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猪肉切丁比绞出的肉

馅口感要好。

2.盐、白酒和糖是必须

放的，其余的调味料可以根

据自己的喜好选择和添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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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知道猪吃啥？我能肯定你想不到。

前一段去豫西走亲戚，亲戚家所在的村庄

应该算是养猪专业村了，几乎家家户户都养猪；

规模大的就在地里盖个猪圈，规模小的就在自己

宅院里养。

对于这些养猪专业户来说，猪是很金贵的。

举个例子，这个村子里的猪圈里，夏天都是

装有冷风机的，大扇子一开，猪圈里的温度就降

下来了；冬天里，猪圈里都生了火，有点东北家庭

冬天烧炕的意思，猪很享福。

亲戚家住在村头，一整间临路的房子里，垛

满了一袋一袋的苹果。这些苹果都是用塑料袋

装好的，码起来以后，上面还盖了一层篷布，说是

为了防冻。

门前有一块小黑板，上面写着：苹果每袋30

斤，21元。

这些苹果不怎么好，我觉得在村子里不应

该会有人买，就问亲戚。

亲戚说：这苹果就不是人吃的，卖得挺快。

这苹果不是人吃的？亲戚看我一脸疑惑，

就说：“村里人买这苹果都是喂猪的。”

我当然想知道为啥。

亲戚给我说，现在养猪很不容易的，价格忽

高忽低，谁也拿捏不准，运气好了能挣钱，运气不

好了，养猪反而赔钱；像最近毛猪七块六一斤，行

情就算可以了。

养殖户也不是天天都用苹果喂猪的，主要

是出栏的当天才喂。一般买猪的人都是提前电

话联系养猪户，等他们来了以后，养猪的都把猪

喂饱了，这样斤秤就会多些，能多卖钱。

这猪要是吃饱了，再喂食它也是没有兴趣

的，为了让猪多吃一点，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

就给猪喂上苹果了。

猪也不是傻子，本来已经吃饱了，看到苹果

来了，还是能再多吃一点的，这和人在饭店里吃

完正餐再上盘水果的道理差不多吧。

把猪和人比，有点可笑，不过好像也对。

算算经济账，让即将出栏的猪吃点苹果还

是合算的，假如吃三斤苹果加一斤秤，就等于投

入2.1元而获得7.5元。

有点小聪明，也有点奸。

还有没想到的，猪还吃胡萝卜。

亲戚说，他家猪场附近今年种了8亩胡萝

卜，问我要不要，要了去给我挖点。

我问他，今年的萝卜白菜都是很贵的，既然

有这么多胡萝卜，为啥不挖出来去市里卖？

亲戚说，不值得。现在用工的价钱很高，一

个壮劳力，每天不给人家200块钱根本雇不来

的，即便是一个干活不咋样的家庭妇女，一天也

要五六十块钱；挖出来还要运走，柴油也贵；运到

市场上，胡萝卜也就八毛钱一斤；自己去卖，搭上

一天工夫，又少挣二百块钱。就这样算来算去，

胡萝卜还不如干脆喂猪呢!

既然要把胡萝卜喂猪，也就没那么讲究了，

随便挖一些出来，连缨子往猪圈里一扔就不用管

了，每天挖上一些，也不用花钱雇人。

忽然我想起郑州牧专一教授说给我的话，

他说，养殖过程中，用什么样的饲料多，所养殖的

东西的肉中就富含饲料中的营养元素，譬如高钙

鸡蛋、富硒鸡蛋等。

亲戚家的猪既然吃了这么多的胡萝卜，肉

中一定有很多的胡萝卜素，这种猪是否应该叫胡

萝卜猪？

关键是，这种胡萝卜猪肉能在市场上卖个

好价钱吗？

纸条
昨晚睡觉前和老婆吵了一架,不想和她说

话,于是递给她一张纸条,上面写着:“明天早上

6点半叫我起床!”早上醒来惊慌发现已经7点半

了,老婆也去上班了。突然发现床头上留着一

张纸条,上面写着:“喂!6点半了,赶快起床!”

