人时，

一股凉意从脚板一直往上窜，那

是来自水泥地面的嘲笑。来的并

不是我要等的人，而是来串门的

其他寝室的同学。

“你怎么没出去？”每次开门，

都有人这么问我。而我的回答也

只有一个标准答案：“有客要来！”

国庆三天，转眼就过了。要等的

人，终究还是没来。

节后第三天收到那同学的来

信：实在抱歉，中秋晚上喝多了，

把来看你这事给耽搁了。

余飞鹏 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