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6
2022年88月33日 星期三三 编辑 周周琳琳琳琳 美编 王涛

副刊

□ 周衍会
我第一次吃西瓜，是上

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暑假，
父亲到县城开会，回来时带
回一个西瓜。彼时，西瓜还
是稀罕物，我只在图片上见
过，绿皮、红瓤，瓤上点缀着
黑黑的籽，一看就让人垂涎
欲滴。

天热，晚饭在院子里吃。
父亲本来说好了，晚饭后才
吃西瓜，但小弟等不及了，他
看到母亲在厨房里忙活，吵
闹着要先吃瓜，不然他就不
吃饭。祖父一向惯着小弟，
就说：“那就先吃瓜吧。”话音
刚落，小弟就像弹簧一样蹦
了起来，将浸在水桶里的西
瓜抱了出来，乐得合不拢嘴。

西瓜一切开，我们三个
孩子就抢先动了手，院子里
顿时响起一片“喀嚓”声，那
副吃相让人想到小人书里的
猪八戒。

那个西瓜可真是甜，薄
皮，红沙瓤，瓜汁流到手上，
黏黏的，舔一下，那手也变成
了甜的。当母亲做好饭，桌
上只留下一堆狼藉的瓜皮
了。父亲说：“你们这几个馋

鬼，也不知道给你妈留一
块。”

“没事、没事。”母亲笑
了，说，“看你们吃的，这不是
还有红瓤吗？扔了多可惜。”
说着，母亲拣那些没啃净的
瓜皮，啃了起来。我们在一
边看着，有些不好意思了。
小弟说：“妈，等我长大挣钱
了，天天给你买西瓜吃。”小
弟天真的一番话，逗得全家
人都笑了。

就是那些西瓜皮，母亲
也没舍得扔，洗净后，腌在咸
菜缸里。后来，看到母亲吃
窝头时，就着腌好的西瓜皮，

“喀嚓喀嚓”吃得很香，我和
小弟也忍不住夹起一块，放
进嘴里，一嚼，又咸又涩，当
场就吐了出来。

这就是我第一次吃西瓜
时的印象，一个西瓜几乎全
进了我们兄妹的肚子，母亲
只能啃啃瓜皮。

后来，生活慢慢好了，西
瓜什么时候想吃都能吃到，
但不知为啥，我却再也吃不
出 当 年 的 那 种 味 道 和 感
觉了。

前些日子母亲过生日，

我和弟弟、妹妹一家，浩浩荡
荡回到老家。老屋立时热闹
起来。母亲做了满满一桌
菜，仍嫌少，还要炸茄盒、土
豆盒，说孩子们爱吃。进厨
房前，母亲说：“你们先慢慢
吃着，我很快就来。”

天很热，桌上的菜热气
腾腾，泛着油花，看着就没胃
口。倒是桌子边上的一盘凉
拌菜引起了大家的兴趣：红
红白白的，细长条，上面点缀
着几片香菜叶。“这是啥？”小
弟抢先夹起一片，丢进嘴里，

“哎，是甜的，好吃！”他又夹
起一筷子。

“怎么，看不出来？这是
西瓜皮，去掉外面的硬皮，用
盐卤一下，加白砂糖，少量米
醋，吃了开胃。”父亲说，“你
们也尝尝，怎么样？”

我夹起一块，放进嘴里

一嚼，又凉又脆，酸酸甜甜
的，味道果然不错。当母亲
满头大汗端着炸茄盒出来
时，那盘凉拌西瓜皮已被吃
光了。母亲看着空空的盘
子，笑了：“你们怎么也爱吃
西瓜皮了。当年，你们可是
连瞅都不瞅一眼的。”说着，
母亲坐下来，顺手拿起一块
孩子咬了几口的西瓜，啃了
起来，吃完，抹抹嘴，说：“看
看你们，这瓜只咬几口就不
吃了，多浪费……”

我和弟弟、妹妹面面相
觑，一时都有些百味杂陈：小
时候吃不起西瓜时，我们吃
瓜瓤，母亲只能吃西瓜皮；现
在生活好了，母亲做的凉拌
西瓜皮，却被我们一抢而光，
她只能吃孩子吃剩下的瓜
瓤……

