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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天的扉页

皖 民
家乡有一句妇孺皆知的歇后语：
“老鼠钻
进风箱里——两头受气。”
现如今的孩子们听
到这句话，肯定十有八九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因为他们从来就没有见到过风箱。
记得我第一次看见风箱，
是在一年冬天，
生
产队里请来打铁的鲍师傅，
给队里的各家各户
加工锄头之类的铁器，
为来年的春耕生产做准
备。鲍师傅是太湖人，
师徒一行三人就住在陈
老屋堂轩旁边的转英奶家，
至于打铁的摊子自
然就安排在下堂轩。我那时刚从学校放寒假回
来，
从来没见过打铁，
一有空就去大屋看热闹。
鲍师傅是“一把手”
，手中拿一把铁钳，
将
生铁放到炉子里的熊熊烈火中锻烧；大徒弟
生得蛮实，浑身是劲，抡起大铁锤不喘气；小
徒弟个头不高，看上去只有十五六岁的样
子。他负责拉风箱助燃，有时候也帮忙补锤。
风箱安置在炉灶的一侧，约有三尺来长，
两尺高，
一尺多宽，
像个扁扁的木头箱子。风箱
正前方，
伸出两根长长的木杆子，
木杆子连着一
个手柄。每天干活时，小师傅挺着胸，
抓着手
柄，
来回拉动木杆子，
木杆子从风箱里进去又回
来，
反反复复，
风便源源不断地吹到灶膛里，
使
煤火烧得更加旺盛。
真的神了，风箱里一定有什么“暗道机
关”
。我对风箱很好奇，总想探个究竟。趁师
傅们吃饭去了，就和几个要好的小伙伴偷偷
摸摸地去拉几下木杆子，也试着像小师傅那
样拉风箱，结果一下子被老队长发现了。他
担心弄坏了风箱，耽误了铁匠师傅打铁，便大
声警告：
“ 小 孩 子 别 哈 拉 爬（方 言 ，乱 动 之
意）！
”吓得我们做鸟兽状，跑得老远。
得来全不费工夫。有一年过春节走亲

马从春

戚，我惊喜地在远房的姑妈家看见了她家灶
台边有台风箱。这只风箱立置于灶台右侧的
平地，
用青砖垫着空开地面，
以防潮湿，
顶部还
压块薄石板，
既压住风箱，
又不使其湿水。出
风口对准灶台下的进风道。烧饭时，
姑妈蹲坐
着，一只手抓住推拉杆的把柄，
前后推拉动风
箱内的堵风板，
两个风舌的空气挤压成风，
经
风道吹入灶底，
灶内的火苗也越来越高。
好奇心驱使我缠着姑父给我讲讲这其中
的原理。姑父说，这是个极其简单而又聪明
的发明。它由一个木箱、一个推拉的木制把
手和活动木箱组成。用手拉开活动木箱，空
气通过进气口使风箱的皮囊内充满空气，而
且并不塌缩，再拉动其体，使里面的空气压
出，通过排气口排出去，产生风力。我听了，
还是云里雾里，
百思不得其解。
姑妈忙着烧饭，我跃跃欲试，帮忙拉风
箱。别说干这活，还真要出一把力。看见灶
膛里的火越烧越旺，感觉很过瘾。姑妈一个
劲地夸我聪明，
干活很卖力。一会儿，
手也有
些酸了，我连忙换一只手使劲拉。姑妈在灶
台上指导我，拉风箱要用巧劲，长拉短放，快
拉慢推，才能使火苗烧得均匀，又不浪费柴
火。在炒菜或煮饭时，拉风箱的速度也不一
样：炒菜需要急火，风箱就要拉得快一些；煮
饭时需要小火慢熬，拉风箱的速度就要先快
后慢。想不到，
这拉风箱还真有一番讲究呢！
再过些年，我去姑妈家拜年。她家早用
上了液化煤气灶烧饭，
禁不住问她，
那只老风
箱呢？她笑着说，
早就不知道丢到哪里去了，
现在还有谁家用哪玩意儿！我听了，有些怅
然，但也觉得是这么回事。

