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父亲已经离开我们 13 年了。他
出生于上世纪二十年代初，从战乱苦
难的年代，扛着家庭的重担一路走
来，这辈子不知道吃了多少苦受了多
少累。

父亲在五个兄弟中排行老二。我
大伯是个手无缚鸡之力的书生，打小
身体就不好，因为身体孱弱，又是长
子，家里一心供他读书。父亲从小身
体壮实，读了一年私塾爷爷就带着他
干农活了，十四五岁当作大小伙一样
的 壮 劳 力 帮 人 打 长 工 ，帮 着 养 家 。
1938 年安庆沦陷于日寇铁蹄之下不
久，爷爷 40多岁就死在日本鬼子的枪
下，家里突遭变故，一下子如同塌了
天。奶奶是个小脚女人，操持家务还
行，外面的事根本干不了，大伯文弱，
其余的三个叔叔年纪都还小，家庭的

重担只能全部压在父亲的身上。
家里人多田地少，没收入没口粮，

为了撑起这个家，让全家人有饭吃有
衣穿，父亲跟着老乡背井离乡来到皖
南徽州打长工。因为徽州没怎么受战
乱影响，相对比较安定，打工找活容易
些。徽州山多，开荒种些农作物，吃饭
问题要好解决许多，所以，在那个动乱
年代，许多安庆人来到徽州开荒种地
安家落户。就这样，父亲跟随一些老
乡一起在徽州打工做事，领到工钱就
寄回老家，还有粮食布匹之类的东
西。那时交通不便，基本都是靠步行，
父亲一般都是过年才回家，几百里路
要走上好几天。

解放后，父亲成了家，先后有了大
哥二哥和大姐，从此父亲肩膀上的担
子就更重了，不仅要支撑自己的小

家，还要兼顾到原来的大家，还有舅
舅他们的家。我真不知道父亲他是
怎样做到的。六十年代之后，家里相
继又多了三哥二姐三姐和我，这个九
口人的大家庭，父母亲肩膀上的担子
有多重可想而知。后来大哥二哥他
们渐渐长大能出力了，开始为父亲分
担，父亲肩膀上的担子这才稍微轻了
一些。

父亲除了烧炭技术好，干农活也
是一把好手，上山下田样样不逊色，村
里的乡亲们都佩服他。父亲不仅干得
了粗活，就连针线活干得也是有模有
样的，缝的衣服、做的布鞋针脚细细密
密平平整整的，连母亲都夸赞不已。
父亲每天很少言语，家里基本都是听
母亲说这说那，只顾蒙头做事，累了或
偶尔清闲就坐下来抽支烟。父亲管教

我们这些子女从不打骂，总是用无声
的行动给我们树立榜样，教我们如何
做人做事。

小时候家里生活比较苦，在我的
印象里，夏天的父亲都是肩上搭一条
毛巾光着膀子干活，总觉得父亲的肩
膀好宽厚。父亲坐在那休息的时候，
我有时会情不自禁地摸一摸父亲那
宽厚的肩膀，抚摸他那壮实的肌肉。
随着我们这些孩子不断成长，父亲也
逐渐衰老，腰身不再挺拔，肩膀也日渐
消瘦。

每个人的肩膀宽厚不同，同样都
承担着一份对国家、对社会、对单位、
对家庭义不容辞的责任，只要都担起
这份责任，我们的国家就会越来越繁
荣富强，自己的小家也会越来越兴旺
幸福。

家庭手记父亲的肩膀父亲的肩膀 曹集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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潜山人不太喜欢吃面，一天三餐吃
米饭。那什么时候吃面呢？米饭不够
了面来凑。农村人干体力活，面条容易
消化，不经饿。

