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母亲的萝卜小菜
裴庆美

“立冬萝卜赛雪梨”。意思是立
冬以后的萝卜，甘甜多汁，爽脆利
口，最好吃。

小时候家里也种萝卜，记得每
到立冬之后，母亲都会在院子里挖
一个很深很深的地窖， 然后把萝
卜放里面，每到吃时，母亲便会
到地窖里拿几个出来。 母亲说
萝卜只有这样放才新鲜。 还别
说，地窖里的萝卜都带着新鲜的
泥土， 连叶都支棱着， 根须完
整，青的青，白的白，颜色鲜亮分
明。

母亲总能把素朴的萝卜弄
出好多花样来吃。 一个小小的
萝卜，在母亲眼里没有一样瞎的
东西。 萝卜叶，有的人家都直接扔
掉，或是拔下来喂牲畜。 母亲是
舍不得的， 她会把萝卜缨齐齐
地切下来，洗干净，切成丁，撒
上盐，淋上香油，放一白瓷盘内当

小咸菜吃。 青绿的萝卜缨，有了
白瓷盘的衬托，愈发绿色可人。
这样的青绿小菜， 配一碗小米
粥的金黄，看起来精致，吃起来
舒畅。

年节的时候，母亲喜欢炸萝卜
丸。 母亲做的萝卜丸，与别家的又
不同。 别家炸萝卜丸，通常大刀剁
剁，拌上面，搅成糊，用手攥一
把面糊在手心里， 然后一个一
个挤出来，丢进油锅。 那样炸出来
的萝卜丸，大而粗糙，外面炸得糊
七燎八，里面有时还熟不透，不好
看，也不好吃。母亲却讲究，她总是
把萝卜剁得碎碎的，面里磕上一个
鸡蛋，放点小苏打，匀匀地搅。炸的
时候，母亲也是用一把小勺，一勺
一勺地往油锅里放， 丸子小小
的，在油锅里飘着，金黄时捞出
来，一个个膨松酥脆，不想多吃都
刹不住。

素常， 母亲炒萝卜条给我们
吃，萝卜炖粉条，是我们的最爱。有
时，太阳好的时候，母亲还晒萝卜
干。 手指一样粗细长短的萝卜条，
被母亲摆盖帘上，搁屋顶，不几天，
萝卜条就干瘪缩小许多， 撒上盐
与五香面，就成五香萝卜干了。
萝卜干筋道，有嚼头，就馒头极
好。

有种圆圆的红心小萝卜，味道
甘甜，脆生生的，是最适合生吃的。
母亲每每把红心小萝卜切成细细
的丝，只放糖和醋调拌，颜色鲜艳，
口感绝妙，水果一样。

想着母亲做的各式萝卜小菜，
突然就馋起来，我准备学母亲做几
样吃，可是经过半天的忙碌，尝尝
哪样也不是当年的味道。 那一刻，
想母亲的心，生疼。原来，我心心念
念的，不是萝卜，而是蕴含在萝卜
里的母爱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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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冬储菜忙
耕耘

天冷了，人们出门少了，但是这几天我们院里
反倒热闹了许多，有吆喝卖白菜的，有招呼买大葱
的。 随着叫卖声院子里很快聚来了许多上年纪的
人，他们明知今天再冷市场上也不缺鲜菜，但还是
你提一捆葱，他称一秤菜。 虽然数量上比以往少了
许多，但是依然那样热情洋溢，这也许是人们多年
来对冬储蔬菜情感的一种怀念和寄托。

这场景和氛围让我忆起冬季储菜的件件往
事。 那时冬天几乎没有鲜菜可买，人们都是在入冬
前大量储存越冬菜。 储存办法主要有四种，一是窖
藏白菜。 就是在空地上挖个深约两米的方形大坑，
在其一端留个出口。 坑面上先搭些木棍、树枝，上
面铺玉米秸，玉米秸上覆盖厚厚的泥巴。 为利于排
水，窖顶中间高四边低。 地窖里主要储藏大白菜，
也有少量菠菜、香菜。 大白菜入窖前，首先要晾晒，
让它表面的水分挥发一些。 还要把菜帮捆绑好，防
止外层绿叶脱落。 白菜摆放在窖底后要经常检查，
把黄叶、烂叶及时扔掉。 窖内温度不能过高，要适
时掀开搭在窖口的草帘通风。 遇到晴天还要把白
菜搬出来晾晒。 这样才能使白菜安全过冬并保持
鲜嫩。二是瓶装西红柿。首先把输液用的玻璃瓶刷
净晾干， 然后把优选洗净的西红柿切成条状装入
瓶内，压紧瓶塞，并在瓶塞上插入注射针头。 最后
把装了西红柿的瓶子立着放入锅里， 大火蒸半个
小时。 关火后，掀开锅盖，迅速拔出针头，为预防瓶
内污染，还要随手在瓶塞针眼处趁热滴上腊油。 这