一场冷冷的白霜之后，秋天
的列车轰隆隆地驶过季节的最后
一个小站，挥着依依不舍的大手
与我们渐行渐远，时令开始进入
立冬。如果说冬天是一本厚厚的
大书，立冬便是它的扉页，随着
古老的农历轻轻翻开这一页，我
们走进诗意而美丽的冬天。
“秋风吹尽旧庭柯，黄叶丹
枫客里过。一点禅灯半轮月，今
宵寒较昨宵多。
”（明·王稚登 《立
冬》） 这个时候，不再是凉爽的
秋风怡人，凛冽的西北风劲吹，
枝头落叶 蝴蝶般飞舞，几乎一
夜之间，众多的树木便已经删繁
就简，只剩下光秃秃的枝干。风
是冷的，雨也是凉意十足。“细雨
生寒未有霜，庭前木叶半青黄。”
即便没有寒霜，但是那冷雨，就
已经是寒气逼人的了。闲坐窗
前，看初冬的细雨飘飘洒洒，从
天空悠悠而下，漫过山川树木，
漫过苍茫大地，带来阵阵寒意。
立冬时节，秋天的盛装即将
卸去，冬天的号角已经吹起。“落
水荷塘满眼枯，西风渐作北风
呼。
”当秋天的西风化作冬天的北
风，荷塘便失去了它亮丽的颜
色，几只枯荷跌落在水面上，歪
歪斜斜地低垂着脑袋，尽显苍凉
之气。广袤的原野中，地里的金
黄不见了，新翻的泥土之中，麦

子发出了嫩芽，油菜翠绿动人，
那一片片醉人的绿，让这个萧条
的季节有了些许生机。
初冬之时，寒冷的北国，性急
的雪花已经按捺不住心中的热情，
纷纷扬扬翩翩起舞。雪花是冬天
的信使，是这个季节最美的花朵，
它开在枝头，
开在草垛，
开在房屋，
开在苍苍茫茫的大地。
“ 冻笔新诗
懒写，
寒炉美酒时温。醉看墨花月
白，恍疑雪满前村。”
（唐·李白《冬
景》
）如此冷清的季节，
就连大诗人
李白都懒得动笔了，
一壶温热的美
酒，就着冷冷的月光和诗意的雪
花，
真是畅快之至。
寒来暑往，秋收冬藏，季节
的转换悄无声息，让人感慨无
限。走过春的明媚，尝过夏的灿
烂，告别秋的甜美，冬天的大门
徐徐打开，我们走进一个白色的
世界。冬天的冷峻发人深省，漫
长的寒冬看似冷酷无情，实则慈
爱无限。寒冬的洗礼，让我们更
加坚强。正是严寒的考验，才能
够让我们珍惜春天的温暖，每一
个严冬的深处，都孕育着一个崭
新亮丽的春天。
立冬是冬天的扉页，阅读冬
天，你不能错过这个迷人的时
节。心若在，梦就在，风霜雨雪
不足惧，换个心情，它们还是一
样的美丽动人而韵味悠长。

