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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风瑟瑟中，一年一季的冬储大白
菜再次进入热销时节。“买一二百斤也
得买，预备点儿心里踏实。”很多老年人
还是坚守着多年不变的这个想法。要
说有什么不同，就是如今大白菜哪都有
卖的，再也不用顶着星星、披着棉袄大
衣去排队了。

如今，超市和农贸市场各种青菜四
季不断，种类繁多，江南的塞北的、新鲜
的打折的，随你挑任你选。而在凭证凭
票购买商品那个年月，别说蒜薹、柿子
椒、菜花、西红柿这样的细菜短缺稀少，
冬储大白菜也得等立冬以后才开始上
市。特别是每年销售冬储大白菜的时
候，家家户户必须得买，就跟取暖买煤
一样，不买这个冬天兴许就没菜吃。所
以，大白菜成了百姓冬仨月餐桌上的主
菜，是过冬的“当家菜”。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大白菜所以被
称为百姓过冬的“当家菜”，主要是市场
上除了白菜，土豆、萝卜都很少。特别
是冬储大白菜只卖十天八天，过了那段
时间就没了。记得80年代初的一年，
单位领导为了让每个职工家庭都能买
到冬储大白菜，经过与蔬菜公司协商，

直接从蔬菜公司进了上万斤。
如今，大白菜成了平平常常的大众

菜。可早年它是百姓一家人碗里的主
要食物，日常作馅包包子、烙馅盒子、包
菜团子和包饺子，哪样也离不了它。不
得不说的是，那些年很多人家都省吃俭
用，把白菜帮儿、菜疙瘩洗净沥干，渍成
酸菜、腌成咸菜，当小菜吃。

过去百姓自家渍酸菜、腌咸菜，没
现在这么讲究、这么精细。条件稍好点
的人家，买十斤八斤绿萝卜、芥菜疙瘩，
或者3斤豇豆角、猪耳朵豆角，和白菜
腌到一起。那会儿腌菜用的是陶制水
缸，白菜、萝卜和大盐一层一层码放到
缸里后，把凉凉的白开水倒进去，压上
块石头。之后倒一两次缸，过段时间就
是咸菜，能吃了。

平心而论，那时候用大盐腌的白菜
咸菜，根本谈不上清脆爽口，好吃不好
吃，味道就一个字：咸。当年父母做过
几次白菜、萝卜咸菜和带鱼搁一起炖的
菜，就是不加盐，炖熟的白菜、萝卜也跟
咸带鱼一个味儿。那时候平时几乎吃
不上带鱼，偶尔吃一回带鱼炖咸菜，别
提多解馋了。现在想起来，当年父母的

良苦用心和“创新”，真是没办法的办
法。

时代不同了。现如今与过去相比，
同样是用白菜渍酸菜、腌咸菜，可用的
材料和腌出来的味道截然不同。首先，
如今人们渍酸菜、腌咸菜用的容器不再
是那种傻大憨粗的陶缸瓦盆了，此外添
加的蔬菜、佐料也多了。前些天大白菜
刚下来，楼下大哥就忙不迭地渍了点酸
菜。他说就渍了5升二锅头酒坛那么
一小坛。两棵白菜去了菜帮、菜疙瘩，
基本都是菜心，加上胡萝卜、彩椒、鬼子
姜、今年的新花椒和他自己花盆里种的红
辣椒，里头还加了一两二锅头，“送你点
尝尝，看咋样”。看着就有胃口，吃到嘴
里更是咸甜适中、味道鲜美、脆嫩爽口。

从凭证限量购买和以熬炒、腌制食
用为主的冬储大白菜、“当家菜”，到随
买随有、可挑可选、价格便宜、四季皆有
的家常菜、绿色菜，曾经的大白菜不但
越来越瓷实饱满、甘甜可口，烹制食用
方法也愈加丰富多样、有形有色、有滋
有味。如果用一句话来形容，那就是：
味道好极了！

张栓柱/文

永定河从山西管涔山一路狂歌，奔腾
到门头沟的时候，心情好像平静多了。水
流也不那样湍急了，脾气也没那样暴躁了，
显得特别温柔和安静。尤其是流到支流清
水河的时候，像一个文静的少女，婉约、含
蓄和害羞。静静的时光岁月，抒写永定河
畔的古老的美丽传说。

