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禹州市多岗地，那里出产的红
薯又面又甜，提炼出的红薯淀粉很
适合制作粉条。

制作粉条的过程俗称“下粉
条”。

秋末时节，下了霜，收红薯。收
完红薯，地里的农活也就干完了，人
们开始着手下粉条。下粉条不是一
两个人能完成的，没成立生产队之
前，几家合伙；生产队之后，下粉条
也有了组织性。

欲下粉条，先制粉子。粉子即
红薯淀粉，俗称粉芡、芡粉或芡。将
清洗干净的红薯剁成块，用石磨磨
成糊，称粉糊。将其过滤、沉淀，几
次后，就能得到比较纯的淀粉。

在一块正方形细布的四角系上
绳子，提起绳子，下面呈兜状，得名

“布兜”，这些布兜是专门用来装淀
粉用的，所以称这些布兜为“粉兜”
或“芡兜”。将淀粉重新装进芡兜，
淋上少许水，悬挂起来，用小木板拍
打芡兜，一则使淀粉结块，二则让其
成形，形成圆圆的“芡蛋儿”。一个
芡蛋儿30斤到50斤不等，一排排地
挂起来，又圆、又白、又鼓。胖人穿
瘦裤子，双臀高高凸起，人们就会
说，这人的屁股兜得跟芡蛋儿似的。

芡蛋儿半干后，除去芡兜，把芡
蛋儿放在草圈上晒，旧时，在农村经
常见到墙头上摆放着一排排雪白的
芡蛋儿，风景很独特。芡蛋儿晒干
后，存放起来，单等冬天上大冻后下

粉条。
数九寒天，下粉条的时机来了。
找一片空地，垒一大锅台，铁锅

口径3尺有余，锅台旁边放一个小
水缸和一大水盆。加煤烧水，等待
旁边的人“和糊”。

和糊是把碾成碎末的淀粉像和
面那样和成要求的糊状，和糊可不
是随便一和就成，得有一个懂技术
的师傅统一指挥，这个师傅俗称“老
师”。老师把少量淀粉放进小盆内，
加温水搅拌成稀乳状，称“芡糊”，然
后把小盆放在盛有开水的大盆里预
热，预热到什么程度，全凭老师的经
验。

老师的指头就是温度计，他不
停地用手指测试芡糊的温度。

老师说，中了！
把适量的白矾放入一个大盆

中，加入一桶开水搅拌，白矾溶解
后，把小盆里的芡糊倒进去，用木棍
按顺时针或逆时针快速搅拌，中间
不能停歇，搅拌方向不许改变，直至
搅拌成透亮的稀糊。这个过程叫

“打糊子”，糊子打不好，下糊的程序
就进行不下去。

老师又说，中了！
把糊子倒入“糊盆”内，四名壮

汉围住糊盆，奋力和糊。他们连抓
带揉，把淀粉和成团后，四人一起发
力，抓起几十斤重的淀粉团，“嘿哟”
一声，把淀粉团翻个个儿，接着再
揉、再抓。若体力不强，臂力、腕力

不大，便干不了这活儿。
把和好的糊装进漏瓢里，漏瓢

是特制工具，用柳木或桐木挖制成
瓢状，后留木柄，瓢底钻孔，淀粉糊
儿可从小孔漏出。如制圆粉条，孔
就钻成圆的；如制扁粉条，空就钻成
扁的。漏条粗细均匀、下条流畅且
无断条时，糊即为和好。

大铁锅里的水沸腾着，掌瓢者
立于锅前，用毛巾把瓢柄缠在手腕
上，一手托瓢，一手握拳在瓢边上轻
轻捶击，粉糊便从木瓢里漏入锅
中。瓢底离水面近，漏出的粉条粗，
离水面远，漏出的粉条细，掌瓢者根
据所需粉条的粗细，调整木瓢的高
度。锅里的水始终沸腾着，粉条往
锅中落下时，不能总是落在一个部
位，掌瓢的就要慢慢地前后左右移
动漏瓢，像打太极拳一般。

粉条下锅后，很快从沸水中浮
出，这时，又有专人拿着特制的长筷
子把粉条从锅中捞进盛在放着冷水
的大盆里，冷却后，把粉条搭在一根
短木棍上。粉条上竿后，要在寒冷
的夜间挂到外面自然冷冻，第二天
解冻时，用木板拍打，除去冰碴后，
用手把粉条散开晾晒。这一冻一
解，便去掉了粉条的黏性。