样做出的西红柿酱色美味鲜，能长时间保存。 西红
柿酱主要做面条卤用， 做卤时油锅里葱花花椒一
爆，西红柿酱一烹，不但浓郁的香味会强烈刺激味
蕾，光是鲜红的颜色就足以让你垂涎三尺。 三是腌
制咸菜。 腌菜一般用瓷缸，里面放的水必须是晾凉
的开水。 有许多菜可以腌，主要是白萝卜、芥菜，有
时也腌少量红萝卜、梅豆角、尖辣椒、拉秧小黄瓜，
总之只要是洗净的菜样样可腌制。 一口菜缸里，长
短粗细，红白黄绿，头东尾西，你拥我挤，满满当
当，看一眼就高兴。 那时候人们吃饭简单，一到冬
天，许多人手上托个汤碗，手心掖个窝头，窝头里
放块咸菜，咬一口窝头，啃丁点儿咸菜，喝一口米
汤，吃起来很是有滋有味。 讲究一点的，白萝卜切
丝，外加红萝卜丝，再淋少许的食醋和两滴小磨香
油，咸、酸、脆、香，不由你不满口生津。 也有人将腌
好的白萝卜切条晒干， 食用时把浸出盐巴的干萝
卜条上锅一蒸，就通体成了深红色，用醋和香油一
调，绵软喷香，口感别具风味。四是晾晒干菜。能晾
晒的菜主要有白萝卜、红萝卜、北瓜、白萝卜缨等。
吃的时候只要先用冷水浸泡， 再炖着吃炒着吃随
你便。 除了上述四种储菜方法，也有把北瓜摆放在
屋里， 把红白萝卜埋在土里储存的， 但因不易保
存，为数不多。

群众有丰富的生产和生活经验， 普普通通的
菜种，在他们的手下，就都变成了美味菜品，让寒
冷单调的冬季生活充满温暖、温馨和快乐。

悠悠岁月酸菜香
张燕峰

当菜农推着一车又一车的白菜
沿街叫卖的时候， 看着绿盈盈如翡
翠一样的叶子和晶莹剔透白得可爱
的菜帮，心中总会涌起阵阵柔情，如
潮似浪，温柔地拍打着我的心房。 我
知道， 那是自己的一颗心与岁月深
处那段酸菜飘香的时光在温柔地缠
绵。

深秋时节， 妈推着手推车到集
市上买来几百斤大白菜。 一半用旧
报纸包好放在阴凉的屋子里作为
冬贮的蔬菜， 一半在大铁锅内仔
细淘洗干净。 爸早在院子里拉起
一根长长的晾衣绳， 我们便七手八
脚地把洗干净的白菜倒挂在上
面。

终于迎来了腌渍酸菜的日子。
妈会把洗干净的菜缸小心翼翼地挪
到屋角， 把失了水分的白菜一棵棵

齐整整地码到缸里， 码一层白菜撒
一把块盐，直到放满，然后把晾冷了
的开水倒进去，直到没过菜。 最后，
妈还要在上面压上一块青石头。

于是，此后的每一天，我就盼望
着吃酸菜。 我总是追着妈问：什么时
候能吃呢？ 妈一愣， 随即明白了过
来，摸摸我的头，笑着说，这孩子，得
二十多天呢。

我便掐着指头算，有时实在馋，
乘妈不注意偷偷地掀起石头， 悄悄
撕下一片菜叶。 哇，又苦又涩，赶紧
跑到院子里吐掉。

可心中的期冀却如花蕾渐渐膨
胀。一天，妈说，酸菜腌好了。我压抑
着心中的激动，安静地坐在桌前，看
着妈认真地洗手， 擦手， 妈神色庄
严， 那一丝不苟的样子像是举行一
个盛大的宗教仪式。 一会儿，妈便端

上来一盆酸菜。 酸菜色泽微黄，放在
精致的白瓷盘子里， 散发着诱人的
香气。 我像嗷嗷待哺的小鸟，急切地
伸出手去， 接过母亲从菜帮上撕下
来的一缕缕细细的酸菜，水灵灵，脆
生生，尝一口，心就这样醉了。 多年
之后，这温馨的一幕，仍历历在目，
那是任斑驳的岁月都无法剥蚀的记
忆。

酸菜的吃法很多， 最寻常的吃
法是与粉条凉拌。 粉条湿滑的像一
条条快乐的鱼，酸菜清新爽口，浇上
几滴花椒油，撒上一把葱花，再撒上
一点点盐。 白黄相间，点缀星星点点
的绿，看着就赏心悦目，我贪婪地吃
着，酣畅淋漓。

只有在过年的时候， 母亲才会
把猪肉切成片， 在滚烫的铁锅上翻
炒一会儿，再撒一把白糖，直到猪肉

出了油，肉片变了色，然后再放入酸
菜和各种干菜。 灶下淡蓝色的火苗
舔着锅底， 锅里咕嘟咕嘟地冒着香
气，整个屋子便氤氲在一片浓香里。
我贪婪地翕动着鼻子， 舍不得离开
屋子半步。

几个小时后，母亲停了火，给我
盛上满满一碗，肉片肥而不腻，酸菜
和其他菜则沾满了油， 变得湿滑糯
软。 我大快朵颐，不免天真地想，天
上的神仙大概就是天天能吃上如此
美味的食物吧？

而今，看着小贩车上的大白菜，
似乎空气中也弥散着酸菜的清香。
岁月悠悠， 而当年为我精心腌渍酸
菜的人已垂垂老矣， 回想那些酸菜
飘香的日子，心中既甜蜜，又惆怅。
在浩荡的寒风中， 我禁不住眼泪泫
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