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冬日周末，回到溪下家里，车未停稳，就开始喊
小猫咪咪。

咪咪应答着，朝我们极速跑来，嘴里“呜泠呜泠”
声音不断，配合着四只脚的颠簸，变成一连串的颤音
……

几天不见，咪咪也想念我们了。
老公公过来，跟我说：

“昨日隔壁家里杀狗了，那只白狗……”
“啊，小白狗，杀了？”
我一听，惊呆了，一时间不敢相信，眼泪都要下

来。那只温和善良、任我家咪咪欺负也不动怒的小
白狗，被杀了？怎么事先一点也没听说起？

老公公说他也一点不知情，从未听邻居说起过，
这小白狗时常跟在他后面，有时还跟去村里老年会，
突然杀了，他也蛮心痛，不过嘛，老人家说：

“他自家的狗，想要几时杀就几时杀。”
倒也是，农村嘛杀狗是寻常事。老底子过年，看

门狗也不是随便杀的。到年底，往往是“猪哭猫叫狗
笑”。猪，是肯定要杀的，当然只有哭；猫，开春了要
发情，叫春；狗呢，有骨头吃开心，笑。

小白狗却一下没了。
要是早点知道，无论如何我也要买下它，留住这

只善良小狗的性命。
小白狗浑身雪白，就两只眼睛和鼻唇尖是黑

的。每天，小白狗迈着小碎步，朝我家“唧唧唧”走
来，那双温润的、有点发瓷的善良眼睛，朝你看着，头
抬着，希望得到你哪怕一丁点的爱意。那一次，我被
它的眼神打动，抚摸了它朝我扬着的长嘴巴上面的
部位，它把头低下去、低下去，身子朝你挨过来、挨过
来，那种隐忍的……欢心，真让人动容。

它来邻居家时间不长。据说是朋友家拆迁，租
住的房子养不了才送到这边来的。邻居还不想要，
那朋友说“要杀要养随你怎么处理”，这才接受下
来。一只宠物狗由此变成土狗，许多习性都随之改
变，但小步走路的习惯不可能改变，于是成了一只走
着小碎步的乡村土狗。

到我家来，小猫咪咪早早发出警告，眼睛乌珠突
出，身子紧缩在地，屁股翘起头埋得低低，两只后足
急促调整位置，一副瞄准了猛扑过去的样子……小
白狗见状，呆立一阵，慢慢转过身子，迈起小步，摇着
屁股，“唧唧唧”走掉了。

真是应了一句“猫娘舅狗外甥”的古话。
慢慢地小白狗敢于面对小猫的挑战了，迎上来，

一任咪咪扑抓，只要不是太过火，一般也都忍让。真
要惹得它火起，也会抓狂发怒，调皮的咪咪早逃到菜
园的栅栏后，快速甩动尾巴，一副得胜模样。好性子
的小白狗也就不再计较，发出“吱呜吱呜”的声音，好
似收场前的小小抱怨。

俩家伙前不久刚过了斗争期，在我家廊檐下开
心嬉戏，咪咪将半个身子都伏在小白狗的脖颈上，亲
昵得不行，我随手拍下几张照片，没想到成了最后的
怀念。晚上咪咪睡椅子，小白狗睡门前地毯，俩家伙
终于跨过物种的鸿沟成为伙伴，不再形只影单。

这两天晚饭后，我在跟咪咪玩的时候，它有时会
忽然停止动作，痴痴朝门前小路看去……那里什么
动静也没有，它再也看不到，夜色中的一团白色，碎
步摇摆着走向我家了。

不知小猫会有多久的记忆。
碰到邻居说起小白狗，他说那狗杀了还没吃呢，

冰箱里冰着。我惊问他不吃为什么要杀它？原来只
不过是为着这条狗太老实，冬天容易被人偷吃，才自
己先下手为强，乘杀狗师傅在，顺便将它杀了。

呜呼。
每次想起那双温润的、有点发瓷的善良眼睛，我

的内心就涌起无限愧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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旁听记
边缘

□风丫

今天早晨，几个阿姨要帮我们去搞卫生，我
顺路去接她们。她们叽叽喳喳地上了车，我看到
了一律的花裤子。一共上来了四个阿姨，她们和
我妈妈的年龄一般大，所以，我叫她们阿姨。不
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阿姨不只是一种称谓，而
是一种职业，让我有点无所适从。