门头沟斋堂镇有一座白铁山，白铁山
上有一块“二郎担石”。传说有一年清水河
发生了大洪水，洪水冲毁了村庄，淹没了农
田。村民没有了粮食，挨饿受苦，这场灾难
惊动了玉皇大帝。

玉皇大帝派二郎神下凡了解灾情，二
郎神下凡后用神鞭把太行山脉移到白铁
山，用来抵挡洪水。同时，二郎神还从天庭
挑来两块巨石放在村北的白铁山梁上，这
就是人们传说的“二郎担石”。巨石和山脉
挡住了洪水泛滥，老百姓又过上了平静的
日子。

为了感谢上天神灵的帮助，老百姓在
村北白铁山下修建了一座寺庙，叫灵岳
寺。每逢年节或初一、十五老百姓都来庙
上烧香拜佛，祈求平安太平。然而，元代的

时候，来了两个道士占据了寺院，一个道士
姓甘，一个道士姓蔡。两个道士横行霸道，
欺压百姓，狼狈为奸干尽了坏事，当地老百
姓都恨透了这两个人。

这一年，元宪宗下旨，将寺庙划给了佛
教。人们开始查抄甘、蔡道士占据时的库
房，查抄出大量白面、红枣。人们为了庆祝
寺庙归还佛家，用白面蒸饼，内放红枣，然
后用油炸熟食用。为了表达对甘、蔡的愤
怒，一边炸面食，一边说：“炸甘蔡！”。后
来，这道面食就这样在斋堂地区慢慢流传
下来，形成一道特色的风味小吃，美其名：
炸干菜。

“炸干菜”的传说是我听门头沟民俗专
家赵永高老师讲的，门头沟百花人家饭店
女老板谭天花，为了留住儿时记忆和乡愁，
根据门头沟流传下来“炸干菜”地方小吃，
经改良加工变成现在这道“姥姥家炸干
菜”，成为了百花人家饭店的招牌美食。

今年春季，应丰台区作协与郭庄子村
永定河畔话炊烟活动组邀请，撰写永定河
畔沿区的“老嚼谷儿”，我便想到了门头沟
百花人家饭店。经谭天花的精心安排，我

们一边品尝百花人家饭店的特色美食，一
边采访门头沟美食的传承人及民俗专家赵
永高老师。

我们坐在百花人家饭店装修如农家小
院一般的土炕上，欣赏房间里摆放的农家
老物件，比如早年间的炕桌、炕柜、装食品
的编筐等，有的老物件我叫不上名来，就用
手机拍了好多照片，觉得在当下这个信息
化时代，看到这些怀旧的老物件，感觉很珍
贵和稀奇。谭天花为我们安排的特色菜很
快就上桌了，有火盆石磨豆腐、猪头压肉、
姥姥家炸干菜等。火盆豆腐冒着热气端了
上来，火盆里炭火正旺，盆里有滚烫的石磨
豆腐热气腾腾。眼镜上面蒙上一层厚厚的
哈气，我摘下眼镜，瞪大眼睛，香气扑鼻，喉
咙咽下一股香味，胃都提到了嗓子眼。

等到服务员端上了“姥姥家炸干菜”这
道菜后，我就直接傻眼了。原先在菜谱上
看到这道菜，还以为是农村的一道夏季晒
干的什么山野菜，然后过油后的一道特色
菜。没想到竟是一道面点。炸得油黄油
黄，又酥又脆，入口又有嚼头儿。赵永高老
师介绍说，炸干菜过去在斋堂地区，是过年

过节或娶媳妇办酒席才能吃到的美食，平
常日子是根本吃不上的。现在过上好日子
了，天天跟过年似的，所以人们现在才有这
个口福。赵老师又风趣地说，这个炸干菜
营养丰富，过去农村产妇生孩子都是喝小
米粥，吃炸干菜。因为，炸干菜里面有大红
枣，可以补气补血。

