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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蔚蓝的海边，有一座礼堂，这座礼

堂多少年来无人问津，已经失去了它原本

的作用。它有着洁白的外墙，宽阔的台

阶，还有大理石砌成的扶手和气派的罗马

柱。听说很多年前，在这座礼堂里举行过

一场又一场的婚礼，但是随着岁月的流

逝，人们已经忘记了它的辉煌，只把它像

文物一样的保护起来，挂上“禁止入内”的

牌子，内部渐渐破败凋零，只有那白墙还

在大海的映衬下熠熠生辉。

渐渐的，海边的人们都不再以捕鱼为

生，陆续向内陆的大城市迁移。而这座礼

堂也变成游客们所喜爱的地方。我第一

次见到这座礼堂，也是许多年以前的事情

了。记得那时年纪尚小，因为看到了大海

的照片，便向父亲嚷嚷着想要去看大海，

而当我第一次在海边见到它时，它还有整

洁的外表，远处的大海也远比现在澄净，

父亲和我站在海边，对着大海呼喊，仿佛

可以将声音传播到天涯的另一端。

后来，我也很少来到这里了，再次来

时，已是十多年之后了，那时有很多人将

心愿卡贴在礼堂的墙上，甚至有的人对着

礼堂祈祷，而我也开始学他们，对着礼堂

诉说着工作、生活上遇到的酸甜苦辣、喜

怒哀乐。那时的礼堂对我来说，已不再是

小时候那般的新奇，而是把它变成了自己

的一种心灵寄托，我可以坐在台阶上，望

着大海，看着海浪一层层朝着岸边拍打过

来，看着远处海岸线上方的云卷云舒，倾

听着远处往来船只的呜呜鸣笛，感觉所有

烦恼都在顷刻间烟消云散了。那时我经

常来到这里，相识一位消瘦的中年男人，

他已经与病魔顽强斗争了很多年。他说，

在他坚持不住的时候，是礼堂给了他希

望，是广阔的大海给了他勇气，让他梦想

着有朝一日能带着儿子来到这里，后来，

他却再也没有出现过。

许多年过去了，那座海边的礼堂就一

直矗立在那里，静静地望着大海，它的内

心也随着大海平静而平静，随着大海翻滚

而翻滚，无数的人们匆匆来临，在合影留

念之后又匆匆离去，有的人首次来时是一

人，再次而来便是一家，而有的人来了一

次，对着大海尽情呼喊到泪流满面，往后

余生便都再也没有来过。也许在这座洁

白礼堂看来，他们每个人都像极了海面浪

花中的某一滴水，他们在同一个时空里行

走在一起，便惊起了不大不小的波浪，而

他们每一个人的离去，对大海来说也只是

少了一颗水珠，拼尽全力也抵挡不住身后

那一层更高大、汹涌的波涛。

而此时，在时隔多年之后，我又一次

站在了这里。我仿佛总能听到远处在传

来一阵阵忽明忽暗的声音，那声音像是从

天空降落，又像是从海底冒出，更像从无

比遥远的对岸缓缓飘来，但蔚蓝色的海面

上除了片片礁石和朵朵浪花，便再也看不

到任何过往的痕迹，只能隐隐约约听到好

像有人在呼喊，又好像有人在祷告。那声

音中藏着时代的变迁和无数人的喜怒哀

乐，藏着过往，同时也藏着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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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小的时候，总是喜欢和父