我没想到她们那么健谈，以至于我播放的莫
扎特的钢琴曲在她们的谈话声里几乎全部被淹
没。她们的话题也真广，首先涉及的话题是化
妆。我从来没有想过，看起来并不时尚的她们，
谈起化妆来还是津津乐道的。她们也谈口红，也
谈补水霜，也谈面膜。我听着听着，不由得紧张
了起来。原来像我这样，只在冬天用大宝缓释一
下皮肤干燥的女人，真的是稀有动物了。我转过
头去看看，她们一律纹了眉，也有淡淡的妆容。
她们很自在，吃着早餐，一点都不做作地大声地
说出自己的感受。

第二个话题是网上购物。她们谈自己网上
购物的经验，以及体会。她们说在网上买清洁球

的价格。有一个阿姨说，网络真好，在实体店买
清洁球很贵，质量又差。在网上买，可以买到很
好的很便宜的东西。有一个阿姨在网上买塑料
桶、橡胶手套、拖把等等，一切都是她们工作当中
要用的物品，我感叹这个世界发展的速度如此之
快。

她们也谈了投资。最终总结的一句话是，天
上不会掉馅饼，有的只是陷阱。生活给了她们这
样的智慧，其实是在生活中提炼的。说这句话的
阿姨用斩钉截铁的口气告诉同伴：你想，一天到
晚投资，就能来钱吗？这样能来钱，大家都不用
干活了，拉你投资的人，其实就是要你的钱，今天
你把钱投进去了，下次你就等着哭吧。我这才知
道，我离生活那么远，近一年里，我很少去菜场，
也很少去商场，也很少接触工作以外的生活，我
甚至不知道外面发生了什么，我对这些阿姨不由
得赞叹起来，她们是多么接地气呀。

她们还谈了教育。话题是由二胎引起的，其
中一个阿姨说，我们家媳妇不愿意生二胎的理由

是教育问题。现在的孩子回家的作业都是家长
做的，老师在布置作业的时候，根本没有想过孩
子能不能完成，儿子媳妇忙，又不在家，我们老两
口怎么能够帮助孩子做得好作业呢？

最终他们谈到一个问题，做。这个字在我们
富阳人的嘴里说出来，其实就是勤劳的意思。他
们评价某一个人非常勤劳，就说，这个人非常

“做”。她们对勤劳的人还是非常赞赏的。
前两天我听马云的一个演讲，他说时代在

变，人们接受信息的方式也在变，老一辈的人接
受信息是通过广播报纸的，中青年是根据电视
的，现在的人则基本上是通过网络，这就是区
别。可是现在我看来，这几个阿姨我无法把她们
归类到中青年里面去，她们是生动的，是鲜活的，
是与时俱进的。

这是我的旁听记。她们大概不会想到，在我
的车上聊了一个小时，我听了一个小时，也记录
了，这就是生活。这里没有对与错，只有真实与
鲜活。真好。

去年因搬进了新房，按当地的习俗，全家
人要在新房里辞旧迎新。故此，早早地就跟母
亲沟通好，让她不要准备年夜饭，跟父亲做做
工作，今年要在街上过除夕。以前都是年三十
回农村陪父母，吃现成的，以至于老婆也发感
慨，今年要完成一件大事(自己动手准备一桌年
夜饭)。

为此，我除夕那天吃过中饭，就赶回老家
把父母接到了街上，陪他们去江边走走，看看
富春江边的风景，看得出，他们都挺高兴。父
亲平时沉默寡言，做农活是把好手，样样精
通。可能是做农活需要大力气，他好酒，中、晚
两餐少不了酒，也只有喝了酒，说的话才会多
一点。印象最深刻的就是过年时，他的战友来
拜年，每次一顿酒可以喝个三四个小时，边喝
边聊，说的都是他们当兵时的事。那时的我还
小，每次都呆呆地坐在旁边听得津津有味。父
亲是1962的兵，参军6年，中村野战军高射炮
部队，平时驻扎在钱江大桥萧山那边阵地，担
负守卫大桥的任务，还跟随大部队参加抗美援
越战争，只是等他到了越南，战争刚好结束。
每次听父亲说到这，总感觉他心里有一丝丝的
遗憾。

