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晚上散步的时候袁 走在八一北
路的大街上袁 经常会被一家炸油条
的小吃店吸引遥只见该店炸的油条袁
色泽金黄袁个头又大袁有一股暗香拼
命往鼻孔里钻浴有时候会忍不住袁便
走进店里袁叫上一根油条袁加一碗豆
浆袁来压一压蹿到喉咙口的馋虫遥咬
一口油条袁哗袁外酥里嫩袁好味道袁而
且还带有一股韧劲袁 牙齿要稍微用
点力才能咬断遥 干脆把它浸泡在豆
浆里袁不一会袁油条便软软的耷拉下
来袁再来咬一口袁哈哈袁油条在嘴里
瞬间消溶袁 夹带着豆浆那甜甜的清
香袁一下子就溜进了肚子里浴 嘿袁还
是那个味袁那个儿时的味道浴

记得儿时的时候袁 因为晚上常
跟着我妈妈去她上班的百货公司值
班袁第二天一早就要起来回家遥路过
八一路西门口袁 满大街都是卖早点
的袁有包子馒头袁有油饼稀饭袁还有
就是油条豆浆遥 每当我走到油条摊
位前时就迈不动腿袁 眼睛早已被那
色泽金黄尧满街飘香的油条所吸引袁
非要赖着妈妈买上一根不可袁 妈妈
为赶时间回家做饭袁 饭后又要赶回
去上班袁没办法只好买一根给我吃遥
就这样我破涕为笑一边吃油条袁一
边屁颠屁颠的跟在妈妈后面一路小
跑回家遥有的时候袁妈妈干脆就买它
十几根带回家袁然后煮点稀饭袁就这
样油条伴稀饭成了我们一家人的美
味早餐遥但是袁总觉得还是要豆浆配
油条才好吃袁 豆浆里放点糖之后便
有一股香甜可口的感觉袁 再咬上一
口又酥又脆的油条袁嘿嘿袁那种甜美
的感觉真的是难以言表遥

有一次我跟妈妈说能不能自己
炸油条吃钥妈妈说油很贵袁炸油条又
很费油袁 而且那个时候粮油都实行
配给制袁炒菜都不够用油袁哪里有多
余的油来炸油条钥这样的话袁我的这
个自家炸油条念头就打消了遥后来袁
妈妈觉得豆浆有营养又实惠袁 每当
有空的时候袁就自己动手做豆浆袁一
到晚上袁便抓几把黄豆袁洗干净后就

泡在水里袁 等到第二天早
上袁 豆子便膨胀了一两倍袁
妈妈便把它倒进钵子袁用一
根擂茶棒把豆子捣烂袁然后
倒进砂布里袁把豆汁全部挤
出来袁 装到一个铝锅里袁再
放到火上面煮袁等豆汁煮沸
后就可以出锅了袁放点白砂
糖进去袁轻轻搅匀袁这时便
有一股香甜浓郁的气味弥散
开来袁飘满整个厅堂遥我舀出
一碗袁拿一根刚买来的油条袁
用剪刀把油条剪成一小段一
小段放进豆浆里袁 等油条在
豆浆中浸软袁 吸收了豆浆的
香甜蛋白质后袁 就是一种味
道浓郁醇厚的早餐浴 我就是
这样袁喜欢油条加豆浆袁特别
是喜爱妈妈亲手制作的新鲜
豆浆遥

油条袁是一种古老的汉
族面食袁长条形中空的油炸
食品袁 口感松脆有韧劲袁深
得大众喜爱遥 传统的油条的
吃法是夹烧饼配以豆浆袁 若以蛋白
质的品质而言袁 豆浆中含有丰富的
离胺酸袁但缺乏钾硫胺酸袁而油条和
烧饼正好相反袁两者能互补袁是绝佳
的组合遥所以说袁很多人都喜欢这个
味袁喜欢这绝妙的搭配遥

油条是中国大众最喜欢的食品
之一遥 油条起初的名字叫做 野油炸
桧冶袁据说最早是临安人发明的遥 叶宋
史曳记载袁宋朝时袁秦桧迫害岳飞袁民间
通过炸制一种类似油条的面制食品
渊油炸桧冤来表达愤怒遥 老百姓当初吃
野油炸桧冶是为了消消心中的愤懑袁但
一吃味道还真是不错袁 价钱也便宜袁
所以吃的人就越来越多遥 一时间临安
城里城外很多摊位袁 都学着做起来袁
以后就渐渐地传到了外地遥 天长日
久袁就把这些根长条条称作了野油条冶遥

