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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常说，吃啥补啥。记得从小
我是，别人不吃的，我爱吃，比如：点
心渣渣，麦饭面粒，猪大肠。

提起肥肠，给人印象都觉得不
干净。但我爱吃，比起泡馍，我更偏
爱葫芦头。一周不吃一回，就觉得
食之无味。居住在小县城，十来家
葫芦头馆子吃了遍，挨个吃，轮番
吃，吃得葫芦头端上桌，闭着眼睛都
能分辨出家家的不同。有的口感
嫩、有的汤味浓，有的做法忒，不一
而足，百吃不腻。

久而久之，老在小县城吃，就有
点不满足。总想着能进回西安城，
美美地咥一碗老字号——春发生。

机会来了，进城办事。同学写
了一篇 15万字的童话故事，知道我
身在作家圈，以为有熟人，想托我发
表。其实，我一点也不熟悉。但看
过小说，我觉得思维奇特，想象丰
富，语言流畅生动，章节层次清晰，
比起我读过的童话，绝对是一部能
打出九分的好作品。于是相约去省
作协大院。推荐也罢推销也好，事
办完了，到了饭点，就寻思着去哪里
填饱肚子。

这时候，想起春发生。离南院
门也不算太远。我们二十多年前
在一起读书，毕业后他去了广州日
报社，我留在西安家乡。比起我，

他的经历丰富得多，当过摄影记
者，天南地北采访，见人无数；下海
创办服装企业，并拥有自主品牌。
国内几十位二三线明星是他的影
楼顾客。难得有这样的机会，我们
沿着城墙根，走在古街上，边锻炼
边聊。一会说作品修改，一会聊往
年趣事，两个中年人乐得像刚娶了
媳妇才得了千金，四十分钟的路程
一点也没觉得。

过了饭点，春发生里顾客不是
太多，刚好应了我们相聚聊天的需
要。我们都从事过记者，更容易以
天下奇闻轶事，生出勃勃兴趣并形
成强烈的文化共鸣。于是，趁掰馍
间隙，我给他补课孙思邈有关葫芦
头来历的故事。

或许走路饿了，一碗葫芦头连
同生蒜、泡菜、油泼辣子一样不少
地端上桌，特别酸脆爽口的莲花白
泡菜，各种浓淡飘香的味道立即闯
入肺腑，先烫慰了肠胃，又如沐春
风般，似遇先贤样，让人口腔自然
分泌涎水，似乎都要流下来滴进
碗里。

我这时候根本顾不上说话了，
直接埋头咥起来。就着泡菜吃“葫
芦头”，标配也绝配，吃得十分地
道。习惯性嫌筷子不过瘾，喊来服
务员要来勺子。半勺汤半勺肥肠，

连同小馍块，说真的，都感觉不到吞
咽的动作，从嘴巴到舌根再到喉咙
直抵胃里，像是欢畅的歌声一样，直
接汩汩地流淌着。朋友其实大概并
不喜欢“葫芦头”，但也架不住我的
样子，忍不住捉起筷子。一口下嘴，
还不及咀嚼咽下去，就发出了赞叹：

“美……”
或许真是越饿吃起来越香，或

许小县城葫芦头吃多了，比起老字
号的好吃，我真的不知道怎么用笔，
用什么词语去形容。当时掰馍就贪
心，想着比平时多掰半个。朋友嘲
笑我，现在谁能吃这么多？他还劝
我，年龄增长要迈开腿管住嘴，现在
吃饭不要吃得撑了。他在广州，习
惯了米饭，习惯了蔬菜，餐桌上基本
不碰油腻不吃“下水”。我对他说，
回到家乡，和老朋友在一起，就不要
讲究了。偶尔一次肥腻重盐，也坏
不了你的清规戒律。

果然，一碗葫芦头下肚，朋友
说，酣畅淋漓，过瘾！两个半饦饦
馍，似乎都没咥饱。这种饥饿感像
二十年没坐在一起，聊不完的话
儿。后来没过多长时间，朋友打来
电话说，有编辑商谈发稿事宜。我
相信和期待着他的作品在更好的平
台发表，并被更多的读者阅读与
喜爱。

今天是七夕
我们之间
是一首诗的距离
我在诗的这头
你在诗的那头
我把诗写给你
我们一起吟诵
我们之间
便只有七夕

而没有距离
今天是七夕
在北戴河繁花的街道
我挽着你
我们一起望月亮
为了今夜弯弯的明亮
月亮已行走了
足足一年
经历了秋霜冬雪
经历了春风夏雨
半个月亮爬上来了
成为今夜
我们凝望的风景
今天是七夕
我们之间
只是一首诗的距离
我就抽出
沾满露珠的诗句
在月亮下给你
你吟诵的那一刻
我们已在月亮下
并肩走在一起
晚风吹来
月亮好亮好亮
今夜最美好的事情
就是我挽着你
吟诵着诗
行走在月光里

七夕 ■ 李永刚

韶光长，松花香。
灯下酩酊无人怅。
寒烟芳草，梦境初妆。
为谁狂？
流水凉，烟光烫，
自有时光忆难忘。
悲欢离合，年华芬芳。
莫迷茫！
又是一人背行囊。
灯火阑珊，华灯初上。
云烟过眼，相思难忘。

倚轩窗。
泛黄信笺忆彷徨。
细袖添香，低吟浅唱。
莫道来日方长，
只愿清澈明朗。
情高涨，路尚长。
愿留岁月满庭芳。
经年之后，俯首轩窗。
再寄锦字，道一声：“青春，

别来无恙。”

骊珠荏苒 ■ 李泽

夏去清风拂门槛，
秋来细雨濯城垣，
自古锦绣帝王都，
钟鼓报时塔落雁。
谁不爱长安 !
秦岭蜿蜒葱茏悬，
八水复绕衔云帆。
唐诗宋词多叹美，

城是文化人是仙。
怎不想长安 !
全运盛事到跟前，
流光溢彩巧装扮。
吉祥四宝搭心桥，
奥体中心筑梦圆。
欢迎来长安 !