一锅粉条下完，收尾时，漏瓢里
就会剩余一些粉糊，掌瓢者把这些
粉糊丢到锅里，捞出后就是几大块

“余头”。余头又筋又香，惹得孩子
们一番哄抢。

新年初雪之后的第三天，我回
卢氏老家看望大姐。大姐家住在一
道很深的山沟里，没膝的积雪覆盖
了整个山路，由于行走艰难，到大姐
家时已是过午时分。大姐正坐在檐
下的烘干炉前烧火炕香菇，一层层
香菇摞在竹制的烘干炉上，经火一
炕，便释放出浓浓的香味，弥漫得满
院菇香。

看见我进院，大姐喜出望外，忙
去屋后的香菇大棚里喊姐夫招待
我。

我挡住了大姐，把东西往她手
里一塞，径直到大棚里找姐夫。洁
白的塑料大棚里，支着一排排香菇
架子，粗粗壮壮的香菇袋子排得满
当当的，每个袋子上都长着胖乎乎
的香菇。姐夫站在架格前，两只手
不识闲儿地忙活着，一朵朵小伞被
一双粗糙的大手小心摘下，放进身
边的竹筐里。见我进来，他赶紧放
下手中的活，要带我回屋，我摆了摆
手，同他一起采起了香菇。

我问姐夫：“现在有多少袋香
菇？”姐夫说：“去年春上这一茬，加
工了8000多袋，加上前年的罢茬，
大棚里共有两万袋左右。”

哟，可不少哇！姐夫是种香菇
高手，他从装袋、蒸锯末灭菌到接
种，每一道工序都做得极其细致。
所以，他的香菇收成总比别人高，沟
里许多人都来跟他学经验。

说话时，沟里的军子和建春过
来了，他们听说我回来了，就丢下手
中的活儿过来跟我说话。军子是我
的本家兄弟，小时候我在大姐家玩，
就跟他们一起上山采药、打野杏，这
二三十年因为工作忙很少回家，也
不常与他们见面。

大姐往火盆里倒了一些火炭，

屋里顿时暖融融的，我们的话也稠
了起来。大家说着说着，又说到了
香菇上。原来，他们都种有香菇，而
且一家都在七八千袋。我说，现在
是不是家家户户都种香菇？军子
说：“那还用说吗，到处都是塑料大
棚，这些年山里人哪家不种香菇！”

“现在搞林业保护，不能伐树
了，这原料从哪来？”我有点疑惑。

建春说：“锯末都是从外地买回
来的，山西、陕西那边的人，把剪下
来的果树枝粉碎加工后，卖过来
的。”

“购买锯末，成本高了，利润肯
定少了吧？”

“那当然了。不过以前香菇干
的湿的都摘下就卖掉了，价格低。
现在香菇收回来后，搞了深加工，自
己切片炕干再卖，等于把买锯末的
成本又收了回来。”

正说着，军子的手机响了。他
媳妇说香菇炕好了，让他回去帮忙
装袋，我正好也想去参观参观，就和
大家一起出了门。军子媳妇把烘干
的香菇片倒腾在席子上，热腾腾地
冒着香味儿。大家一起上阵，将有
龟纹的花菇挑出来，然后再把厚菇、
次菇分拣开来，装在不同的袋子里，
然后封上口。这当儿，姐夫告诉我，
军子两口子每年都要种一万五六千
袋香菇，收成十万元，前年在县城买
了一套130多平方米的大房子。

军子憨笑起来，说：“别光说我，
建春虽然没进城买房子，可买了小
轿车了。”

姐夫说：“咱们这沟里只要是种
香菇的，光景过得都不赖，至少把原
来的砖瓦房换成了两层小楼。”

听着姐夫的话，我想起了一件
往事：那是1983年冬天，我听村里

人说有一种叫香菇的东西可以从青
冈木头上长出来，吃起来比肉还香，
就在自家的责任山上伐了十来棵弯
疙瘩树，锯成段子叠摞在那儿等它
出菇。谁知道，放了两三年直到木
头全部腐烂也没见一个香菇长出
来。查了资料才知道它还需要接菌
种，便直呼自己傻瓜。第二年，有人
培植成了香菇菌，慢慢地种香菇便
扩展开来，如今成了豫西山区的一
个重要产业。

香菇分拣完了，军子把它分别
装进三个大塑料袋里，等着明天送
到庙台镇上去卖。他们说，庙台镇
是西北地区最大的香菇集散地，福
建、浙江、江苏的菇商都驻扎在那
儿，把收购的香菇拉走后，用集装箱
出口到东南亚。

晚饭大姐做的是火锅，她切了
些羊肉，把我们刚采的鲜香菇用开
水泡了五六斤，弄了些萝卜片、白
菜、香菜，配了火锅料汤放在电磁炉
上煮起来。第一次在后山沟里吃自
己家人种的香菇和蔬菜，别有一番
风味。

