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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12月7日 文艺副刊我看改革开放我看改革开放4040年年（（19781978--20182018））

蒸蒸蕴日上 灼灼熠芳华
吴连环

从古至今，延庆因地理位置
重要，人口流动频繁，产生多地
域的文化融合，形成了独特的方
言和饮食文化。“王者以民人为
天，而民人以食为天。”饮食决定
着人类的生存和国家的兴亡，但
无论山珍海味或是粗茶淡饭，烹
制上都离不开炊具，而我的叙述
就是从做饭的器具说起……

我出生在农村，家家户户都
是烧大锅睡土炕，盖锅的家什称
为“虹（jiàng）蓬”，是用生长在田
野里细长的稗草编成，手艺人将
稗草拧成一束，由中心一圈圈的
向外延展编制，够大时收口缩
编，编好的虹蓬背部蓬起，像一
口倒扣的锅，弧度和层次感很像
彩 虹 ，延 庆 人 把 彩 虹 叫 虹
（jiàng），所以这种锅盖被称为虹
蓬。天长日久受蒸汽熏染，虹蓬
颜色从鲜亮土黄色渐变成褐色，
水蒸气既杀菌又除虫，晴天放院
中暴晒除湿，因此并无异味，反
而会散发出淡淡青草香，编制紧
密的虹蓬结实耐用，其顶部留有
直径约十厘米的孔，搬取时可作
抓手，做蒸食时需在孔处倒扣一
个碗或塞上湿布，便于控制锅中
温度。

在物资匮乏的年代，心灵
手巧的娘总能将粗陋的食材制
作成若干花样和不同口味，小
米干饭汤、蒸山药丸子、贴饼子
熬大菜……揭开热气腾腾的虹
蓬那一刻，总能让我看到惊喜，
虹蓬见证着坚韧善良的娘为了
家无怨无悔的付出。

虹蓬虽其貌不扬，却朴实

无华。如果它恰好在窗台上晾
晒，那么阵雨天淘气的我可将
它作为大伞挡雨；炎炎烈日时
支起来当成巨大的草帽遮阴。
但从这些日常小事上实难看出
虹蓬的优势，发挥虹蓬极致作
用应属煮粽子和蒸馍馍了。

每逢端午，经过娘的精心
制作，大锅煮出的粽子软糯香
甜，令人唇齿留香，粽叶香、稗
草香和糯米香混合的香味沁人
心脾。

寒冬腊月蒸馍馍更是农
村人过日子的一件大工程，场
面热闹，气氛火爆，从馍馍的
香气中，人们嗅到了年节的味
道，激起人们心潮澎湃的“馋
年”祈盼。这个时令，娘会将
黄米面和玉米面掺匀揉成面

团放在炕头，使面醒发。第二
天开始蒸制，舀好半锅水支上
口篦，铺上白菜叶，将面团压
扁包上豆馅，团成半球形的馍
坯，摆满篦子，盖严虹蓬扣上
碗，锅底架上树枝等硬柴，随
着柴火噼里啪啦的燃爆声，水
温升高至沸腾，虹蓬内有足够
的空间让蒸气充分流动，浸润
和拥抱每个馍宝，倒扣的碗防
止蒸汽跑掉，保持恒温。虹蓬
被袅袅的蒸气包围着，香味透
过稗草间的缝隙钻出飘散开
来，渐渐地，院中和街上开始
弥漫着稗草的清香和馍馍的
面香。大约两个小时，香喷喷
金灿灿的馍馍可以出锅了，揭
开虹蓬的瞬间，热浪扑面芳香
四溢，此时应了柳宗元的“垂

涎闪舌兮，挥霍旁午”，我们捧
着碗大快朵颐。如若把虹蓬
换成其他材质的锅盖，馍馍的
味道也将大打折扣。

虹蓬覆盖下的大锅像一个
魔术世界，变出的食物带给我
太多的快乐，但也有令人伤心
惭愧的事。

在我六岁那年的深秋，家养
的几只鸡仔长成了半大鸡，它们
只有头顶、翅尖和尾巴上有几根
鸡毛，冻得好可怜。于是在父母
去生产队劳动时，我将鸡仔全部
抓住，想起娘从大锅里端出的饭
菜都是热乎的，就放锅里吧，惊
恐的小鸡狂扑乱蹦，我费力地盖
上虹蓬又塞上擦布，然后就出去
玩了。日落黄昏，我回到家，娘
正在发脾气，因为小鸡全军覆没
了，我“勇敢”地承认了干的“好
事”，娘轮起笤帚对着我屁股一
顿狠揍，吼着“等着卖鸡蛋买面
呢……”我心里记恨着，发誓长
大挣钱了，天天煮鸡蛋。