晚饭时，我特意陪父亲喝了一点酒，这样
他才可能打开话匣。果然，喝了酒的父亲又说
起了往事。他说他们小时候根本吃不饱，能不
饿着就已经谢天谢地了，吃糠米果是常事，难

以下咽。这时母亲也接话，谈起了她上学时的
情景，那时的她要去三里外的东梓岗牌山的学
校上学(高小），因路远中午是自带饭菜，她们都
以番薯饭、糠米果为主。她说到现在还记得有
个同学家里条件好，中午经常能看到她自带的

“雪白的馒头”，看得同学们口水直流，羡慕得
不得了。这时，父亲又接话，说他年轻时就是
因为吃不饱才选择去当兵，退伍后，那时的农
村还在“吃食堂”，就是一个小队的人一起干
活，一起吃饭，大伙都抢着吃，每天就一个字

“饿”。还谈了一件趣事，邻居家有个小孩，每
次吃完饭都要抢一个“钵头”（农村土话，指的
是一个大容器），因为说是饭，其实每顿几乎都
是粥，“钵头”边上还粘着一些粥糊，他都是用
舌头舔个精光，可见当时粮食的匮乏程度。再
后来就说到了农村“分田到户”的事情了，这件
事大大提高了农民的积极性，那时的农村一年
要种两季水稻，一季小麦。每到夏天“双抢”
时，家家户户干得热火朝天，只要有了劳动力
的小孩都要上阵帮忙干活。说到这，我也印象
深刻，那时的我十多岁，每年“双抢”时，背上都
会被太阳晒得脱皮，晚上只能趴着睡，疼得不
得了。但那时的我们已经不用为吃不饱发愁
了，这是“痛并快乐着”。这些话让我儿子听得
目瞪口呆，完全不能理解。

这时母亲又接话，说起了她进供销社上班
的事，她是顶替外公进的供销社。那时的中国

刚刚改革开放，供销社是一个联系农民的重要
单位，农民种植的农产品（蘑菇、芦笋等）要收
购，生产资料、生活用品要销售，每天忙个不
停。每年的10月1日场口过节，还要赶去场口
摆摊销售，那时的她还在新桐供销社，去场口
要乘渡船过富春江，货物上下渡船全靠人力
搬，到了场口要立马搭简易棚子，摆柜台，开始
营业，她说三天忙下来，骨头都要散架了。印
象深刻的就是每天晚上收摊时，看着当时的新
桐供销社主任孙茂盛数钱，“老孙笑嘻嘻的，数
钱都数来不及了”。说到这，母亲仿佛又回到
了年轻时，那时的她“累并快乐着”，年年先进
工作者。

晚饭后，全家人等着看春晚，这时父母又
一起感慨，说现在的日子好，他们每个月都有
够用的退休金，这种日子是他们年轻时不敢想
象的。又说儿子这一代“年代落得好，享福”。
是啊！如今的中国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经
过40年的改革开放，城市高楼林立，农村美丽
乡村建设如火如荼，几乎家家户户都过上了小
康生活，社会起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国家也走
上了强国之路，这些就是我父母眼中的变迁。

【说明】为保证本次征文大赛评比的公平
公正，选登作品时以匿名方式出现。

变 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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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白狗

宠物

□陆桂云

“供销（百合集团）杯•我和我的祖国征文”优秀作品选登④

爷爷的馄饨摊
记忆

□小芽

路过一条老巷子，听谁家的收音机放越
剧，“路遇大姐得音讯，九里桑园访兰英，行过
三里桃花渡，走过六里杏花村……”婉转的唱
段，勾起我长长的记忆。戏文一闪，便像回到
老家，回到童年时，像我爷爷刚刚把一碗小馄
饨端上来，呵呵呵地笑着说，戏文勿起看，捂
在这里想吃馄饨。

那时候每年的重阳节，村里都会去嵊县
请来戏班子，在大礼堂里搭台唱戏文，大都是
越剧。我喜欢听越剧，那些声音，从戏台上飘
来，穿过祠堂旧屋檐，像在水里洗过一样。婉
转，缠绵，又那么清雅。