亲玩闹撒娇。印象中父亲不善言

辞，不管小小的我怎么揪他头发，

咬他手臂，他都是一副笑嘻嘻的模

样，任由我胡闹。

上小学时每次坐在父亲的摩

托车后座，是我最快乐的时候，伸

出双手搂住父亲的腰时，感受着随

风翻飞的衣角，听着耳边呼呼的风

声，躲在他宽厚温暖的背后，一路

无惧风雨和寒冷。

可是，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

开始，我和父亲之间的交流却渐

渐减少了。也许是我上初中那

段时间，是父亲工作很忙的一段

时间。渐渐长大的我对父亲的

那种莫名的崇拜感也悄悄褪去，

有时觉得他很笨拙，连使用智能

手机都困难。甚至偶尔我还会

因为青春期的叛逆顶撞父亲，加

上学习任务繁重，一天下来和父

亲没有说几句话，父亲也变得沉

默寡言。我一度觉得我们之间

的关系就像萦绕在山顶的云雾，

虽然存在却十分淡薄。

某次考试的前一天晚上，我

失眠了。那时窗外正在下雨，我

睁着眼睛在床上翻来覆去，也还

是毫无睡意。在哗哗雨声中我隐

约听到了脚步声，轻轻的、缓慢

的。我猜测是常起夜的母亲怕我

晚上踢被子，起来看我了。怕她

担心，于是只好闭起眼装睡。有

人仔细地替我压好被角，又把我

被子外的手轻轻放回被子里。听

到脚步声渐远，我睁开了眼睛，看

到的却是父亲的背影，我愣住了。

当这些小学作文里一次又一

次出现过的温馨画面发生在我身

上时，我才真正能体会到那些小

作者们复杂的感情，原来父爱真

的不是凭空想象的虚构！父亲刻

意放轻了的脚步声，在雨声中还

是显得那么突出。他是那么的笨

拙，不知道我在黑夜中凝望，更不

知道那夜他朦胧的背影和轻微的

脚步声刻在了我的心上。

仔细想起来，我的很多事情，

都与父亲有关，只是平时我并不

注意到。下大雨被困在学校，是

父亲带着雨伞冒雨前来接我回

家。某一天在饭桌上提了一句番

茄炒蛋很好吃，周末父亲休息时便

亲自炒了这道菜。为了和我联系，

他学会了使用智能手机，现在微信

上他还会给我转发一些关于女孩

子在外要注意安全、少喝奶茶多喝

水等的文章……

原来是这样，父亲一直都默

默地付出，悄悄地关心着我这个

女儿，却从来不用语言表达出

来。原来是这样，我们之间的感

情并不会因为语言交流少而变

淡。其实我才是最笨拙的那一

个，直到现在才明白：云雾淡薄却

不消散，父爱如山却是无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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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进入伏天的时候，母亲