第二天返城的时候，我留意了
一下山沟的农户，果然看到这里家
家户户都有香菇大棚，冬日的阳光
下，农家小院里晾晒着一席席香
菇。庙台小镇上，人们排着长长的
队伍，将加工好的香菇用三轮车或
摩托车往收购商那儿送。

望着这支香菇队伍，我仿佛闻
到了大姐家满院的菇香味儿，看到
了乡亲们辛勤生产出来的庄稼——
香菇，正乘着汽车、火车、轮船漂洋
过海，运到世界各地。它们换回的
是，一张张幸福的笑脸以及一家家
富足的小康生活。

土灶里柴火熊熊，老树疙瘩燃得劈啪
作响，一个煮熟的腊猪头从大铁锅里捞起
来，热气腾腾中，醉人的肉香顿时弥漫了整
个屋子。

猪头被我爷爷郑重地放进了钵里，一
眼望去，腊猪头的两只耳朵软软地耷拉着，
双眼紧闭。一头年猪，它被农人辛苦地养
育，而今成为最美味的食物。只见我爷爷
把盛着猪头的钵子端到院坝，一膝跪下，面
朝北，连磕三头，嘴唇翕动，念念有词。爷
爷嘴里喃喃的，无非是求菩萨保佑全家在
来年平平安安，大地风调雨顺。

这是四十多年前的某个大年夜，我那
长相威严的爷爷，成为年三十晚上绝对的
一家之主。大年夜里，一家人围坐在包浆
浸透的老木桌上，开始享用一年之中最为
丰盛的晚餐。说是丰盛，其实也就是猪头
肉炒豆腐，用地里刚拔起的还带着霜的青
菜萝卜做了简单菜肴。不过那地里嫩生生
的青菜，一直是草木灰作肥料长成的。豆
腐也完全是纯手工制作，一口咬下去，似有
大豆的清香从田野飘来。年夜饭过后，一
家人围拢在火炉边，火光中的脸色泛出平
时没有的油腻之光，絮絮叨叨的，也就是过
去一年收成，来年打算，或是春节里要走访
的亲戚人家，盘算着送东家一锅豆腐、西家
一包红糖之类的礼物。

那些年，乡村大年夜的食物已成为打
开岁月之门的一把老钥匙。当年那看着粗
糙的食物大多带着高热量，在经历了时光
的打磨后，成为我心底蔓延开来的故乡，一
抹床前的明月光。

去年过年我回老家，陪同一个从北方
大城回来过年的发小转悠着到了松林包，
漫山遍野松涛如潮，层层树皮似坚硬铠甲，
这些林立在故土山冈上的树，如古代士兵
一样守护着我们的老家。大年夜，吃了乡
人们做的腊猪头肉炒豆腐、土豆炖腊肉、清
蒸肉圆子、油炸汤圆粑……直吃得胃里热
乎乎的，让发小感觉到了一种出走归来后
的久别重逢，但他心中也有雾一样升起的
惆怅，在老家顽强耸立的老屋子里，再也看
不见母亲在柴火灶前的忙碌，听不见父亲
用斧头劈柴时的咳嗽声了。我答应了发小
一个特别的请求，陪他去他父母坟前坐一
坐。大年夜里，夜雾湿润了山上草木，我们
沉默地坐在土坟前，夜里山梁上有风呼呼
吹着，发小后来告诉我，他幻觉中有老母亲
在风中一声声唤他回家的声音。

我母亲十八年前来到城里，在城里过
了第一个大年夜。母亲从乡下带来的泡菜
坛子里抓起姜蒜辣椒，做了乡下的家常鱼，
把腊猪尾匀称地切成小段，洗了山蘑菇炒
肉，用水调和了小麦面，在铁锅里摊成薄饼
……哧哧哧的油烟升腾中，我闻到了乡下
的年夜饭味道。寻寻觅觅，是这些熟悉的
家常食物，牵引着我在心里认领一个家。

这些年来，在城里一年又一年的大年
夜，母亲站在阳台翘首盼望儿女早早归来
的身影，与她当年除夕那天站在山垭口，在
炊烟缭绕中的痴痴等待何其相似。母亲的
等待，亲人的相守，让我在城里的熙熙人流
中，在满城灯火摇曳的海洋里，在大年夜里
感受着一种宁静而温暖归来的祥和喜悦。

大年夜是一个停靠后又准备再度启程
的驿站，它让鸟的翅膀扑向巢窠，游子的脚
步迈向心灵家园，万水千山，汇聚成一餐一
饭，闪烁成一窗一灯。

禹州粉条

大年夜
为你归来
□李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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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季花 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