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年6月10日 星期四
责编 梁艳珊 美编 邓渊博
美编助理 霍笑芬

C08 副刊

纺线，很多人是从老电影里

看到的。而在幼年时，我们家就

有一架纺车，天天可以看到母亲

纺线。

在我看来，纺车不过是一个

中轴带动着十几块细长的木条

转动而已，加上一个摇把，简单

得出乎人的想象。虽说简单，但

承担的责任却是实实在在的，一

点也不含糊。一家人床上铺的

盖的，身上脚上穿的，都是通过

母亲的手，用纺车把棉花纺成线

来完成的。

自己家种植的棉花，在秋天

采摘，晾晒，加工后，做成一根根

猫尾巴似的毛绒软绵的棉花捻

子，再纺成线。

就像进行重大活动举行仪

式一样。选择一个大好的天气，

在母亲的“授意”下，父亲从屋梁

顶棚上取下纺车，扫去浮尘，把

轴呀，把手什么的擦得干干净

净，郑重地把片片扇叶一样的木

条打开安装好，放于既有亮光又

靠墙的位置。

接下来就看母亲的了。纺

线需要技巧，母亲最是轻车熟

路。听母亲说，因外祖父年纪

轻 轻 就 死 于 战 乱 ，她 跟 着 外

婆，带着妹妹，十岁出头就学会

了纺线。

在无数个寒冷的夜晚，在烛

光一样的煤油灯下，母亲转动着

纺车，看起来是那样地娴静。仿

佛她纺的不是线，而是一个个绵

长的故事，是对生活的无限希

望，又或是在与纺车诉说着自己

的种种心事。

有时一觉醒来，母亲仍坐在

那里纺。第二天早上，线筐里便

安安静静地卧着一窝“大白兔”，

够织好几尺布的。纺好的线，

再盘成一圈又一圈，直到够织

一匹布时，送去外婆家。外婆

有织布机，可以帮我们把布织

好。织好的布叫老粗布，非常暖

和。

伴着纺车，我一天天地长

大。而烛光里的母亲，却在岁月

中由青丝变成白发。时代在进

步中吞噬了纺车，母亲不再纺

线。可在我的心里，烛光里的母

亲以及那架纺车，早已映刻在我

的心里。正如那首《烛光里的妈

妈》里所唱的：妈妈我想对您说，

话到嘴边又咽下。妈妈我想对

您笑，眼里却是点点泪花……

岁月割舍不了那份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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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上学那会，我去姥姥家

特别勤。姥姥家在邻村，隔着一

道沟，有时放学我就径直去姥姥

家，母亲煮好了红薯苞谷糁，左

等右等不见我的影子，就跑梅梅

家问，在班里我跟梅梅坐同桌，

梅梅说一放学我就撒丫子朝东

跑了。

母亲一想我肯定又去姥姥

家里了，那时我最馋姥姥家的饸

饹面，每次我的小身影一出现在

村口，姥姥就从村口的大槐树下

笑吟吟地站起来，把手里的麻绳

一圈一圈缠在千层底上，一堆婆

姨七嘴八舌地逗我：“峰子，你又

来混吃混喝了！”

“才不是呢，我是想我姥姥

了”我的脸不好意思地红了。

“这娃会说话”，姥姥家西

院的黑蛋婆咧着没牙的嘴笑了，

“你是想你姥姥的饸络面了吧！”