刚好填满
父亲每天晚饭后坐在沙发上看报纸，四岁

的小玲很迷惑地问：“爸爸，好奇怪，为什么每天

发生的新闻都刚好填满一张报纸呢？”

星星消失了
朋友：“你女朋友的缺点多不多？”我：“像星

星一样多。”朋友：“那优点呢？”我：“像太阳一样

少。”朋友：“那为什么会选她呢？”我：“因为太阳

一出来，星星就消失了啊！”

在城里住久了，总想回林州老

家住住，那温暖的乡情像一根长长

的棉线，在心头萦绕。几次收拾行

李，走到了门外又折了回来。老家

宅院已经没有人了。——再过十几

天，我妈就一周年了。

这一年里，总感觉我妈还活着。

我手机里还存着她住院时主管医生

的电话号码，准备等妈在家身体不舒

服了打电话咨询医生。安阳的家，她

住过的卧室里的床铺和摆设，依然是

原来的样子。晚上我在书房写文章，

总感觉她就在那个卧室的床上坐着，

在对我说：“歇歇吧，这字儿能写完

吗？”我就放下笔走过去，推开门，里

面没有我妈。我抬头瞧一会儿墙上

挂着的她的照片，说：“我不累。”

去年8月30日，报上发表了我

的散文《母亲像婴儿》，次日下午就接

到老家妹妹的电话，说：“妈严重了，

快回来吧。”我和妻子急忙坐班车往

林州赶。傍晚回到家，见舅、二叔、妹

妹站在院子里。舅说：“不行了。”我

冲进堂屋，见妈睡在床上，我唤她：

“妈，我回来了，睁睁眼！”她一动不

动，呼吸已没了，额头及全身滚烫滚

烫。我的泪水就哗哗地下来了。

母亲从患病到去世，仅仅二十个

月，中间住过两次院。她是腊月二十

七早晨起床后突发脑溢血跌在院子

里的。家人马上将她送到县医院，觉

得不行，随即转到安阳人民医院，紧

急抢救才保住了性命。从那以后母

亲就偏瘫了，也去县医院做过康复治

疗，盼望能站起来，但效果不大。她

长期卧床，生了褥疮，刚在县中医院

看好，没想到回家不久就不行了。

母亲仅活了67岁。患病前日

她还在地里劳作。我也常劝她别再

种地了，我们能养得起她，她却坚持

要种。我不知道，是不是让她放弃

种地就像让我放弃写作一样难呢？

她种了一辈子的地，耕耘着风，播种

着雨，直到倒下。我知道她还眷恋

着老宅院，还牵挂着我和妹妹。我

到安阳工作后，每次回去看她，她都

要说：“我就盼望身体好好的，你回

来了有人给你做口饭吃，你那一屋

子书，妈给你看得好好的。”