过去在斋堂地区有“八盘八碗”之说，
讲究一点的宴席必须有炸干菜，席面才能
算上档次。为什么呢？因为炸干菜的主要
原料是白面、大枣、白糖和食油。过去不常
吃的原因，主要是缺少白面，门头沟是纯山
区，98.5%是山区。斋堂清水河流域的深山
区，主要粮食作物是玉米和谷子。当地老
百姓祖祖辈辈都不种小麦，白面就成了老
百姓的稀罕物。过去把白面叫“洋面”，平
常人家老百姓很难吃上。

炸干菜的做法并不难，选用上等的京
西产的大枣，用温水浸泡，然后剥开把枣核
去除，将枣的皮肉掺进面里，用洗枣核儿的
水和面，先大火蒸熟，熟后小火再熥，熥的
时间越长越好，颜色越红，香味越浓。出屉
后多焐会儿，然后切成小长条，下锅温火慢

炸，油锅里，长条的干菜像一个个金色的小
帆船，在金涛里，乘风破浪，争先恐后驶向
美食王国。炸好的干菜，放在盘子或小竹
筐里，像一根一根的小金条似的，显示今天
农民富足和丰衣足食的幸福美满。

那天采访结束后，谭天花还送我一块
姥姥家炸干菜和一块猪头压肉。连吃带
拿，收获满满。实际谭送的炸干菜是半成
品，也好储存，放冰箱保鲜储藏就可以，随
吃随放油锅一炸，即可食用。既可当主食，
也可做零食，又可做茶点，食用非常方便。

这么好吃又方便的美食，全家人没几天
就把谭天花送的炸干菜给吃没了。吃出馋
虫了，怎么办？我爱人学着百花人家饭店姥
姥家炸干菜做法来了一道改良版：白面改粘
米面，大枣+花生（早生贵子之意），炸出来的

“炸干菜”金黄金黄的，改成粗粮面，口感更
粘嘴，她取其美名：黄金贵子炸干菜。

长河九曲一路狂歌，它的名字叫永定
河。永定河畔炊烟飘，流传多少“老嚼谷
儿”呢？姥姥家的记忆，就有这道馋着流口
水的——炸干菜。

柴华林/文

姥姥家炸干菜的传说姥姥家炸干菜的传说

瓦窑村之恋瓦窑村之恋
赵春光

时光的驼队将这里的城砖
垒砌在

黄草梁七座楼的敌台
谷壑载着苍莽

托举山里人白日的光辉
抚摸瓦窑村静谧的院落

青瓦参差着炊烟
把朱红的大门扣响

红廊柱 青石阶 古家具 木窗花
童话中的粮囤

送走依依不舍的乡音
打造深山里的精品民宿

把幸福的日子唱响
墙角几朵花叶的绯红

被游人含在眼里
品出灿烂的味道

初冬用金黄的落叶装扮
包裹着村庄的质朴
做出阁的新嫁衣裳

远山的呼唤
造就一个中年汉子

七年的坚韧
安放浓浓的乡愁

带领乡亲们绘制一幅美丽的图景

大白菜的味道大白菜的味道

俗话说：“万事有由来。”“由来”，一是指事情的发
生到现在这一段的时间，如“由来已久”；二是指事物发
生的原因或来源，如“查清这个案件的由来”。京西史
地民俗中，有许多说法做法较为独特，那么它们的来源
是什么？为什么有如此之说？我们根据多年的研究，
不妨说来你听，想想是否是这样呢？

“二八个”之由来
京西民间常说的一个词儿，叫“二八个的”。说的

时候，往往还需把那“二”字故意提高、拉长，以显前边
所言之事的奇特或与众不同。如，说到某甲劲儿大，于
是就有“人家某甲，劲头儿大哩去了！一顿饭能吃十二
个馒头，背着二百斤重的麻袋拉屎不用脱绊儿，就地拔
葱，一下子就起来。二八个的可没他这两下子!”又如，
说到火村的大红杏，“人家火村的大红杏，一捏一湾儿
水，二八个的比不上火村大红杏。”还有，讲到某某是孝
子，“人家那孩子，可孝顺啦，吃饭先端给他娘，还经常
给他娘剪手指甲、脚指甲。二八个的比不了，他那孝顺
劲儿。”