不过也有例外的时候。以往正月
初几去亲戚家拜年，要吃面，也就是普
通的机器轧切的面（切面），手工抻的面
那可是好东西，很难谋得到。很讲究形
式，蓝边大碗，清汤面，面上放荷包蛋，再
加鸡腿，堆得像宝塔一样。这叫“倒
茶”。油煎的鸡蛋诱人，白卤的鸡腿更馋
人，可惜就是不能吃。客人和主人一定
要把“作礼”发挥到极致，几番推辞，一个
鸡腿可以倒好几桌茶。也有实心实意给
人吃的，把鸡腿撕开，塞到碗底。那时候
条件不好，但礼数周到，亲戚们将心比
心，真不舍得吃。吃点面条和鸡蛋就差
不多了。这个习俗现在没有了。

除此之外就是普通的煮面，碗里放
点酱油调色，加盐和味精，能放几根青
菜就很不错了。极少数时也会做炒面，
和黄山的焖面有区别。我很小的时候
在大伯家吃过一次，很难忘。潜山的炒
面喜油，要多切些肥肉丁，熬油，切面煮
熟过凉水，加些简单的作料，用油干炒，
力大易碎，火大即焦，炒法很是讲究。
炒好的面焦香干脆，肉渣深黄明亮，用
筷子挑点自家的辣椒酱，能吃好几碗，
就是容易上火。我在黄铺读高中时，学
校食堂早餐供应的炒面干巴巴的，难以
下咽。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在吃面上花
样也多了起来。

有一年在苏州常熟，姐夫带我吃过
一次练塘菜市场旁的鱼排面。面馆的房
子不高，但纵深很长，生意火爆。一只兰
花大碗，筷子也要长半截，汤色赤红，没
有杂质，咸淡适中，三缕细面浸在汤底，
整齐好看，鱼排块大，应该是先油炸定
型，再用卤汤浸泡入味的，口感偏甜。长
筷子挑起面条，入口润滑，咬口鱼排，汤
料饱满且鱼肉质嫩，很好吃。可惜我就
吃过一次。老苏州人吃面是有传统的，
喝茶、吃面、听评弹是每日的必修课。

黄山人吃浇头面，最常见的笋干肉
丝浇头面，街头巷尾随便找家面馆，都
能吃到。我一直认为浇头面，重在浇头
菜，面是其次，浇头菜用的笋干各家不
同，有毛竹笋，也有雷竹笋。休宁县西
街口有家老面馆，用的就是毛竹笋干，
很受休宁当地人的喜爱。店面小得可
怜，两人宽的店面，放两张桌子，靠墙搭
个台子，门口摆了一堆煤炉，老板沉浸
式煮面，话不多。也是切面，不同的是
他家面要粗一些，稍有劲道。毛竹笋干
提前泡发，再入高压锅，以前都是文火
慢煮。切丝，同肉丝炒熟做浇头菜。他
家面最大的特色是在猪油里加入了鲜
红的辣椒粉，加一勺到面汤里，醇香厚
重，色泽喜人，让人食欲大增。我在休
宁工作的时候，经常和同事去吃，配着
烧饼吃最好不过。家有喜事也要吃面，
吃雷竹笋干做的浇头面比较常见，做法

也简单，会加入一些青椒等蔬菜丝。有
朋友结婚，我去帮忙，连着三天早上
吃。黄山人还喜欢吃焖面，去另外一朋
友家，她父亲出门前，做了一锅焖面招
待我们，面量惊人。

阜阳颍州阜南路口的面我最喜
欢。炝锅鸡汤手撕面鲜香管饱，羊肉板
面咸辣解馋，格拉条饱腹扛饿，兰州拉
面馆拉的番茄鸡蛋盖浇面非常实惠。
前几年听同学说那块已经拆迁改造了，
这几个面馆也相继搬走了。

炝锅鸡汤手撕面那时候就卖 5 块
钱一碗，老板是个矮胖的中年男人，健
谈，我去得多就熟了。大锅里要加入猪
骨和鸡架，熬汤，一锅骨头可以反复熬
几次汤，原汤兑入适量的清水，面买来
就是撕好的，锅烧热，料头炝锅，清汤煮
面，还要加入黄豌豆，面汤浓郁，面也好
吃。和老板熟悉了，逢到熬汤的日子，
他就给我捞几个大骨，蘸着面汤啃。