欢迎来长安 ■ 杨毅波

是谁
用彩笔染黄大地
是谁
用浓妆平分秋色
是你
野菊花
不追大雅之堂
只求沟沟坡坡
是你
野菊花

不媚达官世俗
但愿村村户户
怀娇贵之躯
路人随手可撷
携枫叶层林尽染
伴丹桂装点秋野
默默无闻
朴实无华
即使零落成泥也要把淡淡清香
还给自然

■ 尚恩野菊花

西安到宝鸡之间就是关中平原
西部。关中平原又叫渭河平原，中
间横亘着一条渭河。以前宝鸡到西
安主要有三条路：南线、中线和北
线，渭河是天堑，所以三条路基本都
是沿着渭河平行而修建。

我的老家在凤翔县，地处渭河
以北，所以经常行进在北线上。上
世纪 80年代初，我幸运的从县城考
上了省城西安的一所中专学校，西
宝北线就成了我求知求学的往复之
路。那个年代中专招生率只有
1.5%，上学供给制包分配，所有用品
都是学校发，毕业工作国家分配。
上学那年起，每逢节假日，我总是乘
着凤翔至西安的班车，在西安与凤
翔之间颠簸往返。

每逢开学，我便依依不舍的从
家门口坐车，沿途经过岐山、扶风、
武功、兴平、咸阳到达西安。那时
的班车速度比较慢，公路也比较
窄，沿途站站停，到西安俗称要翻
三沟六坡，需要 6个小时左右才能

到达。沿途经过岐山要翻第一个
沟，然后是比较险要的扶风老县
城，县城在沟底，沟深弯急，事故较
多。过了扶风就到武功镇，原武功
县城，同样在沟底但比较平坦。到
了武功行程过半，要停下来休息 20
分钟，司机和乘客都要下车活动一
下。接下来的行程公路平坦，相对
上车的人也少，平稳的运行似乎更
像摇篮，乘客们大多要眯一会。但
到了兴平秦岭厂和 408厂站，大家
会紧张起来，因为这两个站上来的
人会混杂小偷，大家会看紧自己的
行李和口袋。过了兴平车速会更
快，咸阳到西安是迎宾大道，很快
就到城西客运站了。

平时如是我一人乘车，我便一
路看书，手边紧紧抱着我的包。如
是和同学朋友乘车，我便和大家一
路上聊着、吃着零食，困了就眯一会
儿。学生时代，少年不识愁滋味，一
路上的时光似乎很长，心里也没什
么紧迫感，偶尔观察观察邻人的言

谈举止，看着汽车飞
驰而过时两边飞速
倒退的树影，觉得日
子很慢，又憧憬满
满。那时候父母也
是身强力壮，干农活
是一把好手，每次见
到我回家，脚步都变
得更轻快了。我们
姊妹三个相继都考
上了大学和中专，在
那个年代是非常了
不起的事情，方圆几
十里提起来都知道。

学校时光很快，
转眼三年过去了，我
以优异的成绩毕业被
分配到省城工作。工
作后还是坐班车走西
宝北线。后来西宝高
速通车了，班车走高
速只需要两个半小时
就能到达。再后来自
己有了车，节假日回

家常常只要两个小时就到家，可是我
常常还嫌不够快，大概我的心境不比
做学生时悠闲，时间也不如做学生时
自由了。每次回家时的心情愉悦且
有些急切，总是前一天晚上把东西准
备好搬到车上，第二天早早就醒了，
摸黑出发赶天亮到凤翔，只为吃一碗
新鲜的豆花泡馍。豆花泡馍是专属
凤翔的一道美食，是一道早点，锅盔
切成薄片，在豆浆锅里冒一下，加上
嫩滑的豆花，浇上辣椒油，配一小碟
咸菜，那简单醇厚之香，让人不能自
拔。西安也有豆花泡馍店，不过最好
吃的还是在凤翔县。可别看是县城
小店，往往都要排队，耐心等着来一
碗，你才会真正有回到家乡的感觉。
不吃豆花泡馍时，便是吃面。前一天
打电话告诉母亲明天自己要回家，第
二天母亲会早早擀好面调好臊子汤，
把水烧开坐在家门口等着。远远看
见我的车回来了便疾步到厨房烧锅
下面，我进门二话不说一口气先吃五
六碗臊子面，然后才开口说话，一边
聊天一边再慢慢细品五六碗臊子面，
最后还要吃一碗哨子干拌面才觉得
饱。臊子面的香味是妈妈的味道，真
正过瘾。

前些年母亲还在，我特别爱回家，
每次回家见到二位老人，既感慨光阴
易逝、恨自己陪伴他们的时间太短，又
暗暗告诫自己要珍惜当下，因为当下
的状态也许正是我很多年后会羡慕和
怀念的状态。如今只有老父亲还健
在，我仍然每月回家两次探望。

今年夏天特别想走一走西宝北
线，专门驾车一路慢行，一路追寻上
世纪 80年代沿线的模样。西宝北
线变化很大，沿途路面都加宽平坦
了，武功镇、益点镇路段改道了，不
再经过村庄。扶风县城、武功县城
整体搬迁了，沿途显得人和车都少
了，过去繁华演变成了静谧和祥和。

人走的多了便有了路，路走的
多了便留下辙，辙是车留在大地上
的印，也是留在我心里的印。西宝
北线是我永远的记忆，更是永远的
乡愁。

记忆，西宝北线 ■ 周旭东

进城咥碗春发生 ■ 高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