那么，这“二八个的”是什么意思呢？又为什么要

说这“二八个的”呢？我们说，这“二八”都是数字，作为
数字，一共有九个。这“一”和“九”的特点是什么呢？
说大就大；就小就小。要是哥们儿排行，第一生的就是
老大，老九最小；要是分东西，一个最少，九个最多；因
此，这一和九就算是特殊的数字了。而二至八呢？自
然就是一般的了。这么说来就明白了，感情这“二八个
的”就是“一般”呢！普普通通一句“二八个的”土语，居
然蕴藏着哲学上的“一般与特殊”这不正是“俗中雅”的
最好诠释吗？！

（未完待续）
赵永高/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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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时候我就有一个疑问：为什么冬天
来了，花草都枯萎了，树木的叶子都飘落
了，而麦田里的麦苗还是青青绿绿的？

父亲告诉我，所有的事物都有自己迎
接冬天的方式，树木是要用飘落叶子来积
蓄能量，蛇和青蛙需要冬眠，而麦苗需要青
青绿绿的来对抗严寒，扛住大雪的压力，来
年春天才能返青。

那时候，我不太理解父亲话里的意思，
但是却对这麦子起了浓厚的兴趣。觉得麦
子真是一种神奇的存在，他在秋季里落地
生根，经历了秋霜的考验，在大雪飘飞的冬
日里依然有不一样的颜色。即使大雪下了
几尺厚，你扒开厚厚的积雪，就会发现那些
麦苗还是青青绿绿的，只是他们不像春天
那般的生机勃勃，是软趴趴的那种青绿，可
是依然让人心生喜欢，那青青绿绿的颜色
在冬天的萧条里给人温暖的力量和希望。

那年高考，一向成绩名列前茅的我失
利了。我经历了人生的第一个“寒冬”，整
个人都心灰意冷。我把自己锁在屋子里像
一具行尸走肉，听着周围同学一个接一个

的收到录取通知书，一个个陆陆续续的背
着行囊走进自己心仪的大学，我的心更是
冷的厉害。甚至想好了不再复读，就这样
回家种地，做一个老实巴交的农民，或者外
出打工。父亲来到我身边，我以为他会给
我长篇大论的说教一番。没想到他只是和
我说“到了该播种小麦的时候了，你和我去
地里种小麦吧！”那是我高考后第一次走出
家门，十月的天空干净透亮，秋收后的田野
里还散发着玉米秆的清甜。看着翻飞的犁
铧下，小麦种子一粒粒被播种进泥土里，我
的心更加辗转反侧：父母给予了我无限的
希望，难道我真的要一辈子与黄土打交道
吗？

在休息的间隙父亲问我：“还记得你小
时候问我为什么冬天来了，麦苗还是青青
绿绿的吗？我当时告诉你那是小麦过冬的
一种方式，其实他还有一种精神，那就是抗
压抗寒的精神，面对寒冬，这些麦子义无反
顾的生根发芽，他们知道自己只有挺过寒
冬的考验，才能在春日的阳光下展翅高
飞。你想想，我们是不是要活得比麦子更

加坚强。以后人生中遇到的“寒冬”会更
多，我们不能一味的逃避，要积极的面对，
就像麦子积极迎接冬天一样。”父亲的话让
我低下了头，一直以来我都是一株麦子，只
不过我是一株一直生活在春天的麦子，只
想着要展翅高飞，却忘记了还需经历严
寒。现在的高考失利就是我的寒冬，我应
该像一株麦子一样，挺起胸膛，迎接冬天的
到来。

麦田里与父亲的对话让我彻底醒悟，
我为什么不能像麦子一样呢？我收拾好自
己的心情开始了复读的日子，那段日子艰
辛痛苦，每每心生退意，我脑海中就会浮现
和父亲在麦田里的对话，麦子那种坚韧抗
压的精神一直鼓舞着我，我像麦子一样挺
过了“复读”的寒冬，来年九月份我终于接
到了自己心仪大学的录取通知书。

踏入大学校门的那一刻，我知道我还
是一株麦子，只不过我明白了在经历寒冬
的考验以后才能挺直腰杆，我知道那样我
才会舒展身姿，饱满金黄。

杨丽丽/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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