太和县的羊肉板面最正宗，我去过
太和，但没去吃过面。我最喜欢阜南路口
的那家羊肉板面。店前有个空地，停车很
方便，油桶改成的煤炉上架口生铁锅，老
板每天晚上用机器和面，最后手工改成小
面棒，抹上香油，裹上保鲜膜。来客人了，
面棒擀平，边摔边拉，3厘米宽的面片煮
好以后，清白透亮，几片乌白菜焯熟，浇上
汤料，白面，绿菜，红汤，就着大蒜头，刚吃
几口就已经大汗淋漓。羊肉板面的汤料
是最讲究的，羊肉为原料，配20多种作料
炒制。这家店的卤羊排、羊脊骨味道更是
一绝，学生时期没钱，不常吃，一般多是月
初才去打个牙祭。我在这家店亲眼见证
了一位七十多岁的大爷，吃了碗面，喝下
了一瓶二锅头。后来听说他那晚酒后骑
三轮车，掉沟里摔伤了。这家店现在应该
是搬到三十里铺去了。

格拉条是阜阳的特色传统小吃，据
说还和苏东坡有关。没吃过格拉条的
人要多尝试几次，才能适应那种吃法和
那种味道，然后才会愈发地喜爱。我第
一次去吃，吃了两口就不行了。其名称
的由来是因为阜阳“搅拌”的方言是“搁
拉”，而这种面条又较粗，需要放作料一
起搅拌。和好的面塞入特制的液压机
器里，挤压成筷子粗的面条，入锅煮熟，
过凉水再回锅过热水，碗里放入黄瓜丝
和黄豆芽，加入作料、榨菜丁等，再来两
大勺花生酱和芝麻酱调成的特制酱，拌
匀，要大口吃，面条筋道，蔬菜脆爽，酱
香浓郁，带劲。阜阳人对吃格拉条的喜
爱是骨子里的，不分人群，“通吃”。要
放荆芥，这个我吃不惯，还要配上一碗
面汤冲的鸡蛋汤。我有一次和同学豪
气地吃了一大碗，肚子撑得楼梯都上不
去。据说山西饸饹面与阜阳格拉条有
许多共同点。

阜师大旁边还有家白吉肉夹馍，要
配着他家的酸番茄鸡蛋面吃。转拐也
有家老北京炸酱面馆，我吃过一次，便
满足了好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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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遇见丑橘之前，我对于吃水果
是不太在意的。即使要吃，也是一种
随意的行为，就像饭后喝口茶一样，喝
多喝少都无所谓，没有也无妨。

有时候，我还会想起那个叫买椟
还珠的成语，觉得我自己就是那个“买
其椟而还其珠”的郑人，因为很多时候
我吃水果，都是看见水果的包装之后，
才对那水果感兴趣的。

那天下班后，在菜市场门口的水
果店前，又一次驻足。但见那西瓜，翠
绿滚圆；樱桃，红艳晶莹；再有草莓、蓝
莓、芒果、葡萄、香蕉、小甜瓜等等，各
色水果琳琅满目，应有尽有，令人目不
暇接。于是慢慢看，慢慢欣赏。老板
好性格，随我怎么看，也不嫌我只看不
买，更没有埋怨挡了她的门面。

看着看着，我的眼睛一亮，因为我
看见了几只很别致的塑料箱子，很精
美，也很小巧。特别是盒子正面上的
两个字，让我产生一种莫名其妙的迫
切：“春见”。

恰好，老板把这个塑料盒子划开
了，里面是一个个紫色黄色相间的纸
包包装袋，奇怪的是，每个包装袋的外
面都是这标识。春见，是春天的遇见
么？我突然有种柔柔的感觉，好似春
风一缕缕吹来，拂面而来呢，不由得心
里怦然一动，有些很激动，嘴里问：“春
见？春见是什么？”