父亲去世得早，贫困的家就像

一只在风雨中飘摇的船，是母亲用

羸弱的身躯在吃力地支撑着往前

划。我守着那一屋子书，在饥寒交

迫中考上了大学，后来在城里参加

了工作。作为新闻工作者，几年里，

我采访过许多贫困但坚强的母亲。

当我用饱含深情的语言赞美她们

时，我就想起我妈。母亲也曾开玩

笑地对我说：“什么时候你也采访采

访我吧？”母亲到底没成为新闻人

物，她就是一位普通的农村妇女，没

文化，善良，勤劳，和千千万万的农

村妇女一样。

母亲患病后，日常生活都需要

伺候，但她从不扰人。除了生褥疮

时疼得呻吟了几次，她一直是安安

静静的。我喜欢偎在床边和她说悄

悄话，逗她开心；喜欢半夜给她掖掖

被角，轻轻唤她：“妈，睡了没？喝水

不喝？”感觉母亲就像一个襁褓中的

婴儿，而这个婴儿，多像三十几年前

的自己……

近段时间，我常常会想起奶

奶。也许，是读多了那些怀念亲人

的文章吧！其实，奶奶离开我已经

快三十年了。

依稀的记忆中，奶奶身着青蓝

色的斜襟上衣和宽腿裤子，打着绑

腿。绑腿下面，是一双尖尖的小

脚。这种打扮和长相在那个时代没

有什么特别之处，尽管只有60多

岁，和现在70多岁的老人也没办法

比：艰苦的农村人只在乎肚子的饥

饱，风吹日晒惯了，顾不得打扮和风

度。再说了，人们还讲究“老了要有

老的样儿”，往年轻里打扮，大家会

笑话的。

奶奶一辈子生了九个孩子，头

两个一出世就夭折了，还有一个长

到12岁，患了急病，也没有成人。

我的父亲排行第二，还有一个伯父、

三个叔叔和一个姑姑。孩子可能是

奶奶那一辈人最大的财富了，每家

每户有个七八个都很正常。

现在我能想起和奶奶的故事，

大约只有两三件。

有一次，我和小堂弟百无聊赖，

突发奇想钻到猪窝里，去逗那头整天

吃了就睡的大肥猪。谁知弟弟刚一

直起身子，头就顶住了猪窝里面的一

只马蜂窝。只见愤怒的马蜂一齐袭

来，连疼带吓，我俩和那头猪一齐嚎

叫起来。突然，一张簸箕闪电般罩在

了头上，隔开了马蜂。抬头一看，是

奶奶双手举着簸箕……在奶奶的掩

护下，我们逃出了猪窝。原来奶奶正

在院子里捡豆子，听到哭喊声就跑过

来搭救。我不知道，她的一双小脚是

如何飞奔过那段路程的。

还有一件事，就是在一个秋天，

我们用平板车拉着奶奶去县城赶庙

会。在明朗清澈的阳光里，我们一路

欢歌笑语，奶奶的脸灿烂得像一朵

花。奶奶没有出过远门，不仅仅是小

脚不方便走路，而是子孙满堂，那些

琐事她一件也放心不下。我想，那一

天奶奶是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人：能

享上孙子、孙女的福气，这样的快乐，

不是每个人都有机会的。

记忆最深的，就是奶奶躺在病

床上。那个时候，我还不知道什么

是“生离死别”，看着奶奶喘气的样

子，只是觉得害怕。奶奶是我有了

记忆以来第一个离去的亲人。埋葬

她时，看到父母等大人们都在哭泣，

我尽力想象着奶奶的好，终于也掉

下泪来。后来母亲说，奶奶患的是

肺气肿，老病根儿，不太好治。奶奶

去世时69岁，我只有9岁。她的忌

日是农历腊月初九。

从那以后，我每年只能见到奶

奶一次面容，就是春节清晨在伯父

家里祭祖的时候。望着烛光中奶奶

的画像，我不知道自己该想些什么：

奶奶一辈子没有什么宏大奢侈的愿

望，她只是一名普普通通的农村妇

女，平平淡淡地生活中，有幸福，可

能也有烦恼吧。

因为妻一直在工厂里工作，白

班、夜班三班倒，带孩子不方便，所

以自女儿开始上学起，我便负担起

了带孩子的职责。

为了给孩子创造更好的学习

环境，五年前，我申请调入镇中心小

学工作。然而，一下子调入一个一

千多人的学校，除了教课，还要负责

学校的业务工作，缺乏经验，做起事

来总觉得力不从心。那时候，女儿

刚上一年级，本来是培养学习、生活

各方面习惯的最佳时期，然而，不要