每次我一来，姥姥就张罗

着开始压饸络。饸络床子是姥

爷在世时，砍伐了后院的两棵榆

树，找木匠打制的，体积大占地

方，而且沉重，平时就放在阁楼

上。一回到屋里，姥姥就喊着舅

舅上阁楼，把饸络床子掮下来，

冲洗干净。这边姥姥洗了手，混

合了荞面和麦面开始和面揉

面。面揉得有了劲道，表面光

滑，就放在盆里醒面。

舅舅抱回了柴，吧嗒吧嗒

拉着风箱煮开水。此时院子

里有了嘈杂声，一会就有几个

身影鱼贯而入，每次压饸络，

村子里就有人来凑热闹，姥姥

也不生气，乐呵呵地招呼来人

洗净手准备上手帮忙。水滚

沸了，就抬着饸络床子架到锅

上面，一个婆姨去拉风箱，把

舅舅换出来骑坐在饸络床子的

后座上，随后抬起长木柄，姥姥

迅速把一块面团塞进底座中间

的空洞里，木柄中间的木杵子要

对准空洞，两个婆姨狠劲往下压

着木柄，我也挂在木柄上“荡秋

千”，随着吱吱嘎嘎的响动，饸络

床子底部的铁篦子源源不断地

吐出一根根长丝，姥姥拿着长筷

子站在锅旁，不断在锅里搅动，

木杵子到了底，姥姥就拿着筷子

贴着铁篦子一扫，一窝丝状的饸

络面尽数落在沸水里。

水花翻滚着，丝丝舒展的

饸络面溢散出阵阵清香。正煮

着，母亲手里端着一碗面粉进了

门，后面的姐姐手里还抱着一块

豆腐，姥姥嗔责母亲：“你是准备

把家搬回娘家来！”