“是水果呀。”老板一边笑着回答，
一边对我打量了一番。估计她是看出
我的年纪了，相信这个年纪的人不懂
水果是很正常的。于是，老板又耐心
地跟我说：“就是大家常说的丑橘，它
还有一个名字，叫粑粑柑。”

这么好看的水果，小名居然叫丑

橘，真是匪夷所思。不过这种念头也
只是一瞬间的事，想起生活中很多叫

“漂亮”叫“聪明”或是“英俊”的人，他
们其实并不漂亮、聪明、英俊，那么，丑
橘不丑也是很自然的了。

见我陷入沉思，老板很热情地打开
一个丑橘的外包装纸，递到我手中，让
我看看。并补充一句，剥开尝尝也是
可以的，因为之前让人尝味道的那个
丑橘，已经被尝完了，需要再开一个了。

我不假思索就接了过来，轻轻握
住，很是柔软的感觉，温厚绵延之感。
再用指尖轻轻剥开，皮要比一般的橘
子厚得多。但是，皮虽然厚，手感却是
很细腻，很容易剥。

刚刚一剥开皮，一股清香立时飘
出来，妖精似的钻进鼻孔，胃腹一阵蠕
动，好想吃上几口了。看见这橙黄色
的果肉上附着几近透明的薄膜，蝉翼
一样地吸引眼球。也顾不得是否斯文
扫地，捏起一瓣送入口中。

这一口咬下去，哎呀！不仅汁多
还伴着清香，那个爽口，那种细腻，那
样的一种甘甜，直抵胸腔。我的味蕾
很快就举手俯首称臣了，心也被收买
了似的，瞬间就喜欢上了这水果，哎
——这坏蛋，这“春见”。

于是，叫老板给称一袋子。老板
一边给我挑选，一边给我科普。原来，
这种水果最早是由日本人培育的，近
年来在四川、福建等地广为种植，四川
人把它叫作“耙耙柑”。之所以叫这个
名字，是因为这种水果成熟之后的样
子，就像是犯了春困的人，软软塌塌地
瘫倒在地上的样子。再加上这个品种
主要是在四川所种植，而在四川话中
耙耙也就是柔软的意思，因此慢慢地

就形成了耙耙柑这个比较特殊的名称
了。禁不住笑出声来——耙耙，面上
是四川人说男人惧内，有个名称叫做

“耙耳朵”，其实还有另一层只可意会
不可言传的含义的。

想想，还是“春见”这名字好，“春

见”，是春天的遇见，是遇见春天，遇见
姹紫嫣红开遍，遇见朝飞暮卷，云霞翠
轩，雨丝风片，烟波画船……多富有诗
意和美好啊！

这么好的“春见”，一人独尝，未免
可惜。只是，“九万里苍穹，御风弄影，
谁人与共？”这春见，该与何人共享呢？

思忖良久，还是从名字上去探索
吧——春见，春天的遇见，自然是要寻
那懂的人，知的人，或是那遇见的对的
人吧。

花落无声飞泪痕，不是相思别有
因，独看独行还独坐，折枝赠与有情
人。春见！今春遇见，明春遇见，年年
遇见……

屯溪，钟灵毓秀，一座溪水之滨的
秀丽小城，为黄山市政府所在地。据
《新安志》记载，东汉时期，孙权为清除
山越族人曾“屯兵于溪水之上”，从此新
安江这段流域便被人称为“屯溪”。这
是一座地处皖南山区古老而年轻的小
城。古老是因为她有着悠久而深厚的
徽州文化，年轻是因为新时代赋予她新
的机遇和使命。

小时候，对于离家一百公里外的屯
溪有一种莫名的情愫，父亲上世纪八十年
代出差经常去屯溪，曾给我带回一双漂亮
拉风的黑色女童牛皮鞋，大姐单位组织春
游去的是屯溪，二姐参加学校的排球比赛
去的也是屯溪，母亲也随父亲去过屯溪。