瓜瓤和瓜皮

□ 张修东
在莱芜老家上学那些

年，我对村里人一直很尊崇。
他们不光热恋故土，固守面
朝黄土背朝天的古训，朝着
一亩三分地使劲，后来靠特
色种植“莱芜三辣一麻”（葱
姜蒜和花椒）有了可观的收
入，而且对土地的感情日渐
深厚，他们总觉得，如果不缺
胳膊少腿，让土地荒着、闲
着，人家会笑话的。

那时，谁家房前屋后都
是自己动手，拾掇出一块地，
种点啥，黄瓜、茄子、豆角、辣
椒……能种就种，应有尽有。
还有，在那沟沿墙角匍匐满
地的绿色滚地瓜，其中南瓜
并不稀罕。院子稍大些的，
自建压水井，前池后圃，“春
栽玉籽近柴门，夏结金瓜似
小盆。”最为得意。

离开农村，到矿区做工，
除了自家阳台上用塑料泡沫
盒子种点韭菜小葱，别的就
不想了。秧子类瓜果蔬菜如
丝瓜、南瓜，更不敢操作。

唯独底层相对勤快的住
户，小院一片悠然，晒背种菜
兼收，基本能满足家人吃菜，
不过，南瓜也是很少种的。
除非在楼顶搭个架子，还得
经得住风刮鸟啄。

亚太假日花园楼下的住
户，是个勤力人。我每天晨
练必经院前，那一枚枚金黄
金黄的南瓜花，像一只只能
吹出响声的小喇叭，摇曳身
姿，晃悠脑袋，彼此之间做着
该做的事，譬如授粉。

仔细观察一会儿，在两
人多高的木质瓜架上，开满
了大小不一的花儿——— 南
瓜花。

绿叶丛中，枝丫吐出的
柔细如麻的丝，弹簧一般螺
旋上升，有几根新丝已经伸
出老远，还没有来得及触及
瓜架枝干，它们悠然自得的
样子，恰似一个初学走路的
幼儿，站立不稳，摇摇欲坠。
有触及枝干的，将够得着的
枝干一把揽入怀抱，自然锁
住，还缠绕上几圈。有“稳坐
钓鱼船”的，已经幻化成无线
电台发射线的形状，长长的
须，吸吮阳光雨露，是在呼叫
呐喊什么，还是跟附近的花
儿发出信号，不得而知。

南瓜，是善于听从人为
指引、铺平攀爬道路的。你
给它搭多大、多高的舞台，它
就有多大的发展平台、多高
的施展讲台，如果顺势而上，
可以爬到一层楼高。南瓜，
还是脾气好的瓜、善于融合
的瓜，与葡萄架共用一块领
地，善心做好邻居，它们各长
各的，互不搭言，互不掐架，
倒 是 分 别 成 就 了 一 番 事

业呢。
人说：季节，每个食客的

定时闹钟。实际是在说，春
吃芽、夏吃花、秋吃果、冬吃
根，什么季节吃什么菜，尽量
不吃反季蔬菜。而南瓜生当
其时，全身是宝，成为人们首
选。百度了一下，南瓜的瓜
藤平肝和胃，种子除湿驱虫，
瓜蒂医治牙疼，瓜瓤疗疮治
臃肿，瓜叶治疗刀伤，南瓜花
增强免疫力……对健康养生
有益，对人体微循环有利，难
怪被人们奉为至宝。