说关心孩子的学习，就连她的吃饭

睡觉有时候都是委托别人照顾的。

久而久之，孩子的自理能力倒是很

强，可就是养成了不做作业、爱看电

视的坏习惯，学习成绩也不断下滑。

自去年起，工作越来越得心应

手之后，我就想着要改改女儿的坏习

惯了。经过一番思考，我决定改变女

儿坏习惯分三步走：第一步，“陪”；第

二步，“教”；第三步，“激”。

先说第一步吧，为了彻底改掉

女儿不做作业的坏习惯，我便下定

决心，戒了自己玩了几年的网络游

戏，把所有业余时间都投入到陪女

儿上。每天放学后，第一时间是陪

女儿做作业，做完之后，陪她玩五子

棋，打羽毛球，甚至看动画片。我对

她说，你喜欢玩什么，想去哪儿玩，

我都会陪着你玩，但有一点必须要

做到，那就是一定要先完成学习任

务。慢慢地，女儿从被动做作业，变

得每天放学都能主动先完成作业。

再说第二步，“教”。女儿不做作

业的坏习惯虽说是改掉了，但是，她平

时太爱看电视，缺乏别的兴趣爱好。

于是我就想，女儿不是也喜欢读书吗，

于是就提出一个为女儿购书的计划：

如果她每周双休日不看电视，并且能

写一篇不错的作文的话，我就为她买

一本课外书。你别说，这一招还真行，

女儿为了得到自己心爱的课外书，平

时和我讨论最多的一个话题就是：

“爸，这一周我写篇什么作文呢？”

至于第三步，“激”，就更简单

了。我把她写的作文都打成文档，请

她学美术的一个叔父帮助设计、制作

了一本精美的作文集子，和她一起

畅想多年之后，她会拥有多厚多厚

的一摞作文集子啊！然后，我挑选

一些她写得特别好的作文投到一些

报纸杂志上。还别说，如今五年级

的女儿已在《大河报》、《小学生学习

报》等报刊上发表了多篇作文。每

一次收到样报，女儿都特别兴奋，读

书、写作的兴趣也更浓厚了。

其实，孩子小的时候，虽说可能

会有一些坏习惯，但孩子的可塑性

都较强，只要我们有耐心，肯付出，

能认真地针对孩子的特点，总能找

到一些行之有效的方法让孩子养成

好习惯，从而终生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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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生活在城乡接合部，

不经意间经常听到互相客气的

“谢谢”声，听惯了，也就习以为

常了。可近日猛然发现，在我的

故乡，那个偏僻闭塞的小村庄

里，在人们的交往中，似乎从来

没有听说过“谢谢”二字。

在儿时的记忆中，乡村邻里

之间，相互借用东西是很常见

的：借劳动工具、柴米油盐、针头

线脑。每当借的时候，借者自然

大方，直截了当地把自己的想法

说出来，没有忸怩和拘谨。

“老黑叔，你家的架子车今

儿个使不使，我想往地里送几

车粪。”

“他三婶，我家的酵子用完

了，想发面蒸锅馍，你有没有？”

“今晌午有客了，你门前的

菜园里我薅几棵葱应下急。”

对此，被借者往往没有丝毫

的犹豫和迟疑，赶忙应着，顺便

说上几句体贴话：

“你真是勤快人、闲不住，隔

天我也把积的几车粪土往地里送

去，门前干净了，也不耽误整地。”

“酵子够不够？发的面开了

吗？不够我再给你拿点。”

“我也遇见过这样的事，那

次晌午头来客，酱油没了，我还

是到王大嫂家倒的。”

甭看这些都是一些微不足

道的小事，或者微乎其微的小东

西，乡亲们心里都是会感谢的。

还架子车者会高声喊：“老黑叔，

车子使过了，你看放到这里中

不？”这时，车的主人会让还车的

坐一会儿，忙着去拿烟，问喝水

不，好像借东西的是自己。

还酵子的主妇会聊一会儿

天，要回的时候，把东西掏出来

随处一放，出借者会责怪：“咦，

你看你，就这点东西还拿过来，

多见外！”主妇会回话：“有了，好

借好还嘛。”