父亲单位还有两位屯溪招工来的
年轻职工，一位是高大帅气的小钱叔
叔，一位是漂亮温柔的小汪阿姨，听说
他俩是同学。小汪阿姨很洋气，自己烫
的卷发，母亲觉得好看，请小汪阿姨给
小姑娘的我也烫了满头卷。人生第一
次烫卷发，那年我八岁。

屯溪是个怎样的地方，家里人都去
过，唯独我没去过，两个神仙般的叔叔
阿姨也是从屯溪来的，这是小时候脑袋
里经常跑出来的想法，总觉得屯溪是个
大城市，有小县城所没有的新鲜事物，
很令人向往，哪天我一定也要去走走看
看。更何况后来还听说屯溪素有“小上
海”的名头。

谁承想，我的人生和屯溪紧密相
连，学习、工作、结婚、生子，人生中的大
事都在这里度过。转眼间，在屯溪比在
故乡待的时间还长，渐渐地这座小城有
了我的至亲、我的好友、我的青春、我的
梦想。在这里我曾意气风发，我曾跌跌
撞撞，历经着人生的沉沉浮浮，品尝了人
生的酸甜苦辣。一直喜欢东坡居士《定
风波》中的“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
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
烟雨任平生。”年少轻狂的我读此，心是
飞扬和不羁的；而人到中年“回望向来萧
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读出的是
对曾经过往的从容、豁达和自信。我于
此奋斗成长，实现着个人的人生价值。

一个城市有一个城市的密码，只有
生活久了，轻巧地开启城市密码，熟悉得
如同走进家那般惬意。城市密码不是
高科技，它可能是某个街巷最味道的一
盘“卤鸭爪”或者一只“盐水鸭”，又或是
某个转角街头小店一碗美味的徽州馄
饨，某个摊位香酥可口的徽州挞粿，某个
巷弄尽头修补师傅的小小摊位，可以修
拉链、修伞、补鞋；又或是某座大桥下剃
头师傅剃的板刷头手艺最地道……诚
然，在一座城市生活久了，你会发现开启
一座城市的密码，就是人间最朴实的烟
火，是散落于、隐藏于市井巷弄俗世间离
不得的清欢。是大隐隐于市于繁华之
中，让心灵独善其身的一份宁静和自得。

那年，年轻的如同朴树歌里唱的
《那些花儿》最初的花儿，一切是那样的
美好。初至屯溪工作，买了人生中的第
一把自行车并学会了骑行，那是一把类
似赛车的小自行车，因为后轮没有挡泥
板，下雨天骑就会弄得一身泥水，但仍
是乐此不疲。下了班经常骑着车和花
儿们满屯溪街开心快乐地叽叽喳喳
跑。当时觉得屯溪真大，本身方向感不
好，只有认真地记路标，记得当时的跃
进路两旁有着高大且枝叶繁茂的梧桐
树，每年秋天随风飘落的黄叶，亦是屯
溪街一道亮丽的风景。往江边方向，有
山城电影院，当年张国荣主演的《霸王
别姬》我是和一位好姐姐去看的，如今
山城电影院早没了踪影，那位姐姐去年
因病也驾鹤瑶池。人世间，只有走过
了，遇见了，又散了，心痛着，唏嘘了，感
慨着，定当珍惜身边拥有了。

屯溪的大钟楼原为商业大厦，顶楼
是“七层天”歌舞厅。每当夜幕降临，舞
厅舞池里霓虹闪烁，舞林高手如云。这
是年轻人总爱去的地方，花儿们也不例
外，跑上去玩过两回，所谓“初生牛犊不
怕虎”，也不知道治安如何，所幸一切安
好。以前屯溪近处有戴震公园、屯溪老
街让我们可以闲逛；远郊有花山石林让
我们开心攀爬。如今，屯溪又添很多新
景“螺蛳顶”“孙王阁”“新安江湿地公
园”等等，屯溪的景点越来越多，景色越
来越美。而当年各自奔向天涯的花儿
们，你们都还好吗？你们在哪里呀？小
城无言，江水如昨。