南瓜家族产品中，我尤
爱南瓜花。在老家时，母亲
曾用南瓜花作料，熬制一锅
南瓜花鸡蛋汤，金灿灿，顺溜
柔滑，那股甜甜的味道，至今
难忘。

现在生活好了，家人变
着法子吃，由原来的吃饱演
变为吃好、吃营养。随着视
野的开阔，在适合的季节，这
几年，我家自是时不时炸一
盘南瓜花。

我只知道南瓜花雌雄花
同株，谎花即雄花，果花即雌
花。至于哪个是雄花，哪个
是雌花，我却分不清。儿时

的记忆在心底储存，心中有
时默默哼唱起儿歌：一朵花，
一个瓜，摘了它，少个瓜。于
是，在离社区不远的亲戚家
菜地，我更是不敢轻举妄动，
生怕掐错花，由此殇了瓜。

这天，母亲有选择地摘
了一兜南瓜花。

将南瓜花洗净晾干，然
后盆中倒入面粉，磕几只鸡
蛋，少量水拌匀。面粉稀稀，
鸡蛋黄黄，食盐少许撒上，合
乎比例搅拌，颜色浓烈。

这时，如果面糊太稠，炸
南瓜花成了只吃面糊，失去
了炸花的本意；如果面糊太
稀，又挂不住南瓜花，很容易
干炸南瓜花，不但吃多了容
易倒胃口，而且成了酥花，失
却了原始味。

时机成熟，温火入锅，炸
至鹅黄，鲜嫩爽口，油而不
腻，确实是一种美味，令人食
之不忘。这时才领略到：人
间有味是清欢。切身体味
到，美味，多来自大自然。

盛夏至衰，否极泰来，初
秋入道，美味牵引，炸一盘南
瓜花吃，成了近期的一个
愿望。

秋来话“贴膘”

□ 孟祥海
今年8月7日立秋，时序

进入秋季，民间自古就有“贴
秋膘”的说法。所谓“贴秋
膘”，就是因夏天酷热，人们
普遍缺乏胃口，立秋这天，把
夏天的损失“补一补”。

在物质生活相对贫乏的
过去，人们“贴秋膘”，首选味
厚的美食佳肴，当然就是肉
了，“以肉贴膘”是人们的普
遍共识。这一天，普通百姓
家吃炖肉，讲究一点的人家
吃白切肉、红焖肉，以及肉馅
饺子、炖鸡、炖鸭、红烧鱼等。

如今，在物质极大丰富
的今天，“减肥”成了人们普
遍关注的话题，所谓“贴秋
膘”的习俗，似乎早已不被人
重视。不过，对于“立秋”这
天的许多文化传统习俗，了
解一下也很有必要。

比如，民间有“咬秋”的
习俗。自古以来，人们相信
立秋时吃瓜可以免除冬天和
来春的腹泻，这在天津一带
尤为盛行。据《津门杂记·岁
时风俗》记载：“立秋之时食
瓜，曰咬秋，可免腹泻。”有的
农人更直接在瓜棚里啃西
瓜、啃香瓜、啃山芋、啃玉米
棒子等，既是基于传统，更是
抒发一种丰收的喜悦心情。
在清代，人们在立秋的前一
天把瓜、蒸茄脯、香糯汤等放
在院子里晾一晚，于立秋当
日吃下，以清除暑气，避免
痢疾。

江南一带，有立秋日吃
西瓜的习俗；杭州一带有吃
秋桃的习俗，立秋日一家人
每人一个，吃完把桃核留下，
到除夕晚上吧桃核丢进火炉
烧成灰，可避免一年的瘟疫。
在四川东西部还流行喝“立
秋水”，即在立秋的正刻，全
家人每人喝一杯，据说可消
除积暑，秋来不闹肚子。在
山东莱西一带，立秋流行吃

“渣”，即民间用豆沫和小青
菜做成的小豆腐，并唱：“吃
了立秋的渣，大人孩子不呕
也不拉。”其实，也是为了防
范秋季疾病的发生。

此外，过去民间还有“秋
社”的习俗，就是祭祀土地神
的日子，在一些地方，至今仍
流传有“做社”“敬社神”“煮
社粥”的说法。

当然，立秋与农事的关
系最为密切。俗话说：“七月
立秋慢溜溜，六月立秋快加
油。”“立秋拿住手，还收三五
斗。”立秋后要注意加强农业
管理，所谓：“头伏芝麻二伏
豆，晚粟种到立秋后。”“立秋
棉管好，整枝不可少。”都是
经验之谈。

总之，在过去人们把“立
秋”这个节气看得很重，无论
是生活上还是农业生产上，
它不仅标志着时序进入秋
天，更昭示着一个收获的季
节正向人们走来！

与南瓜花有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