做戏文的消息一传开，就会有很多小摊
小贩，在大礼堂周边铺设，卖甘蔗的，卖冻米
糖的，卖棉花糖的，卖瓜子的……

我爷爷也会去摆摊，在大礼堂附近人家
的院子里，一张简陋的小方桌，四张条凳。小
方桌上摆上十几个碗，碗里各放着几粒盐花，
两三苗葱花，几小块切得很碎油条，一小撮紫
菜，还有几只小虾皮。离得不远摆着一个煤
饼炉子，炉子上架着一口锅，锅里的水被煮得
咕嘟咕嘟的，像很多条鱼在吐泡泡。

一边的小桌上，放了一大碗伴着葱花的
肉泥，肉泥旁一条小竹片。我看到爷爷用这
片竹条，刮一点肉泥，一只手就把馄饨皮卷起
来了。

我平时用的勺子有弧度的，而这个是扁

平的，它起到的作用是把肉泥刮起一点放到
馄饨皮子里，还有一叠叠薄薄的馄饨皮子和
一个糠筛，糠筛里面整齐地摆满了像花儿一
样好看的小馄饨。

这馄饨看着特别简单，实则很多门道在
里面，比如这个肉泥，一定要用石臼把肉捣成
泥，那种看上去黏黏的带丝的肉泥才可以，然
后再加进去切得非常细的葱花末搅拌均匀，
馄饨皮子是要去几十里外的镇子上买来的，
买来后要懂得保存，保存不好它就会馊掉或
硬掉，包馄饨的时候要拿着皮子刮上肉泥折
成小馄饨，动作得一气呵成，那样包出来的馄
饨模样既好看而且不容易煮烂。

爷爷包馄饨很慢，在八十多年的时光里，
他好像从来不急，都是慢悠悠地走，慢悠悠地
活。经常趁爷爷给别人煮馄饨的时候就偷偷
地去包馄饨，可是不管我怎么努力与用心，这
馄饨总是包得像一团废纸，每次被发现我偷
包馄饨的时候，爷爷就会说，去去去把这馄饨
煮了你自己吃，谁会吃你包的馄饨，嘎难看
个。听到这话的我一点都不生气，因为我就
知道我又有口福了，连忙小心翼翼地把自己
都觉得包得很难看的馄饨放进翻滚的开水
中，馄饨一下便沉到了锅底，隔上两三秒钟便
又翻着跟斗浮上了水面，那时候爷爷就会说
快捞起来，再煮下去就什么也捞不到了，于是
赶忙用笊篱把馄饨捞进放着佐料的大碗里，

再舀点滚烫的馄饨水往大碗里这么一浇，一
碗看着让我流口水的馄饨就做好了，吃之前
倒一丢丢酱油一丢丢醋，记忆中没有什么食
物能比得上这碗馄饨的美味。

在物质匮乏的上世纪70年代，馄饨对我
来说是非常奢侈的食物了，每次吃完馄饨，我
都会把攒了很久很久的零花钱递给爷爷，有
一分两分以及五分的钞票或铅板，还有一张
一角头的钞票，爷爷常常笑哈哈地说，这么多
钱啊，然后说，想吃就来帮我包——爷爷是多
么疼我啊！

爷爷过世后，村里每年的重阳节还会请
外地的戏班子来唱戏，还是会有很多外乡人
来村子里摆摊，还会卖各种各样的东西，唯独
缺少了爷爷的馄饨摊，当然期间也有人试着
摆过馄饨摊，我也去吃过几次，但总归没有爷
爷煮出来的馄饨好吃，馄饨摊的生意也没有
当时爷爷的摊那么红火，总是冷冷清清的，慢
慢就没人再摆馄饨摊——我也再没有吃到过
像爷爷包出来那么好吃的馄饨了。

没有了爷爷那个馄饨摊，戏文依旧在唱，
只是，我听着怎么都觉得少了烟火的味道，就
算戏文台上锣鼓喧天，我依然觉得有些落
寞。那些已经融进骨子里的调头，溪水一样
流淌，但，为什么，就没以前那么好听了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