我参加工作后，逐渐明白当
年家里的拮据状况，常言说：一
分钱难倒英雄汉，理解了父母为
家的操劳和无奈。国庆节，娘又
张罗了一桌丰盛的午餐，我讲笑
话似的提起“蒸”鸡事件，娘瞬间
红了眼圈，一脸尴尬：“那个……
我去端炖鸡”，在她出屋的那一
瞬，我分明看到她难以抑制的泪
水簌簌落下，一种酸楚弥漫在我
心间，打在我身疼在娘心，或许
生活的重压有时候也会无奈地
碾压生命的尊严！

去年，家里翻盖房，安装了

天然气，土炕、大锅被拆除，于
是虹蓬彻底没有了用武之地，
娘舍不得扔，多少年的一日三
餐锅边灶台转，虹蓬相伴久了，
早已有了难以割舍的情结，她
小心地将虹蓬搬到闲屋里存放
起来。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虹
蓬几乎是延庆农村家家必备的
家什，从玉米面菜窝窝到馒头
米饭红烧肉……虹蓬见证了几
代人拼搏向上的精神和智慧，独
特的味觉审美和传统饮食。改
革开放四十年，国家像腾飞的巨
龙，经济繁荣，科技文化发达，党
和国家的事业蒸蒸日上，饮食文
化的发展与丰富，让人们对饮食
的要求，从粗劣到精致，从单纯
渴望温饱到讲究色香味和营养，
表达了人们一种享受生活的态
度，对高品质生活的追求！

如今，美好快乐的日子在
四季更迭中旖旎前行，丝丝乡
愁总在不经意间流淌过心田，
念念不忘的是潇洒快乐的童年
和对父母的牵挂，功不可没的
虹蓬也成为特殊的存在：蒸蒸
蕴日上，灼灼熠芳华，惊艳了岁
月，染香了时光。它诠释了生
存的不易，蕴含着生命的喜怒，
也让我感受到整个社会从曾经
的缺衣少吃，发展为丰衣足食
的历史变迁。小中见大，我真
切地感受到在党的伟大领导
下，人们的生活正发生着翻天
覆地的变化，国富民强，让我无
比珍惜眼前的幸福生活，内心
也更加坚定：永远跟党走！

关于首届妫川文学奖评选
及相关资助奖励结果的公示

中国国际文化交流基金会
和北京市延庆区作家协会，依
据慈善法、合同法等国家法律
法规及区作家协会章程，设立
妫川文学发展基金管理委员
会，用于开展妫川文学奖评选，
资助区籍作家、文学爱好者出
版文学作品，鼓励区内作家冲
击国内外文学大奖。2018 年 9
月19日，开始首届妫川文学奖
评选及相关资助奖励的申报工
作，至 2018 年 10 月 31 日，共有
12 人申报妫川文学奖，申报作
品均符合要求，其中申报长篇
小说 2 人，中篇小说 1 人，短篇
小说（含小小说）4人，散文、报
告文学4人，诗歌2人；6人申请
资助出书，其中申请出版散文
随笔集 2 人、小说集 2 人、诗歌
集2人；1人申报冲击国内外文
学大奖。

2018 年 11 月初，妫川文学
发展基金管理委员会邀请国内
知名作家、编辑家邱华栋、杨晓
升、胡晓舟、周李立、李成强、桑
榆组成评委会，对申报文学奖
作品（匿名）进行打分评选，对
申报资助书稿（匿名）进行审读
提名，审评工作日前完成。现

将结果公示如下：
一、妫川文学奖
1、长篇小说：

《暗斗》（中国文联出版社
2016年5月出版），作者：张和平

2、中篇小说：
《虎爷》（发表于《北京文

学》2017年第4期），作者：北狼
3、短篇小说：

《祭驴》（发表于《北京作
家》2017 年第 1 期），作者：杨
东旭

《荒芜的土地》（发表于《北
京作家》2016年第3期），作者：
孙国强

4、散文、报告文学：
报告文学《世界屋脊上的

北京门巴》（发表于《北京文学》
2016年第8期），作者：林遥

散文《印象海坨》（发表于
《京郊日报》2017年7月13日），
作者：孙广勋

5、诗歌：
空缺（根据评委建议，经妫

川文学发展基金会管理委员会
批准，本届诗歌奖评选无法达
到预期目标，奖项空缺）

二、资助出版图书
1、小说集《家宴散后》，作

者：赵万里
2、散文随笔集《微幸福》，

作者：孙广勋
3、诗歌集《等待秋天》，作

者：连禾
以上3部作品，获得妫川文

学发展基金出版资助。
三、鼓励冲击国内外大型

文学奖
长篇小说《暗斗》（作者：张

和平），2017年12月获得第十三
届金盾文学奖。经评委会审
议，同意将该奖项列为省部级
文学奖，进行相应奖励。

现将评奖结果予以公示，
公示期截止于 12 月 14 日。在
此期间，如发现有不符合评选
条件的作品，请向妫川文学发
展基金管理委员会反映；如需
查看评选结果，可到延庆区文
联3204室。

公示日期：2018 年 12 月 7
日至12月14日

联系电话：（010）69186426
联系人：郭强 孙国强

妫川文学发展基金管理委员会
北京市延庆区作家协会

2018年12月7日

虹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