多年以后袁 我还是喜欢油条配
豆浆这款早点袁 它里面散发着一股
浓香袁更包含着一缕亲情遥 不过袁因

为油条毕竟是油炸食品袁 以前妈妈
常常提醒我袁油炸的东西会上火袁要
少吃遥 现在想来袁仿佛妈妈的叮咛还
在耳边响起遥 油条中油脂高袁为了防
止野三高冶袁还是要少吃点为妙遥 油条
中有的含有明矾,是导致老年痴呆症
的元凶之一袁 而且炸油条的油一般
都会反复使用, 过量则对人体有害遥
凡事都讲究个度袁适当才是最好的遥

现在袁生活条件好了袁油条也成
为人们餐桌上常见的面食袁 油条不
仅仅是早餐必备袁 而且也成了人们
晚餐和夜宵的佳品遥一到晚餐时间袁
有的人为图方便袁 就到店里点上一
两根油条袁配着豆浆吃袁就算是一道
简单而香甜的晚餐遥 也很多人把油
条放在火锅中袁一边涮羊肉袁一边涮
油条袁并美其名曰荤素搭配袁有滋有
味浴 油条袁就是这个味浴

这就叫院油条伴豆浆袁味美又甜
香遥 醇厚思亲意袁绵柔记梦乡遥

风轻月明袁 我在墙脚下的两三
丛薄荷中袁掐上一片青嫩的薄荷叶遥
轻嗅鼻端袁有种凉凉之感袁仿佛盛夏
清爽的凉风袁吹送走燥热遥

薄荷常伴素朴醇香的黄泥袁大
概袁 村儿里人都知晓薄荷的脾性院毫
无矫情那一说袁不娇贵袁好养得很袁它
也忠于人们袁是中华常用中药之一遥

李时珍曾曰院野薄荷入手太阴尧
足厥阴袁辛能发散袁凉能清利袁专于
消风散热袁 故头痛头风眼目咽喉口
齿诸病袁小儿惊热及瘰癧疮疥袁为要
药袁戴原礼氏治猫咬袁取其汁涂之有
效袁盖取其相制也遥 冶宋奭曰院野小儿
惊壮热袁须此引药遥 又治骨蒸劳袁用
其汁与众药熬为膏遥猫食薄荷则醉袁
无相感尔遥 冶

村里人都喜欢拿薄荷入药袁常
有什么头疼脑热之类的袁 总喜欢于
墙根边掐上一把遥

但是旧暮里一丛丛宠辱不惊的
薄荷袁总会野虔诚冶到使你想与它亲
近袁它的香是那样清袁那样凉袁那样
肃遥人是具有动物性的袁格外爱草木
滋味遥 我渴慕袁追求这种香遥

与其说追求地是一种香袁 不如

讲它是一种倔袁 一种坚守遥 一枯一
荣袁 薄荷永远清香四溢袁 丝毫不被
野瞬息万变冶所搅扰曰那份倔袁倔得要
强袁把它置于手心来回搓捻袁香气也
就愈加强烈袁轻嗅时袁还有些清得刺
鼻袁凉得上头遥 新绿如染的薄荷叶袁
迸发些许青汁袁 放在鼻前袁 大口呼
吸袁神清气爽袁醍醐灌顶遥

野这是何其美妙的草木恩典浴 冶
难怪奶奶中意它遥

我用眼睛拍摄了许多照片袁在
我五六岁记忆的胶卷里袁 排满了一
幅幅的野享受冶院风吹稻浪袁夕阳像守
财奴似的袁保留着它最后的金子;金
黄打在烟囱上袁染黄了白烟袁向北氤
氲遥 庭院里袁奶奶坐在木椅上袁从口
袋里掏出早已准备好的薄荷叶袁放
在温温的手心上袁 双手合拢轻轻搓
捻尧展开袁然后轻闭双眸袁把薄荷叶贴
在眼皮上遥 我看着袁金黄撒在奶奶脸
上袁轻风微拂鬓边白发袁满脸的享受遥
我也搬来我的小板凳袁 放在奶奶边
上袁小手把薄荷叶搓成野梭子冶袁放在
眉下袁在偷偷瞄一眼奶奶才闭上小眼
儿袁 脸上带着躬月投入奶奶的怀里袁
奶奶脚边的小橘猫也摇摇胡须袁盖上