母亲讪笑着不说话，把面

倒入面瓮里，就接过姥姥手里的

筷子，点过两次冷水后，就可以

拿着笊篱捞出饸络面了。姥姥

准备好的臊子里又加进去了刚

拿来的豆腐，筷子挑着长长的饸

络面，塞进嘴里，一种久违的食

物香味和姥姥卤制的臊子的酸

爽味在齿舌间萦绕，让人食欲大

开，每次我都要吃好几碗。很多

年后，偶尔想起姥姥的饸络面，

还是会久久回味。

那次回家后，母亲很严厉

的跟我谈了话，母亲说姥爷去世

后，给姥爷看病的钱都是借的，

平时姥姥和舅舅就吃黑豆粉和

榆树皮晒干后擀的面条，说着说

着母亲竟抽泣起来。过后一次，

我和姐姐趁着饭点给姥姥送腿

疼的药，姥姥正在吃饭，忙收拾

了要给我和姐姐压饸络面，看着

姥姥碗里糨糊状的黑豆杂面，我

抱着姥姥大哭起来。

舅舅后来招工去了煤矿上

班，光景就慢慢好了起来。每

次去姥姥家，姥姥就变着花样

给我们做饸络面，记得姥姥做

过红薯饸烙，高粱面活络、麦

面饸络、做的最多的是荞面饸

络，臊子里面也有了肉块，每

次去姥姥家，都要吃到肚子圆滚

滚才回家。

1997年秋天，我们从四面

八方相聚在大渡口。初到江

南，一切都是那么陌生，38名同

学开启了新的生活。我们青春

的微笑里带着腼腆，都说语言

是开心的钥匙，年轻的伙伴面

带微笑和真诚，伸出你的手，伸

出我的手，慢慢地，我们变成了

朋友，宽敞的教室也有了笑声。

那些青春的回忆仿佛藏在

一扇门后，每人手里都有一把

钥匙。我们打开那扇心门，看

到的还是一排排整齐的课桌，

一双双熟悉的眼睛，依然带着

微笑。青春的脚步匆匆，我们

来不及说说心里话，在依依不

舍中告别。那时候我们没有电

话，联络感情只能靠书信表

达。只是为了生活，我们年轻

的脚步再次起航，在一个个陌

生的城市张开翅膀，夜以继日

地飞翔，树叶黄了又青，青了又

黄。夜深人静的时候，对着天

空仰望，那满天繁星照亮着心

房，灿烂的微笑在空中招手，一

个个前来问候，在漫漫长夜心

守旧。

岁月无情人有情。没想到

15年后，一个老同学提议建个

群，一个连着一个，居然在短短

几天就找到20多个失散的兄弟

姐妹。大家欣喜若狂，那种感

觉太棒了。15年，同学们有太

多的话要说，QQ不停地亮着，

每天早晨打开手机都有几百条

未读信息，大家恨不得一口气

把15年的话说完，把15年的空

白补上。同学们乘胜追击，想

把 38 个同学全部找到，再聚

首。大家众志成城，志在必行，

各自行动起来。有一个叫路的

同学更是放下手里的工作，凭

着通讯录上的地址，开车去几

百里路外去寻找。

最后通过当地派出所，计

生办，38个同学全找到了。大

家每天守着群说不完话，经过

协商，同学们决定在 2015 年 8

月1日聚会，地点选在相对中间

的安徽芜湖。炎炎烈日阻挡不

了热情似火的脚步，同学们大

都在安徽，浙江，江苏，就像18

年前第一次相聚一样，心情激

动，久违了，老同学，咦，那个胖

子是谁？哈哈哈，岁月不光是

杀猪刀，还是猪饲料啊，男生大

都比以前胖了一圈。女神还是

女神，那么苗条，岁月还是在脸

上留下故事，藏在额头和眼角，

那么细腻。同学们交头接耳，

频频举杯，在觥筹交错中诉说着

过往，欣喜若狂。说不完的话，

快乐总是那么短暂，离别的钟声

敲响，心变得惆怅。只是不像

15 年前那样，心态变了，经历多

了。手机存下了你的信息，天涯

海角都能找到，可以随意地聊，

春节期间都忙着发红包，抢红

包，开心的时光乐陶陶。

在心底，有一片空地，藏着

一个群，那就是我们的班集

体。牵念那一张张不再年轻的

笑脸，我们携手相伴，一起向

前。走过小河看流水，走过沧

海看桑田，一起分享快乐，让笑

声永远相伴。

祖父的故事
◎闵卓

大姐发来一条视频，视频

里三岁的外甥乖巧地坐在小凳

子上，听着故事机里发出的声

音，也不知是听到了些什么，连

平时最喜欢吃的饺子都搁到一

边，只是安静地听着，不时咯咯

笑几声，应和他欣喜的父母。

能够认真地听故事，我总

觉得是一种享受，因为随着年龄

增长，我们将会渐渐从听故事的

人变成一个又一个故事中的人，

好似明白一切，却又全然不觉。

我对于故事的概念来自于

我的祖父。

小时候，我最喜欢做的事

的莫过于晌午吃过饭，约上三

五个小伙伴玩一会儿捉迷藏，

而后搬着小板凳，听祖父讲故

事。那时候，院子里种着一棵

柿子树，枝叶繁茂，祖父站在树

下，清清嗓子，便开始讲故事，

故事讲到高潮，祖父又常会故

意似地停下来，喝几口茶水，见

我们开始催促了，就拿出一把

糖果，得意地递给我们，于是，

在我的印象里，儿时听到的故

事总是甜甜的，暖暖的。

等上了初中，在学校寄宿，

每隔半个月回到家中，我和祖

父之间的相处模式开始变成他

笑眯眯地找上我，想讲故事给

我听，而我则多是找各种理由

逃开，然后躲到房间里，关上房

门，隔开祖父失落的背影。

直到我上了大学，逐渐从

听故事的人变成了写故事的

人。我忽然间又很想念祖父讲

的那些故事，但是祖父却再不

肯讲了，他曾局促对我说：“你

都是大学生了，比我学问高，我

那些乡土故事，听了也没多大

益处……”

祖父不愿讲，我也不好意

思再要求些什么。于是，当祖

父缓缓带上房门的那一刻，我

又再次，也是最后一次见着他

落寞的背影。

世上有万千的人，总会有

人结束自己的故事，也总会有

人开启新的故事。现在，我还

是时常会用手机听故事，但是

同样的故事，我却怎么也找不

回当初的感觉。于是，我渐渐

地明白，听故事最享受的不是

故事本身，而是陪伴着我们，共

享故事的人。

我慢慢地，慢慢地意识到

每个人的一生也跟故事一般，

有始必然有终，而祖父的碑上

不仅写着他一生的故事，还记

下了许多正在发生的故事，那

无言的石碑像极了站在树下的

祖父，用三两行字告诉我：我的

故事讲完了，下一个故事……

姥姥的饸络面
◎魏青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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