休息日经常去沙洲新村表姐家加
餐，必须经过镇海桥俗称“老大桥”的明
代古桥。2020 年 7 月 7 日老大桥被百年
一遇的大洪水冲毁，庆幸的是现已修
复。而远在故乡外婆家的三溪乐成古
桥比老大桥早一天被冲毁，修复仍是遥
遥无期了。人们说老大桥是屯溪的标
志，可我总觉得桥头那绿荫成行，柔曼
的柳树亦是屯溪的标志。婀娜的柳条，
不由想到志摩先生诗里“河畔的金柳”，
横江虽不是康河，但在夕阳映衬之下，
这何尝不是江畔的金柳呢。那波光里
的艳影，多年后依旧在我心头荡漾……

来屯溪二十多年，早已融入屯溪，
见证了她的发展和变迁。当年从小县
城来到屯溪，皆是在汽车站搭乘客运班
车，路程虽不远，但客车翻山越岭一路
带客一路停，到家需要两个多小时，且
加上晕车的不适让我感觉回家一趟好
艰难，我见证了屯溪汽车站先后三个地
址。而如今，假如不是新冠疫情，高铁、
自驾，怎么方便怎么回。这便利是国家
富强、改革发展的成果，是幸福美好生
活的具体体现，我亲历了新时代的滚滚
洪流，也感受到新时代春天般的温暖。

如今的屯溪区分为江南、江北两大
片。老城区属江北，在屯溪上班时每次
下班回家，骑着小电驴穿行在大街小
巷，熟悉得如同一条快乐的鱼畅游在水
里。江南片是开发的新城，特别是阳湖

区域的开发，每次去，我本方向感弱，此
时更弱且无感。各个高楼拔地而起，路
口和路口相似无几，不怕诸君笑话，也
不瞒大家，此时我必须打开手机导航，
不然还真走不出来。

说起屯溪，黎阳是绕不开的。曾经
的古黎阳地处“两江交汇，三省通衢”的地
理位置，是皖浙赣边陲自古以来的商业中
心和新安江的码头重镇。直到明清徽商
的崛起，屯溪取代了黎阳成为皖南地区商
业交通的重要枢纽。故此老屯溪一直有

“唐宋个黎阳，明清个屯溪”的说法。
刚来屯溪，在黄山景区工作的二姐

休假下山，带我去看望租住在黎阳老街
她的一群可爱的小同事们。初春，天黑
得早，傍晚才过古老破旧的街道已是黑
黢黢的，偶尔路边有盏昏暗的路灯，又
或从老房子木头门里透出几缕暗黄的
光线。人还未到，很多狗在狂吠，从小就
怕狗，我紧紧攥着二姐的手，二姐也紧紧
握着我的手，我俩胆战心惊地深一脚浅
一脚地来到目的地，看见了一群阳光、热
情的大男孩和大女孩后一扫来时路上的
紧张。他们多是皖北来黄山景区工作
的。其中一小哥，居然会周易测字，大家
笑着说让我测一个玩玩，我随口说了个
字，他问测哪方面的，我说测一下将来的
工作吧。如今想来，当时虽是玩笑，倒是
测到了几分。曾经青春的他们又何尝不
是那些花儿，如今又散落在哪儿呢。

华灯初上，走在重建后的黎阳老街
如今的黎阳里巷中，穿过清幽的石板路
来到江边，倚着江边广场的栏杆，出神
地眺望着文峰桥七彩变幻瑰丽的灯火，
欣赏着古老和现代文明交汇所产生的
粲然美景。这美景使得小城熠熠生辉、
光彩夺目。

晚来的风惬意地轻拂着脸，想起和
二姐曾走过的黎阳老街，昏暗的路灯和
犬吠密集的夜……从青丝到白发，在这
座城的过往如蒙太奇般地闪过，一座
城，几代人，曾经多少辛勤汗水的默默
付出，多少青春岁月的灿烂烟花，照亮
了溪水之滨的这座城。

溪 水 之 滨 这 座 城溪 水 之 滨 这 座 城
大
美
黄
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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