金黄野被子冶袁在梦里的薄荷丛捂星星
噎噎一直到地上野泛冶起月明遥

我七岁袁记忆的胶卷里袁画面
突然变得冷清院 夕阳碎了一地袁小
橘猫无力地趴在空木椅旁袁直至夕
阳褪去袁也不再捂星星袁只是静静
地望着圆月袁我想袁是奶奶变成了
圆月吧浴在故乡袁每次走夜路袁都会
先望望头顶的圆月是否还跟着我袁
看着圆月里白玉雕镂似的小兔子袁
看着皙白的月明地袁还欣慰地嘀咕
不断院野我不怕黑袁谢谢奶奶! 冶 八
岁袁我离开家乡噎噎八年后的凉夏袁
我再次回到故乡袁在三大娘(三伯母)
家门前花坛里的墙角下袁 寻到两三
丛薄荷遥

野哈哈袁你呀你袁依旧是那么宠
辱不惊遥 冶那时是霞光万道袁我采下
一片薄荷袁搓捻尧轻嗅尧展开尧贴在眉
下袁如沐春风遥

傍晚袁风吹稻浪遥我漫步于稻田
之际袁微微抬颔袁圆月就在我头顶袁
掏出衣袋里向薄荷借的叶片遥

野予您啦浴 圆月浴 冶
野予您啊浴 奶奶浴 冶

渊作者系初二年级学生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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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风吹渊外一首冤
阴王相华渊天津冤

它吹海水的力量袁是由高度
决定的袁分不出胜负

礁石的锈迹袁风袁曾做出过努力
不管怎么用劲去吹
都无动于衷袁它们之间到底谁先于千万年前
来到这片海域袁已无法说清

终于袁它们都安静下来
思考着事物的源头
争执了半辈子袁才磨平那些棱角

生活面前袁它柔软的内心
只能藏在无数鹅卵石中间伪装着坚强

某块境地
行迹于江湖袁在人群里的孤独者
手中袁没有刀剑

相识的人袁也陌生着袁文字只是一帮
沉睡的符号
蜷缩在某个角落袁如果
一粒沙里袁真有三千世界的神奇

足够容身了袁却时常会被
一些世人忽略袁他们在不屑一顾的眼神里
其实袁更加茫然

而我们袁有匮乏也会有丰盈
守着某块境地
取暖袁活在黑夜里袁也像是在白天

王相华袁笔名清心如云遥 有诗发表叶诗刊曳
叶诗选刊曳叶星星曳叶诗歌月刊曳叶扬子江诗刊曳等
海内外三百多家刊物遥 获第七届中国诗歌春
晚 2020年全国十佳新锐诗人奖遥 出版个人诗
集两部袁叶新诗高地曳杂志社长遥

秋雨天渊外一首冤
阴罗裳渊广东河源冤

秋雨连着秋雨
像日子袁挨着日子
院里盛满微凉
父亲去割草喂鱼
母亲在窗花下纳鞋底
不时朝门口张望
秋雨飞奔袁秋雨凌乱
仿佛漂泊的游子
脚步袁踩痛她苍老的目光
雨丝袁述说秋风的细节
母亲身体里
却涌动着惊涛骇浪
她在鬓发上蹭去针尖的寒冷
把牵挂和思念
一针一针地纳进鞋底
我知道母亲的心思
她要让奔波在外的儿子
脚底再厚实一些袁再温暖一些

秋分帖
节令平分秋色
一半馈赠白昼袁一半留给黑夜
山水寂然袁草木知归
蝉声渐行渐远
黄叶纷纷离枝相送
莲藕涉水上岸
野菊风风火火来迎
镰刀平分田野
一半青衫飘逸袁一半黄袍加身
成熟的阳光颗粒归仓
西风倚在枝头袁解开
枫叶羞涩的心事
柿子点亮灯笼袁温暖
秋虫细碎的呢喃
一条平分南北的河流
也把我平分
一半故园欢笑袁一半异乡垂泪

薄荷盛夏的记忆
阴张继飞渊瑞金六中冤

油条，豆浆
阴张永林渊象湖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