借葱的会打发孩子还东西：

“俺妈说，这是刚在街上赶集买

回的葱，拿来让大奶奶尝尝。”大

奶奶会撵着孩子给他抓点花生

之类的东西吃。

在经常发生的诸如此类的

借和还中，村民们虽然不说“谢

谢”，但往往通过默契的方式把

内心的感激表达出来。在他们

看来，“谢谢”二字如果说出来，

好像就疏远了彼此间的距离。

记得我上初三时，村内一尚

姓老汉老来得子，视如掌上明

珠，不顾年迈，爬到树上为儿子

摘取熟透的柿子，不料，一脚踏

空，重重地摔在地上，当即昏过

去。当时尚家的大人都不在，全

村的青壮劳力闻讯后纷纷赶来，

七手八脚地赶制了一副担架，自

发地组成了一支由十几人参加

的抢救队，轮流抬着担架连夜狂

奔，用了两个多小时，把尚老汉

送到了七十多里远的南阳地区

医院抢救。由于救治及时，尚老

汉捡回了一条命。

后来，为了感谢这十几个乡

亲的救命之恩，尚家设宴酬谢，

当天，尚家召集全家人一字排

开，分别给这十几个乡亲叩头敬

酒，这些乡亲异口同声地埋怨

着：“嗯，咋兴这哩？不兴啊！不

兴啊！”被救的尚老汉说：“我这

条命是大伙给的，你们啥时候要

我啥时候给！就是给大伙儿当

牛做马也中啊！”自始至终没听

到有人说个“谢”字！

自今年入冬以来，我一直坚

持步行上下班。一天，中途遇见邻

村开车回家的邢大哥，他执意让我

搭顺风车送我回家。到家时，我情

不自禁地脱口而出：“谢谢你呀邢

大哥！”邢大哥愣了一下，说：“咦，看

你这兄弟，说的啥呀！”

主料：

猪腿肉2500克，肠衣适量。

调料：

食盐60克，味精5克，辣椒

粉60克，花椒粉5克，孜然粉30

克，白酒60克，糖60克。

做法：

1.猪肉洗净，晾干，切成均匀

小丁，肥肉丁比瘦肉丁小一点。

2.添加所有的调味料，搅拌

均匀，腌制半天，中间翻动几次。

3.盐渍肠衣清洗之后，提前

用温水浸泡一小时，然后把肠衣

小心套在漏斗上。

4.把腌制好的肉丁用漏斗灌

进肠衣，可用筷子作为辅助工具。

5.灌好的肠用棉线隔断，每

隔一两厘米用牙签在肠上刺些

小孔，以便排气。

6.将灌好的肠晾在室外阴

凉通风处，自然风干，一周左右

可以收起，密闭冷藏于冰箱，随

吃随取。

记得读过一篇文章《上帝派

来与你吵架的人》，其中有一段

文字很让我感动：“我不要没有

争吵，没有眼泪，没有和好，没有

欢笑的平淡婚姻。我要和你在

争吵中和好，在眼泪与欢笑中一

起变老。那个被我这个暴戾的

小女人摔过不下十次的电饭煲

还将继续为我们煮饭，它如我们

的婚姻一样结实、健康。”

在我儿时的记忆里，父母之

间的关系并不是很好，每隔一段时

间他们总会吵闹一次，有时甚至会

“徒手搏击”一番，而训练的结果，

大多是母亲为胜方，父亲的胳膊上

多多少少会挂一点儿彩，但是父亲

从来不主动打母亲，而只是对挥过

来的拳头伸出胳膊去挡驾……

许多次的吵架之后，父母之

间的“冲突”就不再让我和姐姐

害怕了，甚至会在“战争”开始时

就暗暗传递消息，预测“战后”状

况，或者“战争”结束后代为总结

父亲战略战术上的失误。最后，

我和姐姐得出了一致结论：父亲

是一个不会打架的人。

许多年后，我恋爱了，女友

一副很单薄的样子，高一米六

多，只有四十公斤，尽管称不上

“手无缚鸡之力”，但比起林妹妹

来也强壮不了多少。我们的关

系很和谐，但也偶尔会吵架和打

架，而且，每次打架的结果都是

女友得意洋洋的，因为她知道我

在让着她，会乘机赚一些“便

宜”，心理上得到了莫大的安

慰。每当此时，我都会深切地明

白，为什么曾经是市级散打冠军

的父亲，打起架来竟不是丝毫不

通“擒拿格斗”的母亲的对手。

确实，有时候的婚姻与爱

情，吵架是一种调味品，它让平淡

无奇的生活充满了生机，充满了

乐趣。现在我还记得有一次父母

吵架的原因是父亲花了不小的一

笔钱为家中买了一台风扇，而当

时正值家中“经济危机”。吵归

吵，受益最大的却还是整天忙于

家务的母亲，于是最终结果是握

手言和，皆大欢喜……

有时候的吵架，并不是缺少

爱，而恰恰是由于太爱对方的缘

故，而吵架的过程，更会让我们

明白：彼此依然在深深相爱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