民间美食

腌白菜
兮 儿
又到了冬天，岳西人冬天最重要的
一出戏开始登场了，就是把大白菜从地
里收回来，经过若干道工序的精心制
作，成为当地独具特色的腌白菜。
大白菜没有别名，就叫大白菜，名
副其实，它颗大、秆长、叶子少，不似
上海青等菜叶多秆短，也只有这种白菜
才是腌菜的不二材料。先是洗，一棵棵
洗干净，挂在竹杆上把水分晾干后，再
太阳下晒一两天，脱掉一些水分。接着
是切，这个一般是亲戚邻居三五个女人
互相帮忙。有道是“三个女人一台
戏”，岳西女人嗓门一般挺大，相互围
坐在一个大“竹琷子”前，切白菜时格
外热闹，家长里短的，嘴上说着，手还
在麻利地切着菜。切好的白菜青绿青
绿，撒入粗盐粒，揉搓，不过力度要适
中，等颜色变得不那么青绿了，菜叶焉
了，这时你如果用手抓一把，轻轻一捏
能挤出水来，就算揉好了，加一些生
姜、辣椒碎末，拌匀那就更香了。
腌菜缸其实就是水缸，约摸一米
高，会腌菜的主妇们都知道腌菜有讲
究，水缸必须清洗干净，再用开水烫
洗，放入揉好的菜，用石头压实，封
缸，一周后开盖，这时菜叶变黄，可以
食用了。
外婆喜欢吃腌菜，也是腌大白菜的
好手，以前都是她自己腌制。记得每到
这个季节，我去外婆家吃饭时，她都会
在腌菜豆腐火锅里浇上一层红烧肉丁，
真是相得益彰，肉丁豆腐好吃，腌菜更
好吃，吃起来格外香。去年也是这个时
节，小姨接八十多岁的外婆去她家住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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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日，刚到的那天中午，小姨给外婆准
备了很多荤菜，但外婆却是对腌白菜情
有独钟，说光吃荤菜不开味，不下饭。
小姨特地为外婆准备了几天前新腌的白
菜，大火爆炒后，加了些辣椒粉，外婆
那餐饭吃了很多。午饭后，外婆休息时
说她头晕、胸闷，小姨一看，外婆嘴唇
乌紫，及时送医，方知是含有亚硝酸盐
腌菜惹的祸，原因是白菜腌制的时间太
短，一周内是腌菜中亚硝酸盐含量最高
的时期，再说，外婆这次是吃得太多
了，才导致中毒。好在治疗及时，外婆
有惊无险很快恢复。
岳西的冬天气温比较低，蔬菜少，
以前，除了腊货，那一缸腌菜有时就是
一户人家一冬的主打菜，将腌菜从缸中

捞出，沥干，锅里放油，菜入锅，炒几
下，出锅，最是下饭的佐菜。有点讲究
或不怕麻烦的人家，喜欢搭配其他材
料，腌菜煨豆腐就是一种搭配，把炉子
炭火烧旺，置上火锅，不一会儿，只见
热气腾腾，闻起来香喷喷，一家人围桌
而坐，很是热闹。
要说最让岳西在外乡的游子们念念
不忘的恐怕还有腌菜炒饭了，一般是隔
夜的饭最好，水分少，易松散，腌菜与
米饭均匀相拌，香味立时散发开来，当
然锅底那一层细细的锅巴最好也一起出
锅，从锅巴这一口开始，这时若有农家
红红的辣椒酱或者豆腐乳，那更是绝配
了。这样的腌菜炒饭炒起来方便，也最
管饱，是庄稼人出去劳作最好、最快捷

的饭菜。若说搭配面条的话，就叫腌菜
面了，刚出锅的海实一碗面条，浇上一
勺炒好的腌菜，淋点辣椒油，放点香
葱，这是另一种香味。
虽然很大众，谈不上值钱，但在上
个世纪的八九十年代，腌白菜在当时可
是相当珍贵的菜了。我那时读初中、高
中，离家较远，在学校住宿，每个周末
回家都会带上几瓷缸腌菜，腌菜叶、腌豆
角、腌白菜秆子等，算好量，能管上一个
星期也不坏。父母再给上两块钱，让我
上食堂每餐打些新鲜蔬菜，可我没有，一
直就着腌菜吃饭，把这些钱攒下来买书，
参加工作后有点闲钱了，不过还像那时
那样，看到书摊就挪不动腿。就这样吃
着腌菜，
读着书，
考上了大学。
估计那时很多岳西乡下的孩子也和
我一样，都是吃着腌菜一步步走上了高
等学府，走进工作岗位，并顺理成章地
成家立业。所以腌菜叶在我们这代人心
里是抹不去的记忆、忘不掉的味道。那
味道里有苦有涩，也有甜有乐，而最难
以忘怀的，是那些奋斗的、回不去的青
春岁月。
几十年过去了，现在的岳西也是日
新月异，现代化的、时尚的物品也在这
个小山城里随处可见，生活节奏的加
快，旅游业的发展，很多人却开始怀念
那时的味道，家乡菜逐渐成为一种时
髦，各种土菜馆比比皆是，外乡人和本
地人都开始喜欢上这口岳西菜。
地道的腌白菜连同其他的菜肴，逐
渐成为岳西的一块招牌，伴随着岳西的
山水，迎来送往五湖四海的客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