便开始动手做黄豆酱了。

母亲先挑选好适量的、个头

大的黄豆，淘洗干净，然后放在地

锅里煮。煮的时候，火候很有讲

究，火不能太旺，火太旺，容易煮

烂，要慢火煮，得保证黄豆的完整

无损。每次黄豆刚出锅，香气四

溢，我都会忍不住偷偷地捏几颗，

丢到嘴里。母亲笑着指着我的鼻

子说:“真是个小馋猫。”母亲说着

话，已拿碗过来，盛半碗黄豆，放

点细盐，再浇点香油，递给馋得直

流口水的我。我接过碗，用勺子

舀着，仔细品尝着。

过了大约两个小时后，黄豆完

全冷却，我看到母亲撒了一些面粉

在上面，并将黄豆和面粉搅拌均

匀。等每颗黄豆上都粘上了厚厚的

一层面时，母亲把它们倒在里屋那

条早已铺好的尼龙袋子上摊开，上

面再覆盖一层尼龙袋子，最后在上

面又放上蒿草。我猜想，蒿草应该

是为了驱除蚊虫鼠蚁吧。

几天后，等黄豆上长了一层

绿毛，就算捂好了。母亲把黄豆

上的绿毛揉掉，将黄豆倒在小陶

缸里，撒上盐巴，放上好吃的菿

菿，再放上花椒叶以及姜片等，就

准备下酱了。

三伏天的太阳火辣辣，装满

黄豆酱的小陶缸被架到围墙上，

让黄豆酱充分接受阳光的普照，

酱的颜色也是一天一个样，慢慢

地香气就笼罩在小缸的周围了。

这一缸黄豆酱，是我们全家

一冬天的就馍菜呢。毕竟那年月

的冬天物资缺乏，不像现在，有大

棚，有反季节蔬菜。那时候冬天

除了白菜萝卜，便再难看到其他

蔬菜了。

母亲晒的黄豆酱在村里是最

有名、味道最好的。每次其他小伙

伴看到我们家的黄豆酱，都会羡慕

地直咽口水。有一年，我家的一缸

快晒好的黄豆酱居然被偷了。沟

西的歪嘴叔说，他看到是一个过路

的骑摩托车的人偷去的。

母亲不信，生气地说:“咱这

村里连自行车都没几辆，你说那

能买得起摩托车的人，还不得天

天吃萝卜烧肉，他还会吃黄豆

酱？”不过气归气，母亲为了一家

人冬天的就馍菜，不得不重新做

了一缸黄豆酱。然而伏天已过，

捂不好豆子，也晒不好酱，做出来

的酱，闻着是臭臭的。

总算挨过那年冬天。第二年

晒酱的时候，母亲索性把新买的

小缸搬到了瓜棚边上。母亲说:

“这下不用担心黄豆酱会被过路

的骑摩托车的人偷走了。”母亲这

话是直接说给歪嘴叔听的。因为

我告诉过母亲:“我去找歪嘴叔的

儿子狗蛋玩的时候，闻到了那熟

悉的气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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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母亲是一个地道的农家

妇女，在她的食谱里有一道重要

的主食——手擀面。小时候，家

里穷，生活清苦，手擀面却是一种

陪伴我长大的美食，虽然它很常

见，可在我的心里，母亲做的手擀

面，才是最好吃的。

“软饺子硬面”，母亲说，手擀

面关键是在和面上，面要和得硬

一点，嚼起来才有劲道。记得上

小学时，一放学我便迅速跑回家，

吃一大碗母亲擀的面条是最大的

满足。每次放学回家，见到母亲

也刚从地里回来。她麻利地洗洗

手，系上围裙。左手舀水，右手在

面盆中来回快速地拔拉着，一盆干

面粉很快就与温水和成了软硬适

中的面团了。和好之后，母亲还在

案板上用力地来回揉。我好奇地

问:“干嘛要揉来揉去？直接擀不

就得了吗？”母亲抬起头说:“傻孩

子，面团不揉匀就擀不好，即使硬

擀出来，吃起来口感也很差。”

揉好的面团放到宽大的案板

上，母亲用擀面杖反复碾压，慢慢

变成一张大大的、圆圆的面皮，然

后把面皮对折，再层层叠加起

来。接下来，就是切面条，只听得

“笃笃笃”“笃笃笃”，菜刀与案板

的接触，发出连续而有节奏的声

音，均匀整齐的面条就切好了。

然后，母亲从中间抄起面条，在空

中用力一抖，随着干面粉落下来，

一根根粗细均等的面条，听话地

排列在案板上。

在我很小的时候，还处于大

集体时代，凭工分在生产队分得

的小麦少得可怜，磨成面粉并不

能敞开了吃。每次做手擀面，母

亲总是掺进去一些芝麻叶或者青

菜，每次都是母亲碗里面条最少

或没有，只有菜、汤以及泡进去的

剩饭。

每次做手擀面时，母亲都会

叫我去掰一把蒜瓣，扯几根香葱，

掐一些香菜，切碎加油盐酱醋辣

椒拌匀，腌制一会儿，当作吃面条

时的下饭汤汁。母亲擀的面条入

锅一煮，捞起来一碗，面嫩丝滑，

泛着柔光，再把下饭汤汁浇进碗

里，霎时香味四溢，随着热气弥

漫在空气中，深深地吸一口，还

没吃手擀面，五脏六腑仿佛已经

满足了。

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家里

条件逐渐好转，日子比以前宽裕

了许多，白面也能天天吃了，母

亲擀起面条来也格外带劲。尤

其是一家人围坐在炉火前，每人

端上一碗手擀面，“吸溜吸溜”吃

面时那温馨的画面，总是让人心

里暖暖的。

母亲的手擀面，一直陪伴我

长大。后来，我吃过挂面、拉面、

刀削面、饸烙面，但都不及母亲

做的手擀面。如今母亲已不在

了，可母亲做的手擀面，却永远

定格在我的脑海里，回味悠长，

永志难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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